
第一場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3/5/2021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環境保護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黃智雯 楊鳳玲 李振祥 鄭詩雅 尤良善 馮官明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黃嘉祺 韓琳 林冠成 鄧麗湘 黃志坤 陳美施

海事及水務局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謝錦康 陳曉疇 潘玉琼 曾豔芬 JOSÉ DA SILVA 鄧偉聰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市政署

梁巧儀 陳永文 范鴻堃 雷惠玲 梁家輝 黃春龍

市政署 市政署 市政署 市政署 市政署 市政署

陳述 陳健廣 阮新明 馬悅詠 陳可欣 劉慧敏

市政署 市政署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融管理局

李坤旺 CHOU ON SEK 李達成 蔡志汶 陳藹琳 林潤昇

新聞局 檢察院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衛生局

陳振暉 梁業鵬 謝瑋舜 盧榕基 陸鍵玲 梁家琪

15:30

16:15

2021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保齡球賽時間表保齡球賽時間表保齡球賽時間表保齡球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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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30/5/2021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周靄聰 蔡穎英 鄭詩樂 王國威 陳少珍 張子謙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古國源 劉桂珠 鄧偉樂 余寶珠 林盛開 梁圳域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行政公職局 治安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

黃國熙 麥明添 趙國基 LAM KA WAI 黃韋立 梁達均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治安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

黎志祥 陳錦輝 李銘深 岑健恒 潘應妙 何仲榮

民航局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 澳門海關 法務局 法務局

禤詠豪 馮一鳴 郭迪鎧 JOSÉ ALDA BELINDA LAM KIT U MÁRIO A. C. GASPAR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林偉權 陳志明 招家賢 盧兆宏 梁海林 李幗茵

社會保障基金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陳寶儀 尹宏堅 陸偉強 洪永昌 葛菊萍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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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6/6/2021 Lane11 Lane12 Lane13 Lane14 Lane15 Lane16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JORGE WONG, JEREMIAS 李偉城 鄭偉文 沈強 楊廣培 王少強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張歡安 溫炳霖 黃新 容金新 林火平 劉偉剛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LIO UN I 黃耀之 黃熙文 劉少洋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 澳門法院楊鳳玲 黃嘉祺 林冠成 潘玉琼 鄧偉聰 陳永文李振祥 韓琳 鄧麗湘 曾豔芬 梁巧儀 范鴻堃潘詠賢 尤良善 黃志坤 JOSÉ DA SILVA 梁家輝 雷惠玲澳門金融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 勞工事務局 勞工事務局 治安警察局李達成 鄭詩樂 張子謙 古國源 林盛開 黃韋立蔡志汶 陳少珍 周靄聰 鄧偉樂 梁圳域 梁達均陳藹琳 王國威 蔡穎英 劉桂珠 曾嘉琪 余飛燕社會保障基金 社會保障基金 衛生局 建設發展辦公室 建設發展辦公室 澳門生產力曁科技轉移中心林偉權 盧兆宏 盧榕基 林煒浩 張嘉倫 趙世平陳志明 梁海林 陸鍵玲 沈榮臻 王偉鵬 梁寶儀招家賢 李幗茵 梁家琪 譚炎儀 吳憶貞 阮展輝

2021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年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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