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別 編號 屬會

精英/
大師/
認可

年齡 弓種 組別 教練

黎德輝 男 M0226D 獅子山 大師 反曲

何永根 男 M0794E 東九 大師 反曲

鄧培生 男 M1131E 羿曦 大師 反曲

龐志明 男 M5704E 個人 大師 反曲

黃錦成 男 M5721E 警察 大師 反曲

陳德明 男 M6326E 東區動力 大師 反曲

蔡潔紅 女 M5190 東區動力 大師 複合

劉小光 男 G3415 星箭 大師 複合

陸錦波 男 M0232E 沙田 大師 複合

廖正中 男 M2928E 卓山 大師 複合

鄭偉倫 男 M3549E 星箭 大師 複合

梁乃佳 男 M3602E 西北 大師 複合

陳雪瑩 女 M6542S 獅子山 青苗 反曲

陳敏希 女 臨時註冊 個人 青苗 反曲

陳敏嬅 女 臨時註冊 個人 青苗 反曲

梁希澤 男 M7515S 東九 青苗 反曲

方正行 男 M7589S 童軍 青苗 反曲

陳穎東 男 M7614S 箭藝 青苗 反曲

楊卓衡 男 M7619S 箭藝 青苗 反曲

馮梓翹 男 M7622S 箭藝 青苗 反曲

何慕天 男 M7722S 黃大仙 青苗 反曲

陳敏嘉 女 M7501S 消防 青苗 複合

陳敏熹 女 M7520S 消防 青苗 複合

林卓言 男 M6586S 星箭 青苗 複合

林卓康 男 M6587S 星箭 青苗 複合

林國衡 男 M7141S 星箭 青苗 複合

王騫 男 臨時註冊 青苗 複合

劉健儀 女 M4943 港島 精英 反曲

黃立浩 男 M0125 九龍 精英 反曲

陳金成 男 M0290 星箭 精英 反曲

劉的名 男 M4920E 金信 精英 反曲

徐健強 男 M5117 柴灣 精英 反曲

孫海清 男 M5639 九龍 精英 反曲

沈潔蓓 女 M0185 警察 精英 複合

葉少芳 女 M6314 港島 精英 複合

徐偉雄 男 M0171 警察 精英 複合

趙啟途 男 M0193 北區 精英 複合

馮德成 男 M2201E 獅子山 精英 複合

馮永楷 男 M4398 港島 精英 複合

柳美欽 男 M4454 警察 精英 複合

曹怡俊 男 M7448 金信 精英 複合

符詠琳 女 M6573S 童軍 反曲 中級 蒲彥蓁M2323
何靜韻 女 M6961S 北區 反曲 中級 周振鴻M2125

1) 多謝各位支持，但由於牛池灣場靶位有限，而報名者眾，未能全部接受參賽，謹此致歉。

2) 比賽當日的賽程表及排靶表將於十月十七日前上載，敬希留意。

3) 未獲抽中的射手的支票不會過數。



潘綺彤 女 M7263 金信 反曲 中級 溫浚杰M4099
許惠敏 女 M7417 個人 反曲 中級 何倩文M2189
李浩文 男 M2961 金信 反曲 中級 葉沛霖M1894
林文水 男 M3053 星箭 反曲 中級 鄭偉倫M3549E
李梓峰 男 M4325S 星箭 反曲 中級 鄭偉倫M3549E
余復興 男 M5582 沙田 反曲 中級 梁慶強M1520
蘇迎見 男 M6115 卓山 反曲 中級 李炳M0692
楊思浩 男 M6354 箭藝 反曲 中級 梁自強M3032
列家榮 男 M6399 消防 反曲 中級 鄭偉倫M3549E
黃浩明 男 M6599 西北 反曲 中級

李善同 男 M6808S 個人 反曲 中級 鄧佩瑤M3845
方金雄 男 M6877 箭藝 反曲 中級 梁自強M3032
岑國濂 男 M6923 港島 反曲 中級 林兆棠M0278
陳新源 男 M6940 消防 反曲 中級 鄭偉倫M3549E
盧志誠 男 M7069 荃葵 反曲 中級

楊家舜 男 M7371 金信 反曲 中級 溫浚杰M4099
黃文浩 男 M7375S 港大 反曲 中級 林兆棠M0278
李緒明 男 M7474 集英 反曲 中級 梁慶強M1520
葉轉 女 M5715 黃大仙 反曲 初級 謝培軍M1498

蔡姵珊 女 M6642S 黃鳳翎 反曲 初級 鄭小愛M0167
鍾晴 女 M7166S 東青 反曲 初級 陳珏芸M0447

何圓莊 女 M7251S 北區 反曲 初級

羅諾瑤 女 M7256S 北區 反曲 初級

文穎嬅 女 M7471S 北區 反曲 初級 鄧佩瑤M3845
何健楓 女 M7503 童軍 反曲 初級

賴穎瑜 女 M7638S 北區 反曲 初級

李詠妍 女 M7804 博雅 反曲 初級

馮劍英 男 M0626 星箭 反曲 初級 鄭偉倫M3549E
郭志興 男 M4735 星箭 反曲 初級 鄭偉倫M3549E
麥耀祥 男 M6331 卓山 反曲 初級 李炳M0962
陳遴兆 男 M7077S 童軍 反曲 初級 葉銘光M0161
梁景豪 男 M7244S 北區 反曲 初級

錢傲生 男 M7248S 北區 反曲 初級

馮詠賢 男 M7254S 北區 反曲 初級

田振庭 男 M7255S 北區 反曲 初級

陳智軒 男 M7287S 北區 反曲 初級

陳彥均 男 M7321S 東青 反曲 初級 陳珏芸M0447
盧俊安 男 M7644S 北區 反曲 初級

陳嘉汶 女 M4975 九龍 反曲 高級

潘煒晴 女 M5533S 東青 反曲 高級 陳珏芸M0447
陳美琪 女 M6549 星箭 反曲 高級 鄭偉倫M3549E
李天琳 女 M6571 金信 反曲 高級

張蒴 女 M6953 沙田 反曲 高級 李小榮M0230
陳桂強 男 M2307 九龍 反曲 高級

梁自強 男 M3032 箭藝 反曲 高級 陳金成M0290
馬興健 男 M3298 港大 反曲 高級 林兆棠M0278
黃健生 男 M3669 東九 反曲 高級 譚健明M0257
黎德暉 男 M4927 星箭 反曲 高級 鄭偉倫M3549E
鄭瑋釗 男 M5513S 港東 反曲 高級 譚健明M0257
林煒澤 男 M5934 東九 反曲 高級

武磊 男 M6071 沙田 反曲 高級 李小榮M0230
湯迦立 男 M6102S 東青 反曲 高級 陳珏芸M0447
陸文華 男 M6463 星箭 反曲 高級 鄭偉倫M3549E



洪志樂 男 M7328S 港大 反曲 高級 林兆棠M0278
林沚瑩 女 M3836 卓山 反曲 新秀 李炳M0962
陳希敏 女 M7286 箭藝 反曲 新秀 梁自強M3032
吳嘉倩 女 M7505 東區動力 反曲 新秀 盧偉燦M1521
黃子蓉 女 M7689S 黃鳳翎 反曲 新秀 鄭小愛M0167
張緒芳 女 M7690S 黃鳳翎 反曲 新秀 鄭小愛M0167
張曉彤 女 M7778 九龍 反曲 新秀 黃立浩M0125
曾穎賢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鄭小愛M0167
李倩瑤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陳珏芸M0447
陳可晴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陳珏芸M0447
鄧穎琳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鄧佩瑤M3845
黃敏華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鄧佩瑤M3845
譚甄珠 女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林悅晴 女 臨時註冊 東青 反曲 新秀 陳珏芸M0447
蔡輝 男 M0067E 東九 反曲 新秀 余漢華M0017

徐紹基 男 M6914 消防 反曲 新秀 鄭偉倫M3549E
潘向榮 男 M7050 東九 反曲 新秀 余漢華M0017
敖君樂 男 M7514 東九 反曲 新秀 余漢華M0017
黃俊義 男 M7617S 箭藝 反曲 新秀 梁自強M3032
蔣日僖 男 M7735S 培正 反曲 新秀 陳珏芸M0447
鄭嘉駒 男 M7761 東區動力 反曲 新秀 盧偉傑M1521
彭偉康 男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徐斌鈺M5635
謝朗 男 臨時註冊 反曲 新秀 陳珏芸M0447

李樹楷 男 臨時註冊 金信 反曲 新秀 葉沛霖M1894
黃君傑 男 臨時註冊 金信 反曲 新秀 徐斌鈺M5635
鄭小愛 女 M0167 傷協 複合 中級

李鳳湘 女 M0495 東九 複合 中級

張健卿 女 M3564 童軍 複合 中級

王敏樺 女 M4733S 星箭 複合 中級 鄭偉倫M3549E
周振鴻 男 M2125 北區 複合 中級

陳禮民 男 M3904 獅子山 複合 中級

呂壯勝 男 M4281 卓山 複合 中級 林沚瑩M3836
楊志峰 男 M4803 星箭 複合 中級 鄭偉倫M3549E
鄭振華 男 M5328 消防 複合 中級 鄭偉倫M3549E
黃熾明 男 M5945E 荃葵 複合 中級 鄭偉倫M3549E
梁惠林 男 M6264E 消防 複合 中級 鄭偉倫M3549E
鄭科踰 男 M6456 卓山 複合 中級

林笑微 女 M6589 消防 複合 初級 鄭偉倫M3549E
戴尚瑤 女 M7443S 東青 複合 初級

林芯嵐 女 M7716S 個人 複合 初級 童展波M1435
彭景賢 男 M0172 警察 複合 初級

張浩然 男 M2883 東九 複合 初級

陳晉培 男 M6352S 東青 複合 初級 陳珏芸M0447
葉嘉傑 男 M6769 西北 複合 初級

源俊廷 男 M7346S 聖保羅 複合 初級 張家俊M3026
胡健銘 男 M7781 北區 複合 初級 黃玉嫦M4960
鄭鴻婷 女 M3958 致勝 複合 高級

洪芬妮 女 M4945 警察 複合 高級 陳金成M0290
黃玉嫦 女 M4960 沙田 複合 高級

李昀怡 女 M4986 星箭 複合 高級 鄭偉倫M3549E
童嘉慧 女 M5745S 沙田 複合 高級 童展波M1435
林靜嵐 女 M6140S 東青 複合 高級 陳珏芸M0447
陳慧茵 女 M6305 警察 複合 高級 陳孔琼M1426



蘇秀英 女 M6421 沙田 複合 高級 童展波M1435
張藝瓊 女 M6936S 東青 複合 高級 陳珏芸M0447
郭振熙 男 M3062 青衣 複合 高級

狄裔瑾 男 M4961 沙田 複合 高級

黃溢塱 男 M5317S 星箭 複合 高級 鄭偉倫M3549E
梁鈞祺 男 M6056S 北區 複合 高級 鄧敏儀M0734E
黃政鵬 男 M6425 警察 複合 高級 陳孔琼M1426
陳智康 男 M7325 北區 複合 高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