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1 黃惠柏 M7100S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1 梁自強 1 劉湘琪 臨時 香港教育大學 1998 鄧佩瑤

2 張俊禧 M7103S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0 梁自強 2 丘曉欣 M7227S 青年學院(邱子文) 2001 張嘉良

3 莊君澤 臨時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1 梁自強 3 李靈靈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0 張嘉良

4 鄧進謙 臨時 元朗體育會 1999 何倩文 4 何宇萱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0 張嘉良

5 賴國輝 臨時 北區射藝會 1998 鄧佩瑤 5 陳慧欣 臨時 香港教育大學 1999 鄧佩瑤

6 林梓朗 臨時 北區射藝會 1999 鄧佩瑤 6 李倫琳 臨時 九龍真光中學 2000 馬再創

7 鄭旭洋 臨時 香港教育大學 1998 鄧佩瑤 7 楊詠淋 臨時 九龍真光中學 2001 馬再創

8 王傑 臨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2001 鄧佩瑤

9 陳志聰 臨時 廠商會中學 2001 葉海蓮

10 譚皓文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1 鄧佩瑤

11 連勇源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1999 鄧佩瑤

12 陳德越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1998 鄧佩瑤

13 藍浩霆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2000 鄧佩瑤

14 吳子軒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2000 鄧佩瑤

15 吳家樂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1998 鄧佩瑤

16 黃鍚年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2000 鄧佩瑤

17 劉志城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2000 鄧佩瑤

18 梁焌樂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2000 鄧佩瑤

19 黃境堯 臨時 香港建造學院 1998 鄧佩瑤

20 尹潤平 M7329S 箭藝社 2001 梁自強

21 陳啟冲 臨時 箭藝社 2000 梁自強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1 陳迪謙 臨時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3 鄧佩瑤 1 鄧穎琳 臨時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3 鄧佩瑤

2 李峻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2 江成光 2 李梓瑜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3 何倩文

3 李承錕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3 江成光 3 張佩儀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3 何倩文

4 關語行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2 江成光 4 李彥霖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2 張嘉良

5 楊展樂 臨時 柴灣射箭會 2003 梅鈞成 5 鍾詠英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2 鄧佩瑤

6 黃天佑 臨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2002 鄧佩瑤 6 吳鑫棋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3 鄧佩瑤

7 林俊熙 臨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2002 鄧佩瑤

8 鄧承謙 臨時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2002 鄧佩瑤

9 劉永信 臨時 廠商會中學 2003 葉海蓮

10 張楨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3 張嘉良

11 鍾燁雄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2 張嘉良

12 黎博行 臨時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02 溫梓傑

13 黃俊熙 臨時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02 溫梓傑

14 張迦皓 臨時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2002 莫雲開

15 陳卓謙 臨時 天主教培聖中學 2003 徐駿文

16 李愷文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3 麥智恆

17 黃家興 臨時 箭藝社 2003 梁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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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1 陸霆安 臨時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5 鄧佩瑤 1 范詠晴 臨時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5 鄧佩瑤

2 招亮節 Ｍ6779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2 許燁晴 臨時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5 鄧佩瑤

3 陳啟熹 M6820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3 鍾忻寧 M6725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4 陳諾謙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4 郭伊翹 M7125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5 李禮樂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5 林潤筠 M7128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6 劉子健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5 江成光 6 姜希怡 M7127S 柴灣射箭會 2005 梅鈞成

7 鍾恩成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5 江成光 7 尹明心 M7150S 柴灣射箭會 2005 梅鈞成

8 蔡啟源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5 江成光 8 譚浩程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9 王運鵬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徐駿文 9 羅芷澄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5 朱曼晴

10 周凱謙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徐駿文 10 梁佑思 M7214S 真光箭藝會 2004 朱曼晴

11 文馭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徐駿文 11 梁玥 臨時 滙基書院（東九龍） 2004 江成光

12 Vincent Fornoff G7340S 柴灣射箭會 2004 梅鈞成 12 陳穎君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13 伍皓鵬 臨時 廠商會中學 2004 葉海蓮 13 黃卓映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5 何倩文

14 韋鉻鋮 臨時 廠商會中學 2004 葉海蓮 14 何圓莊 M7251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4 李淑筠

15 熊振華 臨時 廠商會中學 2004 葉海蓮 15 劉雅琪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16 林祐聰 臨時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05 溫梓杰 16 賴穎瑜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17 李國銘 M6556S 胡兆熾會 2004 梁慶強 17 蘇海嵐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18 麥燊榮 M7156S 胡兆熾會 2004 梁慶強 18 譚甄珠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19 杜兆立 M7157S 胡兆熾會 2004 梁慶強 19 張雅塋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4 蘇尹翎

20 司徒穎斌 臨時 胡兆熾會 2005 梁慶強 20 梁愛霖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5 蘇尹翎

21 李懷恩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5 張嘉良 21 梁愷昕 臨時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04 溫梓杰

22 梁家聰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5 余紹豐 22 賴倩儀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5 鄧佩瑤

23 吳童 臨時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4 梁自強 23 楊凱婷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5 麥智恆

24 謝偉港 臨時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4 梁自強 24 周煦晴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5 麥智恆

25 卓浩鋒 臨時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5 梁自強 25 馮焯君 臨時 創知中學 2004 張嘉良

26 林俊圻 臨時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2005 梁自強 26 周詠霖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4 麥智恆

27 魯一嗚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5 莫雲開 27 葉栩彤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5 麥智恆

28 吳焯然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28 周曉晴 M7259S 真光箭藝會 2004 朱曼晴

29 黃啟燁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5 鄧佩瑤

30 張俊軒 臨時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2004 鄧佩瑤

31 楊卓琛 M6905S 博雅箭會 2007 麥智恆

32 陳朗翹 臨時 博雅箭會 2007 麥智恆

33 黃靖熙 臨時 博雅箭會 2005 麥智恆

34 羅智聰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5 麥智恆

35 李浩軒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5 麥智恆

36 張偉良 臨時 金信會 2005 葉沛霖

37 鄧焯軒 臨時 創知中學 2005 張嘉良

38 梁昊暉 臨時 創知中學 2004 張嘉良

39 李韋鞍 臨時 創知中學 2005 張嘉良

40 陳柏熙 臨時 創知中學 2005 張嘉良

41 許烈誠 臨時 創知中學 2004 張嘉良

42 林朗賢 臨時 箭藝社 2005 梁自強

43 陳珞文 M7250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4 徐駿文

男子丙組 女子丙組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學校 出生年份 教練

1 張啟堯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6 何倩文 1 陳幾兒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7 鄧佩瑤

2 雷奕霖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10 鄧佩瑤 2 翁頌怡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11 鄧佩瑤

3 鄭溱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9 鄧佩瑤 3 劉悅兒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9 鄧佩瑤

4 翁頌浩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12 鄧佩瑤 4 植宇晴 臨時 元朗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5 宋帕熺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8 鄧佩瑤 5 楊樂懿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6 朱曼晴

6 劉俊宏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10 莫雲開 6 楊洛遙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6 朱曼晴

7 張柏禧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6 莫雲開 7 鄧嘉晞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6 朱曼晴

8 劉駿傑 臨時 北區射藝會 2007 莫雲開 8 古嘉渝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6 朱曼晴

9 沈君翱 臨時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9 許心儀 臨時 真光箭藝會 2006 朱曼晴

10 陳泓戩 臨時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10 柏婉慈 臨時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2007 莫雲開

11 梁樂軒 臨時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11 張敏悅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李淑筠

12 陳柏希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徐駿文 12 唐瑞廷  M7326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13 林卓軒 臨時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徐駿文 13 Zoey Yong Cai Nee G7342S 柴灣射箭會 2006 梅鈞成

14 李子德 M6409S 柴灣射箭會 2009 梅鈞成 14 馬靜怡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15 李俊傑 M7114S 柴灣射箭會 2009 梅鈞成 15 蘇嘉慧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16 勞俊翔 G7397S 柴灣射箭會 2007 梅鈞成 16 庾靖童 臨時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17 Eric Li G7107S 柴灣射箭會 2010 梅鈞成 17 許芷晴 臨時 胡兆熾會 2006 梁慶強

18 Adi KASTRO G7341S 柴灣射箭會 2006 梅鈞成 18 楊晞珵 M6906S 博雅箭會 2007 麥智恆

19 蔡宗英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蘇尹翎 19 莊子淇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20 楊匡燿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蘇尹翎 20 曾麗塋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21 李樂天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蘇尹翎 21 葉佩琦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22 羅御宬 M7204S 童軍會 2006 鄺添祺 22 李富寶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23 李肖智 臨時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2007 謝培軍 23 陳雪瑩 臨時 獅子山射箭會 2007 周偉強

24 楊灝衡 臨時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6 張嘉良 24 黃穎瑤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25 郭營昌 臨時 農圃道官立小學 2008 莫雲開 25 梁天藍 臨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蘇尹翎

26 招慶然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27 梁凌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28 蔡凱斌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29 游永琰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0 朱信磊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1 馮栩生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2 梁溢謙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3 張可琳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4 梁昶譽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5 鄧海林 臨時 鳳溪第一中學 2006 余紹豐

36 方正行 臨時 箭藝社 2008 梁自強

37 楊卓衡 臨時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38 韓承希 臨時 箭藝社 2006 梁自強

39 陳穎東 臨時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40 黃江宏 M6845S 博雅箭會 2006 麥智恆

41 李嘉晉 臨時 博雅箭會 2007 麥智恆

42 黃靖衡 臨時 博雅箭會 2010 麥智恆

43 郭子杰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44 周天政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45 林冠熹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46 李景年 臨時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006 麥智恆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 教練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 教練

1 陳凱樑 臨時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1 鄧正文 臨時 北區射藝會 莫雲開

2 梁智熹 M3796E 荃葵會 / 2 陳希敏 Ｍ7286 箭藝社 梁自強

3 婁家銘 臨時 北區會 鄧佩瑤 3 林沚瑩 臨時 卓山會 李炳

4 陳建成 臨時 個人 鄧佩瑤 4 陳詩敏 臨時 個人 鄧佩瑤

5 徐子建 臨時 北區射藝會 鄧佩瑤 5 文穎嬅 臨時 個人 鄧佩瑤

6 嚴惠華 M7413 FSAS 梁自強 6 黃敏華 臨時 個人 鄧佩瑤

7 EARL JOHN PRUDENGADO 臨時 北區射藝會 鄧佩瑤 7 莊瑞儀 M7337 北區射藝會 莫雲開

8 陳國材 臨時 個人 鍾笑琼 8 胡偉珊 M7117 北區射藝會 莫雲開

9 朱啟聰 M7414 FSAS 梁自強 9 趙麗娟 臨時 元朗體育會 何倩文

姓名 射手號碼 屬會 原因

馮詠賢 M7254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己升初級組

鄧穎怡 M7181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己升初級組

易子羿 G7111S 柴灣射箭會 己升初級組

Steven Li G6414S 柴灣射箭會 己升初級組

王騫 鮮魚行學校 己升初級組

蘇浩煒 M6301S 柴灣射箭會 己升初級組

如有疑問請致電 6577 1705 鄧小姐

不獲參加名單

男子公開組 女子公開組

男子丁組 女子丁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