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09:00 - 09:20 男子小學組8強附加賽 (1) 0 vs 1 0 vs 3

09:25 - 09:45 男子小學組8強 (1) 2 vs 3 0 vs 3

09:50 - 10:10 男子小學組8強 (3) 2 vs 0 0 vs 1

10:15 - 10:35 男子中學組8強 (1) 0 (0) vs (1) 0 3 vs 0

10:40 - 11:00 男子中學組8強 (3) 1(1) vs (0) 1 0 (1) vs (0) 0

11:05 - 11:25 男子小學組4強 (1) 0 vs 4 0 vs 2

11:30 - 11:50 女子小學組4強(1) 0 (2) vs (1) 0 1 vs 0

11:55 - 12:15 男子中學組4強 (1) 3 vs 1 1 (2) vs 1 (1)

12:20 - 12:40 男子小學組季軍戰 0 vs 7 0  (0) vs (1) 0

12:45 - 13:05 男子中學組季軍戰 1 vs 3 1 (1) vs 1 (0)

13:10 - 13:30 男子中學組冠軍戰 0 (2) vs (3) 0 2 vs 1

13:35

天主教佑華小學 棄權

備註:

         - 複賽至決賽採單淘汰制比賽，全場比賽20分鐘，不設停錶制度及半場休息。若賽和則以互射點球方式(突然死亡制)決定勝負。

         - 賽事設冠、亞、季及殿軍。

         - 參賽球隊需於比賽時間30分鐘前向大會工作人員報到，逾時未到齊者，全隊作自動棄權論。若球隊經大會工作人員召集5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出場球員，作自動棄權論。

         - 學校必須安排最少一位年滿18歲的帶隊老師或監護人到場協助學生報到及進行賽事。 

         - 所有球員不得穿戴有框眼鏡及必須穿著合適的平底運動鞋、球襪及護脛作賽。而球襪必須完全覆蓋護脛。 

         -比賽開始後，未曾於報到處報到之球員不得進入球場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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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 外展教練計劃 5人足球比賽(下學期) - 決賽賽程

決賽日

日期:27/5/2017

地點:康寧道遊樂場

天主教佑華小學 (A1)

培僑小學 (B1)

黃埔宣道小學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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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小學組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D2)

黃埔宣道小學 (C1)

李惠利中學 (C1)

粉嶺官立小學 (E1)

五邑鄒振猷學校 (B2)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C2)

余振強紀念中學 (G1)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F1) 男子中學組8強 (2)

培僑小學 (B1) 靈光小學 (E2) 男子小學組8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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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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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光小學 (E2) 黃埔宣道小學 (C1) 女子小學組季軍戰 培僑小學 (B2)

男子中學組4強 (2) 李惠利中學 (C1)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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