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4『SWISS-SURE』大專盃院校比賽成績一覽表 
2014 年 4 月 7 曰  

     名`次 

   院校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籃 球 
男 理大 港大 敎院 專敎院 城大 浸大 中大 嶺大 

女 中大 浸大 敎院 港大 理大 城大 專敎院 科大 

足  球 
男 理大 城大 敎院 專敎院 港大 中大 浸大 科大 

女 中大 城大 浸大 專敎院 敎院 港大 科大 ／ 

排 球 
男 中大 城大 理大 港大 浸大 敎院 專敎院 樹仁 

女 城大 理大 港大 浸大 專敎院 敎院 中大 嶺大 

羽毛球 
男 城大 港大 中大 理大 浸大 嶺大 專敎院 敎院 

女 中大 港大 城大 理大 浸大 敎院 專敎院 科大 

乒乓球 
男 中大 港大 理大 專敎院 城大 浸大 科大 嶺大 

女 中大 城大 理大 港大 浸大 專敎院 敎院 珠海 

網 球 
男 城大 理大 港大 中大 浸大 敎院 專敎院 科大 

女 理大 城大 浸大 科大 港大 專敎院 中大 敎院 

壁 球 
男 城大 理大 港大 中大 科大 浸大 敎院 專敎院 

女 理大 城大 中大 港大 浸大 專敎院 敎院 科大 

手  球 
男 理大 城大 港大 敎院 中大 浸大 專敎院 嶺大 

女 城大 理大 中大 敎院 專敎院 港大 浸大 嶺大 

欖  球 
男 科大 浸大 中大 城大 港大 敎院 理大 嶺大 

女 中大 理大 城大 敎院 浸大 港大 專敎院 科大 

活木球 

男 中大 城大 浸大 理大 敎院 專敎院 嶺大 珠海 

女 中大 城大 理大 浸大 敎院 嶺大 珠海 專敎院 

團體 中大 城大 浸大      

劍  擊 

男 城大 港大 理大 專敎院 浸大 嶺大 中大 敎院 

女 浸大 理大 港大 中大 城大 專敎院 敎院 嶺大 

團體         

跆拳道 

男 理大 城大 專敎院 中大 浸大 敎院 港大 科大 

女 理大 城大 專敎院 浸大 港大 嶺大 中大 科大 

團體         

空手道 

男 理大 城大 港大 浸大 嶺大 專敎院 中大 敎院 

女 城大 港大 理大 嶺大 浸大 珠海 專敎院 敎院 

團體 城大 港大 理大      

陸運會 

男 城大 敎院 港大 理大 專敎院 浸大\中大 ／ 科大 

女 城大 港大 中大 理大 敎院 浸大 嶺大 專敎院 

團體 城大 港大 中大      

水運會 

男   港大 理大 城大 中大 浸大 科大 敎院 
嶺大／專敎

院 

女 理大 城大 中大 港大 浸大 科大 敎院 專敎院 

團體 理大 城大 港大      

越野賽 

男 浸大 城大 理大 中大 港大 敎院 專敎院 科大 

女 城大 浸大 港大 中大 理大 敎院 科大 嶺大 

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