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賽程表 (1a)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20/10 

星期四  

1 19H15 氹仔 男公開 C 嶺南---澳坊校友   

2 20H45 氹仔 男公開 C 新橋---新都   

 

 

 
22/10 

星期六  

3 14H30 氹仔 女青年 C 勞校---培正   

4 15H45 氹仔 女青年 C 赤兔---澳大附屬   

5 17H00 氹仔 女公開 A 江門---體校聯   

6 18H30 氹仔 女公開 A 火鳥---松森   

7 19H45 氹仔 女公開 B 赤兔---鮑青網   

8 21H00 氹仔 女公開 B 婦體會---翱翔   

27/10 

星期四  

9 19H15 氹仔 男公開 C 澳坊校友---新都   

10 20H45 氹仔 男公開 C 嶺南---信毅   

 

 

 
29/10 

星期六  

11 14H30 氹仔 女青年 C 培正---澳大附屬   

12 15H45 氹仔 女青年 C 勞校---培華   

13 17H00 氹仔 女公開 A 體校聯---松森   

14 18H30 氹仔 女公開 A 江門---新江   

16 19H45 氹仔 女公開 B 赤兔---鮑青網青協 賽程更新 

15 21H00 氹仔 女公開 B 鮑青網---翱翔 賽程更新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 年 10 月 10 日)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賽程表 (2b)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9/11 

星期三 

17 19H00 塔石 男公開A 黑熊---鏡平  

18 20H30 塔石 男公開A 菜農---奧達馬  

10/11 

星期四 

19 19H15 氹仔 男公開B 萬創---聖若瑟6  

20 20H45 氹仔 男公開B 鮑青網---婦體會  

12/11 

星期六 

21 14H30 氹仔 男公開C 新都---信毅  

22 15H45 氹仔 男公開C 澳坊校友---新橋  

23 17H00 氹仔 男公開D 中山文娛---紅藍  

24 18H30 氹仔 男公開D 鮑青網青協---江門  

25 19H45 氹仔 女公開A 松森---新江  

26 21H00 氹仔 女公開A 體校聯---火鳥  

14/11 

星期一 

27 19H15 氹仔 男公開E 嘉華文娛---古鎮  

28 20H45 氹仔 男公開E 鬥牛---巴打聯  

17/11 

星期四 

29 19H15 氹仔 
 
女公開B 翱翔---鮑青網青協  

30 20H45 氹仔 女公開B 鮑青網---婦體會  

19/11 

星期六 

31 14H30 氹仔 女青年A 化地瑪---永援  

32 15H45 氹仔 女青年A 萬創---火鳥  

33 17H00 氹仔 女青年B 紅藍---夜的之友  

34 18H30 氹仔 女青年B 浸信---聖羅撒中  

35 19H45 氹仔 女公開C 賈立賢---天武  

36 21H00 氹仔 女公開C 紅藍---大昌  

21/11 

星期一 

37 19H15 氹仔 男公開F 海協---青年文娛  

38 20H45 氹仔 男公開F 詠華---夜的之友  

22/11 

星期二 

39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建---翱翔  

40 20H30 塔石 高級組 昊駿---郵青  

23/11 

星期三 

41 19H00 塔石 高級組 藍英---凌雁  

42 20H30 塔石 高級組 慈青---福青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 年 11月 7 日)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賽程表 (3c)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24/11 

星期四 

58 19H00 塔石 男公開A 鏡平---菜農 賽程更新 

44 20H30 塔石 女公開A 松森---江門  

43   女公開A 新江---火鳥 比賽改期 

45 19H15 氹仔 女公開B 鮑青網青協---婦體會  

46 20H45 氹仔 女公開B 翱翔---赤兔  

27/11 

星期日 

47 14H30 塔石 女青年C 澳大附屬---培華  

48 15H45 塔石 女青年C 培正---赤兔  

49 17H00 塔石 女青年A 化地瑪---火鳥  

50 18H30 塔石 女青年A 永援---萬創  

51 19H45 塔石 女公開C 賈立賢---大昌  

52 21H00 塔石 女公開C 天武---紅藍  

28/11 

星期一 

53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建---郵青  

54 20H30 塔石 高級組 翱翔---凌雁  

29/11 

星期二 

55 19H00 塔石 高級組 昊駿---福青  

56 20H30 塔石 高級組 藍英---慈青  

30/11 

星期三 

57 19H00 塔石 男公開A 黑熊---奧達馬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 年 11月 7 日)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主辦賽程表 (4)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5/12 

星期一 

59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建---凌雁 

因場地問題比賽改期 
60 20H30 塔石 高級組 郵青---福青 

6/12 

星期二 

61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翱翔---慈青 

62 20H30 塔石 高級組 昊駿---藍英 

7/12 

星期三 

63 19H00 塔石 男公開B 萬創---婦體會  

64 20H30 塔石 男公開B 聖若瑟6---鮑青網  

8/12 

星期四 

65 19H00 塔石 男公開C 信毅---新橋  

66 20H30 塔石 男公開C 新都---嶺南  

9/12 

星期五 

67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建---福青  

68 20H30 塔石 高級組 凌雁---慈青  

10/12 

星期六 

69  塔石 女公開B 婦體會---赤兔 比賽改期 

70 15H45 塔石 女公開B 鮑青網青協---鮑青網  

43  塔石 女公開A 新江---火鳥 比賽改期 

57 17H00 塔石 男公開A 黑熊---奧達馬 賽程更改 

71 19H00 塔石 高級組 郵青---藍英  

72 20H30 塔石 高級組 翱翔---昊駿  

11/12 

星期日 

73 14H30 塔石 女青年B 紅藍---聖羅撒中  

74 15H45 塔石 女青年B 夜的之友---浸信  

75 17H00 塔石 女青年C 培華---赤兔  

76 18H30 塔石 女青年C 澳大附屬---勞校  

77 19H45 塔石 女公開C 賈立賢---紅藍  

78 21H00 塔石 女公開C 大昌---天武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年11月25日)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賽程表 (5a)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12/12 

星期一 

79 19H00 塔石 男公開D 中山文娛---江門  

80 20H30 塔石 男公開D 紅藍---鮑青網青協  

81 19H15 氹仔 男公開E 嘉華文娛---巴打聯  

82 20H45 氹仔 男公開E 古鎮---鬥牛  

13/12 

星期二 

83 19H00 塔石 女公開A 火鳥---江門 

因場地問題比賽改期 

84 20H30 塔石 女公開A 新江---體校聯 

14/12 

星期三 

59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建---凌雁 

60 20H30 塔石 高級組 郵青---福青 

15/12 

星期四 

61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翱翔---慈青 

62 20H30 塔石 高級組 昊駿---藍英 

16/12 

星期五 

85 19H00 塔石 男公開F 海協----夜的之友 

86 20H30 塔石 男公開F 青年文娛---詠華 

17/12 

星期六 

87 14H30 塔石 女青年A 化地瑪---萬創 

88 15H45 塔石 女青年A 火鳥---永援 

89 17H00 塔石 男公開A 黑熊---菜農 

90 18H30 塔石 男公開A 奧達馬---鏡平 

91 19H45 塔石 男公開B 萬創---鮑青網 

92 21H00 塔石 男公開B 婦體會---聖若瑟6 

18/12 

星期日 

93 14H30 塔石 男公開C 新橋---嶺南 

94 15H45 塔石 男公開C 信毅---澳坊校友 

95 17H00 塔石 男公開D 中山文娛---鮑青網青協 

96 18H30 塔石 男公開D 江門---紅藍 

97 19H45 塔石 男公開E 嘉華文娛---鬥牛 

98 21H00 塔石 男公開E 巴打聯---古鎮 

19/12 

星期一 

99 19H00 塔石 高級組 福青---藍英 

100 20H30 塔石 高級組 慈青---福建 

101 19H15 氹仔 男公開F 海協---詠華  

102 20H45 氹仔 男公開F 夜的之友---青年文娛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年12月2日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主辦 

2022 年度全澳籃球聯賽 

 

賽程表 (6e) 

日期 編號 時間 地點 組別 比賽隊伍 備  註 

22/12 

星期四 

43 19H15 氹仔 女公開A 新江---火鳥  

69 20H45 氹仔 女公開B 婦體會---赤兔  

29/12 

星期四 

85 19H15 氹仔 男公開A 海協----夜的之友  

86 20H45 氹仔 男公開F 青年文娛---詠華  

 

塔石：塔石體育館；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室內體育館                     (2022年12月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