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教練 聯絡電話 選拔日期 選拔時間 選拔地點

2018年9月6日 (四) 

2018年9月10日 (一) 

邱永強先生 39435309 2018年9月17、20日 (一、四) 下午6時至8時 嶺南運動場

林昊鋒先生 39439289 2018年11月14日 (三) 中大田徑精英賽 夏鼎基運動場

韓雪博士 39435308 2018年9月17、20日 (一、四) 下午6時至8時 嶺南運動場

張嘉儀女士 39439248 2018年11月14日 (三) 中大田徑精英賽 夏鼎基運動場

    2018年9月10日 (一)  

2018年9月12日 (三)

張偉傑先生 39433781 2018年9月5日 (三) 下午7時至9時

張梓輝先生 39433986 2018年9月10日 (一) 下午8時至10時

2018年9月4日 (二) 

2018年9月6日 (四)

2018年9月10日 (一) 下午8時至10時

2018年9月12日 (三) 下午6時至8時

2018年9月3日 (一) 下午6時至8時

2018年9月5日 (三) 下午8時至10時

2018年9月10日 (一) 下午8時至10時

2018年9月12日 (三) 下午6時至8時

2018年9月18日 (二) 

2018年9月27日 (四)

游泳 (男子) 胡達昌先生 39431473 2018年9月10日 (一) 

游泳 (女子) 李志良先生 39435178 2018年9月12日 (三) 

2018年9月18日 (二) 

2018年9月20日 (四)

2018年9月6日 (四) 

2018年9月11日 (二) 

2018年9月6日 (四) 下午7時至9時 新亞體育館

2018年9月11日 (二) 下午8時至10時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2018年9月6日 (四) 下午7時至9時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2018年9月11日 (二) 下午8時至10時 新亞體育館

2018年9月4日 (二) 

2018年9月6日 (四)

何偉強先生 2018年9月11日 (二) 

丘展華先生 2018年9月13日 (四)

如有興趣參加划艇活動，請與有關人員聯絡。

郎浩俊(男隊長) 96364238 longhochun77@gmail.com/ 林安妮(女隊長) 53158714 annielam0802@gmail.com

項目 協調員/教練 聯絡電話 選拔日期 選拔時間 選拔地點

林建榮先生 2018年9月11日 (二)

陳偉雄先生 2018年9月13日 (四)

張偉傑先生 2018年9月4日 (二) 下午6時45分至8時45分 大學6,7號及崇基網球場

方家俊先生 2018年9月7日 (五) 下午7時至9時 大學3,4,5號網球場

胡達昌先生 2018年9月13日 (四)

江偉基先生/許碧虹女士 2018年9月18日 (二) 

欖球 (男子) 林建榮先生 2018年9月24日  (一) 下午8時至10時

冼浩文先生 2018年9月28日 (五) 下午6時至8時

欖球 (女子) 林建榮先生 2018年9月26日 (三) 下午8時至10時

李念殷女士 2018年9月28日 (五) 下午6時至8時

壘球 (男子) 周子雁女士

梁志傑先生

壘球 (女子) 周子雁女士

任偉恩女士

空手道 (男/女子) 何偉強先生 2018年10月15日 (一) 

譚德明先生 2018年10月18日 (四) 

龍舟 (男/女子) 林建榮先生 2018年10月3日 (三) 
如有興趣參加龍舟活動，請與有有關人員聯絡。

潘偉明先生 2018年10月4日 (四) 

歡迎各同學踴躍參加。如有查詢，請致電各有關教練或協調員Updated on 22-8-2018

何國泰先生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下午8時至10時

梁啓風(男隊長)61553532 kaifungjohn@gmail.com or
余昊忻 (女隊長) 65839092 ho.yan.y.1998@gmail.com

乒乓球 (男/女子)

吳兆權博士

逸夫舞蹈及乒乓球室

逸夫室內多用途館

下午6時至8時  劉國安博士

39439247

39435310

下午7時至9時  39433784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林國棠先生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下午7時至9時

39431410

39435310

39431635

陳志明先生

39433987

劉詩韻女士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下午6時至8時 汾陽樓一樓壁球場

田徑 (女子)

39433782

39431732

吳峻鴻先生

馮錦輝先生

聯合體育館

籃球 (男子)

籃球 (女子) 下午7時至9時

嶺南運動場

壁球 (男/女子)

39431724

網球 (女子)

嶺南運動場

鄭毓全先生

聯合體育館

下午8時至10時

足球 (女子)

39435186

越野 (男/女子) 周子雁女士

羽毛球 (男/女子) 新亞體育館

香港中文大學 體育部

2018-2019年度校隊選拔時間表

39431446 下午6時至8時 嶺南運動場

田徑 (男子)

手球 (男子)

手球 (女子)

中大體育中心二樓活動室

下午7時45分至9時45分

下午6時至8時

聯合乒乓球室

大學3,4,5號網球場

中大游泳池

39437696

下午7時至9時  

39437540

下午6時至8時

下午6時半至8時半  

跆拳道 (男/女子)

足球 (男子)

排球 (男子) 黃安東先生

網球 (男子)

劍擊 (男/女子)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2018年9月27日 (四)

39431473

39433784

下午8時至10時

39433781

39439856

2018年9月21日 (五) 

39435310

39435310

李秀瑩女士排球 (女子) 39435179

活木球(男/女子) 鄧子銘先生

39431446

39431446

划艇 (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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