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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名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鄧偉舜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何倩文 1 黎月荃 M8357 九龍會 黃立浩

2 蒙立言 臨時註冊 北區會 鄧顯立 2 楊慧珊 M8230 個人 劉衛健

3 葉子恆 臨時註冊 北區會 莫雲開 3 李汶靖 臨時註冊 Potentia 莫匡堯

4 陸仕祺 臨時註冊 全能會 吳家柱 4 劉梓欣 臨時註冊 Potentia 莫匡堯

5 吳朗日 M8300S 個人 2007 劉嘉昆

6 梁林輝 臨時註冊 個人 何仁傑

7 譚偉駿 臨時註冊 個人 劉衛健

8 梁智熹 M3796E 荃葵會

9 歐立成 M8583 獅子山會 周惠強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丘慶霖 M8288S 元朗區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1 何圓莊 M7251S 北區會 2004 李淑筠

2 梁景豪 M7244S 北區會 2005 李淑筠 2 劉雅琳 M7637S 北區會 2005 李淑筠

3 田振庭 M7255S 北區會 2005 李淑筠 3 賴穎瑜 M7638S 北區會 2005 李淑筠

4 吳柏澔 M8282S 北區會 2009 何倩文 4 王雋穎 M8241S 金信會 2006

5 鄧浩元 M8139 北區會 鄧顯立 5 莫曉媛 M8530S 個人 2005 李淑筠

6 周雋翹 M8448S 東青會 2008 陳珏芸 6 楊溢晴 M7003S 鳳溪會 2005 石文龍

7 文馭 M7636S 個人 2005 李淑筠 7 廖雅媛 M7232S 鳳溪會 2005 石文龍

8 蘇浩煒 M6301S 個人 2008 何倩文 8 鄭泳桐 M7008S 鳳溪會 2005 石文龍

9 魏逸鋒 M6341S 柴灣會 梅鈞成

10 蔡宗英 M7451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巫家樂

11 黎志坤 M7511 童軍會

12 陳家賢 M8307 獅子山會 周惠強

13 朱信磊 M8596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陸霆安 臨時註冊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5 吳頌堅 1 范詠晴 臨時註冊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5 吳頌堅

2 黃思桐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4 梅鈞成 2 周昊澄 M8123S 港大會 2002 林兆棠

3 湯守正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5 梅鈞成

4 李政源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5 梅鈞成

5 王運鵬 M8535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6 霍建旭 M8532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李淑筠

7 姜志鵬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4 何仁傑

8 許裕凱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4 何仁傑

9 黃俊宇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5 何仁傑

10 鄭智濤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2 何仁傑

11 鄭皓然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2003 何仁傑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胡沛源 臨時註冊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2006 吳頌堅 1 葉寶琳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2 黃晉霆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6 何倩文 2 陳睿茵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3 劉倬行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6 鄧顯立 3 曹穎楠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4 梁國柱 M8510S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2007 巫家樂 4 伍樂兒 M8524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5 鍾銘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5 呂家琳 M8523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6 池奕進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6 李美莉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7 李信華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7 樊紫儀 M8529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李淑筠

8 劉勁宏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6 梅鈞成 8 盧芷遊 M8526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9 陳亦飛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7 梅鈞成 9 賴冰冰 M8522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0 方德熙 M8533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0 羅梓盈 M8527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1 張潤權 M8531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1 譚康兒 M8525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2 梁俊希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李淑筠 12 彭詠賢 M8312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7 巫家樂

13 楊寶迪 M8534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淑筠 13 張瑞瀛 M8011S 黃鳳翎會 2006 鄭小愛

14 沈軒霆 臨時註冊 培雅會 2007 何國焜 14 張緒芳 M7690S 黃鳳翎會 2006 鄭小愛

15 梁心和 M8495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6 巫家樂 15 卓家如 M8608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16 林重耀 M7975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7 巫家樂 16 馬瑞彤 M8607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17 李柏橋 M7972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7 巫家樂 17 黃晞桐 M8497S 鳳溪會 2007 石文龍

18 張力 M7971S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7 巫家樂 18 鄒靖琳 M8498S 鳳溪會 2007 石文龍

19 馮逸 M8014S 黃鳳翎會 2007 鄭小愛

20 黃瑋鈞 M8431S 黃鳳翎會 2007 鄭小愛

21 吳子鏵 M8501S 鳳溪會 2007 石文龍

22 招慶然 M8496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23 梁凌 M8499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24 鍾尚賢 M8597S 鳳溪會 2007 石文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司徒泳熙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8 鄧顯立 1 李樂妍 M8232S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2 李冠霆 M8231S 北區會 2008 何倩文 2 梁以芯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9 何倩文

3 李衍毅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9 何倩文 3 何嘉悅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8 何仁傑

4 文諾賢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8 李淑筠 4 劉悅兒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9 何仁傑

5 歐凱城 臨時註冊 獅子山會 2009 周惠強 5 羅鎧姸 M8415S 北區會 2008 何仁傑

6 舒汶耀 M8500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6 馮冰怡 臨時註冊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2009 梅鈞成

7 鄧可豐 M7886S 童軍會 2008 吳志聰 7 梁紫蕎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9 李淑筠

8 鄭泳心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9 李淑筠

9 邵慧琳 M8606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10 曾梓琳 M8595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宋帕堯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0 何倩文 1 王維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1 何倩文

2 翁頌浩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2 鄧顯立 2 羅晞晴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0 何倩文

3 張定智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3 鄧顯立 3 何靖悠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0 鄧顯立

4 劉沛揚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2 何仁傑 4 何嘉盈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0 何仁傑

5 張晉軒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2 莫雲開 5 翁頌怡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1 鄧顯立

6 曾尚鉦 臨時註冊 培雅會 2012 何國焜 6 羅懿昕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0 何仁傑

7 曾繁舜 臨時註冊 培雅會 2011 何國焜 7 曾子蕎 臨時註冊 培雅會 2013 何國焜

8 雷奕霖 M7613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8 譚凱齡 臨時註冊 培雅會 2012 何國焜

9 邱子睿 M8370S 集英射箭會 2010 梁慶強 9 唐瑞廷 M7326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10 陳廷殷 M8308S 獅子山會 2013 周惠強 10 温淳恩 M8487S 獅子山會 2010 周惠強

11 陳廷睿 臨時註冊 獅子山會 2014 周惠強

12 温哲餘 M8488S 獅子山會 2014 周惠強

青少年男子乙組 青少年女子乙組

青少年男子丙組 青少年女子丙組

青少年男子丁組 青少年女子丁組

男子公開新秀組 女子公開新秀組

男子公開初級組 女子公開初級組

青少年男子甲組 青少年女子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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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團體/學校

呂家琳 M8523S

譚康兒 M8525S

方德熙 M8533S

張潤權 M8531S

張瑞瀛 M8011S

張緒芳 M7690S

馮逸 M8014S

黃瑋鈞 M8431S

温淳恩 M8487S

陳廷殷 M8308S

温哲餘 M8488S

歐凱城 臨時註冊

黃晞桐 M8497S

鄒靖琳 M8498S

招慶然 M8496S

梁凌 M8499S

何嘉盈 臨時註冊

何嘉悅 臨時註冊

劉悅兒 臨時註冊

羅鎧姸 M8415S

羅晞晴 臨時註冊

李樂妍 M8232S

黃晉霆 臨時註冊

宋帕堯 臨時註冊

曾子蕎 臨時註冊

譚凱齡 臨時註冊

沈軒霆 臨時註冊

曾繁舜 臨時註冊

許裕凱 臨時註冊

黃俊宇 臨時註冊

鄭智濤 臨時註冊

鄭皓然 臨時註冊
彭詠賢 M8312S
林重耀 M7975S
李柏橋 M7972S

張力 M7971S

馮冰怡 臨時註冊
池奕進 臨時註冊
李信華 臨時註冊

黃思桐 臨時註冊

10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8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7 培雅會

3 獅子山會

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4 鳳溪會

5 北區射藝會

6 元朗區體育會

2 黃鳳翎會

青少年團體組

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