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乒乓球賽男子組初賽賽程  1 澳門法院 胡衛華     2  Bye     杜立明 3  Bye      4 市政署 杜立明 杜立明     杜立明 5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蘇兆偉    蘇兆偉  6  Bye      7  Bye  黃建新    8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黃建新 黃建新     杜立明9 市政署 郭志強    郭志強  10  Bye      黃嘉銘11 房屋局 吳祖傑    12 澳門大學 黃嘉銘 黃嘉銘     13 海事及水務局 謝錦康  黃嘉銘  謝錦康  14  Bye      15  Bye  馮展程    16 環境保護局 馮展程 馮展程     杜立明17 文化局 劉紅明    劉紅明  18  Bye      劉紅明 19  Bye      20 市政署 梁慶剛 梁慶剛     劉紅明21 澳門法院 何文進    蘇那朋  22 市政署 蘇那朋     23  Bye  盧志榮    24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盧志榮 盧志榮     25 治安警察局 黃志恒  劉紅明  黃志恒  26  Bye      黃志恒27  Bye     28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葉雲鋒 葉雲鋒     29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葉廷鏗  黃志恒  葉廷鏗  30  Bye      葉廷鏗 31  Bye      32 市政署 蕭志強 蕭志強     姚本霍33 市政署 劉喜鈞    劉喜鈞  34  Bye      劉喜鈞 35  Bye      36 環境保護局 袁文龍 袁文龍     劉喜鈞 37 市政署 鄭林富     棄權  38  Bye      5月23日39  Bye  14:30    40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岑健恆  棄權     姚本霍41 澳門法院 JOSÉ DA SILVA    JOSÉ DA SILVA  42  Bye      陳錦祥43 司法警察局 陳錦祥     44 澳門大學 甄偉添 陳錦祥     45 市政署 余鐵光  姚本霍  余鐵光  46  Bye      47  Bye  姚本霍    48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姚本霍 姚本霍     49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方炳隆  姚本霍  方炳隆  50  Bye      方炳隆 51  Bye      52 澳門法院 何文明 何文明     卓華新53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張瑞羊    陳思俊  54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陳思俊     55  Bye  卓華新    56 市政署 卓華新 卓華新     57 市政署 勞健勝  馮一鳴  勞健勝  58  Bye      勞健勝59  Bye      60 文化局 羅家俊 羅家俊     61 澳門大學 馮一鳴  馮一鳴  馮一鳴  62  Bye      馮一鳴63  Bye      64 環境保護局 陳岸農 陳岸農   劉紅明 馮一鳴馮一鳴A 季軍B

A
冠軍

B

比賽地點：保齡球中心 - 乒乓球室



 2021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乒乓球賽女子組初賽賽程  1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楊鳳玲    楊鳳玲2  Bye      劉慧敏3  Bye      4 市政署 劉慧敏  劉慧敏    馬悅詠5 消費者委員會 IEK WAI I    馬悅詠  6 市政署 馬悅詠     7  Bye  馬悅詠    8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羅珮溱 羅珮溱     馬悅詠9 澳門法院 潘玉琼    潘玉琼  10  Bye      蘇嘉敏11 市政署 李敏晶    5月23日  12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蘇嘉敏 蘇嘉敏     13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陳洵歡  蘇嘉敏  陳洵歡  14  Bye      15  Bye  陳洵歡    16 市政署 李玉蘭 李玉蘭   劉慧敏 劉慧敏陳洵歡B

A 冠軍B
A 季軍

比賽地點：保齡球中心 - 乒乓球室



 2021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乒乓球賽男子雙打初賽賽程1 市政署 卓華新/劉喜鈞     卓華新/劉喜鈞 2  Bye      卓華新/劉喜鈞 3  Bye    4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盧志榮/張瑞羊   盧志榮/張瑞羊   卓華新/劉喜鈞5 市政署 梁慶剛/余鐵光   梁慶剛/余鐵光  6 文化局 羅家俊/劉紅明     7  Bye  梁慶剛/余鐵光  8 澳門法院 胡衛華/何文進  胡衛華/何文進   黃建新/姚本霍9 市政署 蘇那朋/勞健勝     蘇那朋/勞健勝  10  Bye    黃建新/姚本霍11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黃建新/姚本霍    12 澳門大學 黃嘉銘/甄偉添 黃建新/姚本霍   13 市政署 蕭志強/杜立明   黃建新/姚本霍   14  Bye      15  Bye  陳岸農/袁文龍  16 環境保護局 陳岸農/袁文龍 陳岸農/袁文龍   梁慶剛/余鐵光 梁慶剛/余鐵光陳岸農/袁文龍B

A 冠軍B A 季軍比賽地點：保齡球中心 - 乒乓球室



 2021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乒乓球賽女子雙打初賽賽程1 市政署 馬悅詠/劉慧敏     馬悅詠/劉慧敏2  Bye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馬悅詠/劉慧敏3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陳洵歡/羅珮溱  市政署  4 市政署 李玉蘭/李敏晶 陳洵歡/羅珮溱   冠軍

比賽地點：保齡球中心 - 乒乓球室



  2021公共機構體育競技大會乒乓球賽混合雙打初賽賽程1 市政署 劉喜鈞/李敏晶    劉喜鈞/李敏晶2  Bye    姚本霍/羅珮溱3 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姚本霍/羅珮溱  4 市政署 蕭志強/馬悅詠 姚本霍/羅珮溱    姚本霍/羅珮溱5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方炳隆/楊鳳玲  梁慶剛/劉慧敏  6 市政署 梁慶剛/劉慧敏    7  Bye 梁慶剛/劉慧敏  8 市政署 杜立明/李玉蘭 杜立明/李玉蘭   劉喜鈞/李敏晶 杜立明/李玉蘭杜立明/李玉蘭B

A 冠軍B A 季軍比賽地點：保齡球中心 - 乒乓球室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單打 姚本霍 杜立明 馮一鳴
男子雙打 黃建新/姚本霍 卓華新/劉喜鈞 梁慶剛/余鐵光
女子單打 馬悅詠 蘇嘉敏 劉慧敏
女子雙打 馬悅詠/劉慧敏 陳洵歡/羅珮溱 李玉蘭/李敏晶
混雙 姚本霍/羅珮溱 梁慶剛/劉慧敏 杜立明/李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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