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 at: 2018-10-30

女子初級組

1A 葉轉 WTSDRSC-archery club M5715 教練: Tse Pui Kwan (M1498)

1B 李諾瑤 東區動力射箭會 M6935S 教練: 盧偉燦 (M1521)

2A 李樂琳 / M7130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2B 陳穎琪 北區會 M6271S

3A 王綺華 柴灣 M5835 教練: 梅鈞成 (M2572E)

3B 林麗珊 港島會 M5494

4A 黃曉琳 東區動力射箭會 M7347S 教練: 盧偉燦 (M1521)

4B 林加慧 / M7131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4C 黃嘉麗 金信 M7304 教練: Rocky Yip (M1894)

男子初級組

5A / /

5B 黃慶雲 消防會 M6941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5C 陳俊華 EFAC M7047S 教練: 盧偉燦 (M1521)

6A 郭志興 星箭會 M4735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6B 鄭振華 消防會 M5364

7A 梁智匯 PUAC M5289 教練: 梅鈞成 (M2572E)

7B 畢倬維 星箭會 M6848S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8A 黃鉅傑 EFAC M7046S 教練: 盧偉燦 (M1521)

8B 鄭萃希 消防會 M6526S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8C 羅伊航 SAP M7051S 教練: 馬再創 (M0929D)

9A / / / /

9B 陳新源 FSAS M6940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9C 鄧樂鳴 東區動力射箭會 M7391S 教練: 盧偉燦 (M1521)



女子新秀組

10A 范詠晴 童軍 教練: 鄧佩瑤 (M3845)

10B / / /

10C 蘇詠然 港島射箭會 教練: Wong Shu Tak (M3500)

11A 周詠琴 消防會 M6942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11B 楊靖珩 港島射箭會 教練: Wong Shu Tak (M3500)

11C 林影儀 / /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12A 李晶晶 教練: 馬再創 (M0929D)

12B 紀嘉麗 港島射箭會 教練: Wong Shu Tak (M3500)

12C 陳美霖 港島灣仔61旅 M6799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3A 許燁晴 童軍 教練: 鄧佩瑤 (M3845)

13B 陳希敏 箭藝社 M7286 教練: 梁自強 (M3032)

13C 林榆婷 童軍港島61旅 M7219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男子新秀組

14A 霍啟鎬 /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14B 安嘉曦 / / 教練: 盧偉燦 (M1521)

15A 何旻昊 / / 教練: 盧偉燦 (M1521)

15B 伍子俊 教練: 馬再創 (M0929D)

15C 周永雄 18旅 M6891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6A 陳源希 / / 教練: 盧偉燦 (M1521)

16B 何昱文 港島灣仔18旅 M7350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6C 梁浩光 SAP M7086S 教練: 馬再創 (M0929D)

17A 梁博揚 M5810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7B 李尚智 黃大仙 教練: Tse Pui Kwan (M1498)

18A 關駿諺 / / 教練: 盧偉燦 (M1521)

18B 陳啟聰 港島灣仔61旅 M6800S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8C 潘浩志 港島會 教練: 林兆棠 (M0278)

19A 余偉基 童軍會 M4631E 教練: 陳焯新 (M3624)

19B 葉韋霆 / /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as at: 2018-10-30.

男子高級組

1A 許錫堅 港島會 M0907E 教練: 陳金城 (M0290)

1B 文金星 沙專會 M6107S 教練: 鄧佩瑤 (M3845)

1C 陳民禮 獅子山會 M3904 教練: 梁慶強 (M1520)

2A 王文東 港島射箭會 M1103 教練: 林兆棠 (M0278)

2B 梁焯然 北區會 M4972S

2C 黃瑋傑 沙專會 M6044S

3A 馮永楷 港島會 M4398

3B 胡錦華 屯門箭藝會TMAC M0891 /

3C 徐健強 CWAC M5117 教練: 梅鈞成 (M2572E)

4A 鄭瑋釗 港島東射箭會 M5513S 教練: Tam Kin Ming (M0257)

4B 江成光 北區會 M3826

4C 吳錦康 港島會 M5985 教練: 林兆棠 (M0278)

5A 林兆棠 港島會 M0278

5B 孫海清 九龍會 M5639 教練: 陳國新 (M1143)

5C 張心騫 北區會 M6357S

6A 黃政鵬 PAC M6425 教練: 陳孔琼 (M1426)

6B 徐駿文 北區會 M2216

女子高級組

7A 梁樂堯 真光會 M5735S 教練: 蒲彥蓁 (M2323)

7B 陳慧茵 PAC M6305 教練: 陳孔琼 (M1426)

7C 蘇雪鈴 屯門箭藝會TMAC M2410 教練: Wu Kam Wah (M0891)

8A 潘昭宜 PUAC M4722 教練: 梅鈞成 (M2572E)

8B 鄧佩瑤 北區會 M3845

8C 張可怡 致勝 M6548 教練: 陳孔琼 (M1426)

9A 余曉彤 致勝 M6547 教練: 陳孔琼 (M1426)

9B 林淑貞 港島會 M5408 教練: 林兆棠 (M0278)

9C 陳彥蓁 真光會 M5967S 教練: 蒲彥蓁 (M2323)

10A 李倩綾 真光會 M5397S 教練: 蒲彥蓁 (M2323)

10B 鄧淑穎 東青會 M6426S 教練: 陳珏芸 (M0447)



男子中級組

11A 陳家良 理大會 M5859

11B 羅漢榮 黃大仙會 M5446 教練: Tse Pui Kwan (M1498)

11C 詹偉光 獅子山射箭會 M4528 教練: 馮麗珠 (M2881)

12A 梁傲喬 博雅箭會 M6418S 教練: 陳振昇 (M2953)

12B 吳祥輝 北區會 M7122E

12C 趙國偉 沙田會 M6146

13A 余復興 沙田會 M5582 教練: 梁慶強 (M1520)

13B 岑國濂 港島會 M6923 教練: 何兆棠 (M0278)

13C 吳志聰 童軍會 M5332

14A 鍾鳴 沙田會 M5684E 教練: 何勁國 (M0847E)

14B / / /

14C 呂壯勝 卓山會 M4281 教練: 李炳 (M0962)

15A 姚柏東 理大會 M6023S

15B 黃浩明 西北會 M6599

15C 傅國榮 荃葵射箭會 M1654

16A 邱志輝 GTAC M6565 教練: 葉沛霖 (M1894)

16B 曾樂民 / M6244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16C 何達明 港島會 M6349E /

17A 黃兆榮 童軍會 M4143 教練: 張健卿 (M3564)

17B 列家榮 FSAS M6399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17C 楊榮光 金信會 M5189E 教練: 葉沛霖 (M1894)

18A 張國斌 GTAC M5638 教練: 葉沛霖 (M1894)

18B 何志豪 CWAC M3939 教練: 梅鈞成 (M2572E)

18C 李泰 北區會 M0901E

19A 古岐興 金信 M6563 教練: 葉沛霖 (M1894)

19B 梁惠林 消防 M6264E

19C 梁卓峰 致勝 M7015 教練: 陳孔琼 (M1426)

20A 劉國昌 港島會 M5409 教練: 林兆棠 (M0278)

20B 王焯然 沙專會 M6113

20C 鍾家曦 / M6685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21A 董健誼 荃葵會 M4475 教練: 鄭偉倫 (M3549E)

21B 曾偉鵬 GTAC M6916 教練: 葉沛霖 (M1894)

21C 章秉耕 港島會 M4926

22C 吳偉麟 GTAC M7305 教練: 葉沛霖 (M1894)

23C 鄧家寶 PRO M6817S 教練: 李嘉威 (M0741)

女子中級組

22A 鄧穎君 荃葵射箭會 M1653

22B 張詠詩 / M6981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23A 簡雪花 / M6982S 教練: Ng Kwok Wing (M2488E)

23B 張雋欣 / M7207S 教練: 沈潔蓓 (M0185)



第三十六屆南區射箭比賽

隊名: 北區世界第一隊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鄧佩瑤 TANG PUI YIU F M3845 北區會

隊員 江成光 KWONG SING KWONG, THOMAS M M3836 北區會

隊員 徐駿文 Chui Chun Man M M2216 北區會

隊名： Thank You Tom Chan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張可欣 CHEUNG HO YEE F M6548 致勝

隊員 余曉彤 YEE HIU TUNG F M6547 致勝

隊員 梁卓峰 LEUNG CHEUK FUNG FRANKIE M M7015 致勝

隊名： 港島會A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林淑貞 LAM SHUK CHING ADA F M5408 港島會

隊員 吳錦康 NG KAM HONG M M5985 港島會

隊員 林兆棠 LAM SIU TONG M M0278 港島會

隊名： 俾黑人問號砸親個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陳彥蓁 CHAN YIN TSUN F M5967S 真光會

隊員 梁樂堯 LEUNG LOK YIU F M5735S 真光會

隊員 李倩綾 LI SIN LING F M5397S 真光會

隊名：港島會B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劉國昌 LEUNG KWOK CHEONG M M5409 港島會

隊員 馮永楷 FUNG WING KAI DANNIS M M4398 港島會

隊員 許錫堅 HUI SHEK KIN M M0907E 港島會

隊名：沙專會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總會射手註冊編號 屬會

隊長 文金星 MAN KAM SING M M6107S 沙專會

隊員 黃瑋傑 WONG WAI KIT RICKY M M6044S 沙專會

隊員 王焯然 WONG CHEUK YIN M M6113S 沙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