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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練 聯絡電話 選拔日期 選拔時間 選拔地點

林昊鋒先生 (男子) 3943 9289 2022年9月19日 (一)

許嘉傑先生（男子） 3943 3986 2022年9月22日 (四)

韓雪博士 (女子) 3943 5308 2022年11月14日 (一)

張嘉儀女士(女子) 3943 9248 2022年11月17日 (四)

游泳 (男子) 胡達昌先生 3943 1473 2022年9月7日 (三)

游泳 (女子) 李志良先生 3943 5178 2022年9月9日 (五)

張偉傑先生 3943 3781 2022年9月7日  (三)

張梓輝先生 3943 0394 2022年9月14日 (三)

張梓輝先生 3943 0394 2022年9月8日 (四)

張偉傑先生 3943 3781 2022年9月15日 (四)

2022年9月13日 (二)

2022年9月15日 (四)

2022年9月6日 (二)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2022年9月8日 (四) 新亞體育館

2022年9月6日 (二) 新亞體育館

2022年9月8日 (四)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2022年9月14日 (三) 下午8時至10時 

2022年9月19日  (一)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2022年9月13日 (二)

2022年9月15日 (四)

2022年9月13日 (二)

2022年9月15日 (四)

2022年9月13日 (二)

2022年9月15日 (四)

2022年9月28日 (三) 夏鼎基運動場1號半場

2022年9月30日 (五) 夏鼎基運動場1號半場

2022年9月28日 (三) 夏鼎基運動場2號半場

2022年9月30日 (五) 夏鼎基運動場2號半場

2022年9月14日 (三) 逸夫室內體育及多功能館

2022年9月19日 (一) 逸夫舞蹈及乒乓球室

如有興趣參加划艇活動，請與有關人員聯絡。

區正楠 (男隊長) 91954478 1155159167@link.cuhk.edu.hk/ 陳紫珊  (女隊長) 54055109 trisachan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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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雪博士 2022年9月14日(三)

2022年9月19日 (一)

何偉強先生 2022年9月14日 (三) 下午6時至8時 

梁倩盈女士 2022年9月19日 (一) 下午8時30分至10時30分

李志良先生 2022年9月21日 (三)

李向亮先生 2022年9月23日 (五)

壘球 (男子) 鄭毓全先生 2022年10月31日  (一)

2022年11月2日 (三)

壘球 (女子) 鄭毓全先生 2022年11月1日 (二)

岑峻嵐先生 2022年11月3日(四)

黃敏怡女士 2022年11月22日 (二)

吳楚筠女士 2022年11月24日 (四)

林建榮先生 2022年9月14日(三)

蘇浩剛先生 2022年9月19日 (一)

劉國安博士 如有興趣參加水球活動，請聯絡李立仁 (隊長) 67266682

郭秉宗先生 1155126920@link.cuhk.edu.hk

胡達昌先生 2022年9月16日 (五)

廖文希女士/羅加銘先生 2022年9月23日 (五)

鄭毓全先生 2022年9月29日 (四)

霍有發先生 2022年10月6日 (四)

孫莉博士 2022年9月15日 (四)

洪皓崴先生 2022年9月19日 (一)

孫莉博士 如有興趣參加運動攀登，請聯絡陳亮星 (隊長) michaeltar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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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體育館

下午8時至10時

夏鼎基運動場

3943 1635 下午8時至10時

下午8時至10時 大學3,4,5號網球場

3943 7696 汾陽樓一樓壁球場下午6時至8時 

下午8時至10時

張昱傑先生

3943 9247

3943 5310

林國棠先生

3943 7540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香港中文大學 體育部
2022-2023年度校隊選拔時間表

划艇 (男/女子)

足球 (女子)

足球 (男子)

越野

黃安東先生

何偉強先生

欖球 (男子)

3943 9856

空手道 (男/女子)

壁球 (男/女子) 陳志明先生

乒乓球 (男/女子)

排球 (男子)

籃球 (女子)

手球 (男子)

網球 (女子) 劉國安博士

吳兆權博士

3943 1410

田徑

籃球 (男子)

林建榮先生

夏鼎基運動場(小草地)

中大游泳池

下午6時至8時

下午8時至10時

下午6時至8時

運動攀登 (男/女)

網球 (男子)

劍擊 (男/女子)

3943 7540

下午8時至10時 

3943 1410

李秀瑩女士排球 (女子)

下午6時至8時 

歡迎各同學踴躍參加。如有查詢，請聯絡相關教練或協調員。

下午7時至9時 

下午8時至10時

3943 5179

3943 3784

下午7時至9時

3943 9246

3943 1732

下午6時至8時

下午6時至8時

跆拳道 (男/女子)

水球 (男子)

聯合體育館

3943 1446

夏鼎基運動場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崇基康樂室

3943 3987

羽毛球 (男/女子) 3943 5308

手球 (女子) 3943 9246 楊明標室內體育館

下午8時至10時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大學3,4,5號網球場

下午7時至9時 嶺南運動場(小草地)

蔡紹明博士

3943 1732

嶺南運動場

下午8時至10時

下午8時至10時

活木球(男/女子)

龍舟 (男/女子)

3943 5178

3943 1410

3943 1732

下午8時至10時 中大體育中心二樓活動室

夏鼎基運動場

聯合乒乓球室

欖球 (女子) 歐陽嘉謙先生

下午8時至10時

新亞體育館

3943 1473

3943 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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