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中文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1 李尚智 臨時註冊 黃大仙 2007 謝培軍 1 吳泓藝 M7372 東九龍會 余漢華

2 鄭學松 臨時註冊 警察箭藝會 劉健基 2 李尚南 M7196S 德望會 2005 李嘉威

3 黃鉅鈞 臨時註冊 CCSC 2005 盧偉燦 3 李穎澄 M7177S 德望會 2005 李嘉威

4
安嘉曦 / O'Brien Conor

Kieran
臨時註冊 CCSC 2002 盧偉燦 4 余卓禧 M7088S 德望會 2005 李嘉威

5 許祐楠 臨時註冊 CCSC 2003 盧偉燦 5 吳子惠 臨時註冊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6 陳源希 臨時註冊 CCSC 2005 盧偉燦 6 趙祉慧 M7139S 德望會 2005 李嘉威

7 黎倬麟 臨時註冊 CCSC 2003 盧偉燦 7 吳靖文 臨時註冊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8 傅曙康 臨時註冊 CCSC 2003 盧偉燦 8 林姁柔 臨時註冊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9 陳兆逸 臨時註冊 香港教育大學 鄧佩瑤 9 楊洛遙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10 蔡亦霖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10 梁佑思 M7214S 真光會 2004 朱曼晴

11 周天政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6 麥智恆 11 許心儀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12 郭昱麟 M4476 金信會 葉沛霖 12 羅芷澄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5 朱曼晴

13 黎志坤 臨時註冊 童軍會 葉銘光 13 鄧嘉晞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14 潘向榮 M7050 東九龍會 余漢華 14 周曉晴 M7259S 真光會 2004 朱曼晴

15 林曉峰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15 古嘉渝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16 王南洋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16 王康晴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17 陳旲 M7442 九龍會 黃立浩 17 鄭惠芬 臨時註冊 黃大仙會 謝培軍

18 李愷文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3 麥智恆 18 黃晶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19 樊以謙 M7200S 童軍會 2009 鄺添祺 19 李詠妍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梁慶強

20 陳啟聰 M6800S 童軍會 2006 鄺添祺 20 葉翠萍 M7349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1 凌繼標 M6220S 青衣會 孔德偉 21 梁綽愉 臨時註冊 CCSC 2004 盧偉燦

22 陳建恒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22 田諾琳 臨時註冊 CCSC 2005 盧偉燦

23 樊展鵬 臨時註冊 童軍會 鄺添祺 23 黃靖雯 臨時註冊 CCSC 2004 盧偉燦

24 梁思朗 M5609 獅子會 周惠強 24 任佩雯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5 周永雄 M6891S 童軍會 2005 鄺添祺 25 何怡安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6 許浚奕 臨時註冊 金信會 2006 葉沛霖 26 莊子淇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6 麥智恆

27 譚永發 臨時註冊 東區動力 盧偉燦 27 李富寶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6 麥智恆

28 李卓睿 M5874 西北會 吳頌堅 28 周詠霖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4 麥智恆

29 徐紹基 M6914 消防會 鄭偉倫 29 楊凱婷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5 麥智恆

30 葛袓威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30 葉栩彤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5 麥智恆

31 甘凱鋒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31 周煦晴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5 麥智恆

32 湯正德 M7331 金信會 葉沛霖 32 葉佩琦 臨時註冊 譚伯羽會 2006 麥智恆

33 柳孝鈺 臨時註冊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33 張穎琳 臨時註冊 南島中學 2002 李嘉威

34 梁樂軒 臨時註冊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34 曾雯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35 陳彥博 M6837S 童軍會 2008 鄺添祺 35 鄧正文 臨時註冊 箭藝門 莫雲開

36 莊瑞儀 M7337 箭藝門 莫雲開

37 何昭文 M7218S 童軍會 2010 鄺添祺

38 陳美霖 M6799S 童軍會 2008 鄺添祺

39 柏婉慈 臨時註冊 箭藝門 2007 莫雲開

40 宋熹樺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梁慶強

41 楊芷晴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42 唐瑞廷 M7326S 博雅箭會 2010 練旖琦

43 梁嘉珮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44 阮詠儀 臨時註冊 童軍會 鄺添祺

45 霍玉貞 臨時註冊 東區動力 盧偉燦

46 曹善婷 M7403S 西貢區體育會 2004 沈潔蓓

47 陳雪瑩 M6542S 獅子山會 2007 周惠強

48 鄧芯潼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盧偉燦

49 張天逸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盧偉燦

50 許芷晴 臨時註冊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51 庾靖童 臨時註冊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52 鄭伊琳 M7083S 童軍會 2002 吳順興

53 胡偉珊 M7117 箭藝門 莫雲開

54 香文恩 M7138S 德望會 2005 李嘉威

55 馮麗蒨 臨時註冊 真光會 2006 朱曼晴

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1 楊匡燿 M7469S 心誠會 2006 蘇尹翎 1 林宇群 M6939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2 黃柏熙 M6108S 港大會 林兆棠 2 王曉慧 M71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 朱嘉諾 M7245 北區會 鄧佩瑤 3 林富雅 M6636 博雅箭會 陳振昇

4 何子鋒 M5673 港島東會 譚建明 4 馮慧利 M6582S 港大會 林兆棠

5 林國鑫 M6967 卓山會 李炳 5 王熙桐 M6857S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6 徐浩軒 M7021S 譚伯羽會 2004 麥智恆 6 林凱瀅 M6863S 德望會 2004 李嘉威

7 關敏康 M5173 傷協會 呂守正 7 許昊文 M6322S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8 蘇煒翔 M7460S 譚伯羽會 2005 麥智恆 8 蔡延慧 M6882S 德望會 2004 李嘉威

9 潘浩志 M7363 港島會 林兆棠 9 譚芷翹 M6787S 德望會 2004 李嘉威

10 盧志誠 M7069 荃葵會 陳志雄 10 梁慧敏 M7327 德望會 葉沛霖

11 羅偉基 M7348 博雅箭會 麥智恆 11 黃曉琳 M7347S 東區動力 2003 盧偉燦

12 梁智滙 M5289 理大會 沒有提供 12 李諾瑤 M6935S 東區動力 2002 盧偉燦

13 陳德明 M6326E 臨時註冊 盧偉燦 13 周樂旻 M7313S 北區會 鄧佩瑤

14 周智軒 M7338 箭藝門 莫雲開 14 王綺華 M5835 柴灣會 梅鈞成

15 鄧一正 M6885S 箭藝門 2007 莫雲開 15 陳明睿 M7020S 譚伯羽會 2004 麥智恆

16 梁博揚 M5810S 臨時註冊 2007 鄺添祺 16 陳穎琪 M6271S 北區會 沒有提供

17 何昱文 M7350S 童軍會 2004 鄺添祺 17 鄺惠愉 M6952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18 蘇國濤 M7308S 博雅箭會 2003 李嘉威 18 陳芷晴 M7199S 拔萃女書院 2004 沈潔蓓

19 蔡耀鏗 M6528 東九龍會 沒有提供 19 衛昭璇 M7381S 拔萃女書院 2005 沈潔蓓

20 黃玉寶 M7461 警察會 吳國榮 20 許惠敏 M7417 北區會 何倩文

21 黃曉燊 M7394S 譚伯羽會 2003 麥智恆 21 葉轉 M5715 黃大仙會 謝培軍

22
EARL JOHN

PRUDENCIADO LIZARDO
M7437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2 胡智恩 M7393S 譚伯羽會 2004 麥智恆

23 戴瑞康 M7376S 港大會 林兆棠 23 唐晞桐 M6500S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24 簡正堯 M7459S 譚伯羽會 麥智恆 24 李寶珩 M4605E 警察會 沒有提供

25 曾尚賢 M7462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5 郭嘉芝 M5877S 傷協會 沒有提供

26 鄧樂鳴 M7391S 東區動力 2002 盧偉燦 26 謝宛霖 M6833S 臨時註冊 2002 沒有提供

27 李緒明 M7474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27 古可莉 M6958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28 李宛霖 M7470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8 雷美蓓 M7158S 胡兆熾會 2005 梁慶強

29 黃靖熙 M7458S 博雅箭會 2005 麥智恆 29 梁熙雯 M6554S 胡兆熾會 2004 梁慶強

 

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姓名 會員編號 屬會/學校/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1 Koo Minjun M7307S 博雅箭會 2006 李嘉威 1 陳穎珩 M3757 中大會 楊安鍵

2 曹怡駿 M7448 金信會 沒有提供 2 秦美怡 M7065 港島會 楊蔓山

3 吳家豪 M7427 西北會 黃惠源 3 黃少英 M4691 警察會 劉健基

4 黃熾明 M5945 荃葵會 鄭偉倫 4 梁慇桐 M7198S 臨時註冊 2007 童展波

5 黃錦成 M5721E 警察會 吳國榮 5 徐頌昕 M2933 警察會 沈潔蓓

6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司徒嘉琪 M5307 北區會 鄧佩瑤

7 張浩然 M2883 東九龍會 沒有提供 7 藍詠怡 M4599 理大會 鄧金和

8 趙國偉 M6146 沙田會 沒有提供 8 陳寶華 M714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9 陳振雄 M5922 金信會 葉沛霖 9 余曉彤 M6547 致勝會 陳孔琼

10 胡重威 M5897 九龍會 鄧金和 10 葉少芳 M6314 港島會 楊蔓山

11 陳偉斌 M6100 沙田會 沒有提供 11 蔡佩盈 M6163S 心誠會 2003 陳健龍

12 尹子浠 M7447S 卓山會 2005 李炳 12 干嘉瑩 M4530 卓山會 李炳

13 梁浩偉 M7455 卓山會 李炳 13 楊少珍 M3792 西北會 沒有提供

14 李建邦 M3791 西北會 沒有提供

姓名 弓種 會員編號 屬會 教練姓名

1 黃子晴 反曲弓 M6893S 北區會 鄧敏儀

2 方敏森 反曲弓 M5244 博雅箭會 沒有提供

以下射手已於一月六日荃灣賽升中級組，請與康文署聯絡退款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黃大仙射箭比賽2018/19

2019年2月17日（星期日）

參加者名單

地點：牛池灣射箭場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