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 球會盃青少年羽毛球隊際邀請賽-賽程表
日期: 2/12/2018 (日)

時間: 09:00-23:00

地點: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A組: 18歲或以下組
B組: 15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Time

Court

9:30

1&3

2&4

遞交首輪賽事排陣表

5&7

6&8

遞交首輪賽事排陣表
飛躍體育 & 尚青 休息
屯門, 力恒 & 馬鞍山 休息

9:50

C1 為立 vs 紅馬

C2 群力 vs 元朗鳳琴

C3 藍田 vs 南聯

C4 銀翎 vs 協友

10:40

C5 飛躍體育 vs 尚青

C6 為立 vs 元朗鳳琴

C7 藍田 vs 屯門

C8 力恒 vs 馬鞍山

紅馬 & 群力 休息
南聯, 銀翎 & 協友 休息

11:30

C9 紅馬 vs 飛躍體育

C10 群力 vs 尚青

C11 南聯 vs 銀翎

C12 屯門 vs 協友

為立 & 元朗鳳琴 休息
藍田, 力恒 & 馬鞍山 休息

12:20

C13 為立 vs 群力

C14 紅馬 vs 元朗鳳琴

C15 藍田 vs 馬鞍山

C16 力恒 vs 協友

飛躍體育 & 尚青 休息
南聯, 屯門 & 銀翎 休息

13:10

C17 為立 vs 飛躍體育

C18 元朗鳳琴 vs 尚青

C19 南聯 vs 屯門

C20 力恒 vs 銀翎

紅馬 & 群力 休息
藍田, 馬鞍山 & 協友 休息

14:00

C21 紅馬 vs 尚青

C22 群力 vs 飛躍體育

C23 藍田 vs 銀翎

C24 馬鞍山 vs 協友

為立 & 元朗鳳琴 休息
南聯, 屯門 & 力恒 休息

14:50

C25 為立 vs 尚青

C26 元朗鳳琴 vs 飛躍體育

C27 南聯 vs 力恒

C28 屯門 vs 馬鞍山

紅馬 & 群力 休息
藍田, 銀翎 & 協友 休息

15:40

C29 紅馬 vs 群力

C30 藍田 vs 力恒

C31 南聯 vs 協友

C32 屯門 vs 銀翎

16:30

C33 藍田 vs 協友

C34 馬鞍山 vs 銀翎

南聯, 屯門 & 力恒 休息

17:20

C35 南聯 vs 馬鞍山

C36 屯門 vs 力恒

藍田, 銀翎 & 協友 休息

為立, 元朗鳳琴, 休息
飛躍體育,尚青&馬鞍山 休息

A組: 18歲或以下組
1&3

2&4

5&7

6&8

18:10

A1 協友 vs 南聯

A2 尚青 vs 馬鞍山

A3 銀翎 vs 飛躍體育

A4 屯門 vs 元朗鳳琴

群力 休息
藍田 休息

19:00

A5 群力 vs 南聯

A6 協友 vs 馬鞍山

A7 藍田 vs 飛躍體育

A8 銀翎 vs 元朗鳳琴

尚青 休息
屯門 休息

19:50

A9 尚青 vs 南聯

A10 協友 vs 群力

A11 屯門 vs 飛躍體育

A12 銀翎 vs 藍田

馬鞍山 休息
元朗鳳琴 休息

20:40

A13 馬鞍山 vs 南聯

A14 尚青 vs 群力

A15 元朗鳳琴 vs 飛躍體育

A16 屯門 vs 藍田

協友 休息
銀翎 休息

21:30

A17 群力 vs 馬鞍山

A18 協友 vs 尚青

A19 藍田 vs 元朗鳳琴

A20 銀翎 vs 屯門

南聯 休息
飛躍體育 休息

以上比賽時間,場次&場區，會按當時比賽情況有所調整

2018/2019 球會盃青少年羽毛球隊際邀請賽-賽程表
日期: 16/12/2018 (日)

時間: 09:00-21:00

地點: 屏山天水圍體育館

A組: 18歲或以下組
B組: 15歲或以下組
C組: 12歲或以下組

B組: 15歲或以下組
1&3
9:30

2&4

遞交首輪賽事排陣表

5&7

6&8

遞交首輪賽事排陣表

9:50

B1 協友 vs 屯門

B2 元朗鳳琴 vs 馬鞍山

B3 銀翎 vs 尚青

B4 力恒 vs 藍田

群力 & 南聯 休息
紅馬 & 飛躍體育 休息

10:40

B5 群力 vs 南聯

B6 協友 vs 馬鞍山

B7 紅馬 vs 飛躍體育

B8 銀翎 vs 藍田

屯門 & 元朗鳳琴 休息
尚青 & 力恒 休息

11:30

B9 屯門 vs 群力

B10 元朗鳳琴 vs 南聯

B11 尚青 vs 紅馬

B12 力恒 vs 飛躍體育

12:20

B13協友 vs 元朗鳳琴

B14 屯門 vs 馬鞍山

B15 銀翎 vs 力恒

B16 尚青 vs 藍田

群力 & 南聯 休息
紅馬 & 飛躍體育 休息

13:10

B17 協友 vs 群力

B18 馬鞍山 vs 南聯

B19 銀翎 vs 紅馬

B20 藍田 vs 飛躍體育

屯門 & 元朗鳳琴 休息
尚青 & 力恒 休息

14:00

B21 屯門 vs 南聯

B22 元朗鳳琴 vs 群力

B23 尚青 vs 飛躍體育

B24 力恒 vs 紅馬

協友 & 馬鞍山 休息
銀翎 & 藍田 休息

14:50

B25 協友 vs 南聯

B26 馬鞍山 vs 群力

B27 銀翎 vs 飛躍體育

B28 藍田 vs 紅馬

屯門 & 元朗鳳琴 休息
尚青 & 力恒 休息

15:40

B29 屯門 vs 元朗鳳琴

協友, 馬鞍山, 群力 & 南聯 休息
銀翎, 藍田, 紅馬 & 飛躍體育 休息

B30 尚青 vs 力恒

C37 C組: 為立 vs 協友

C38 C組: 飛躍體育 vs 銀翎

A21 A組: 協友 vs 元朗鳳琴

A22 A組: 南聯 vs 銀翎

B31 B組: 上線首名 vs 下線次名

B32 B組: 上線次名 vs 下線首名

16:30

17:20
18:10

C40 C組決賽

C39 C組季軍賽

19:00

B34 B組決賽

B33 B組季軍賽

20:00

A24 A組決賽

頒獎禮

以上比賽時間,場次&場區，會按當時比賽情況有所調整

協友 & 馬鞍山 休息
銀翎 & 藍田 休息

A23 A組季軍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