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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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桂強 M2307E 九龍會 梅鈞成 1 梁家惠 M3481 九龍會 #N/A

2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2 陳嘉汶 M4975 九龍會 #N/A

3 Tony Gin M1206E 九龍會 #N/A 3 陳沛瑜 M6738S 中大會 陳佐丞

4 陳佐丞 M3423S 中大會 楊安鍵 4 蘇雪鈴 M2410 屯門會 胡錦華

5 陳柏嘉 M5351S 中大會 陳佐丞 5 楊瑞貞 M3795 全能會 吳家柱

6 李漢庭 M8143S 中大會 陳佐丞 6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陳珏芸

7 陳有恒 M7759 屯門會 溫浚杰 7 陳睿欣 M6195S 科大會 2002 李奕潼

8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N/A 8 李奕潼 M4381 科大會 蒲彥蓁

9 董世文 M6522 北區會 黃華恩 9 潘綺彤 M7263 羿曦會 溫浚杰

10 梁焯然 M4972S 北區會 徐駿文 10 潘玉羲 M5902S 胡兆熾會 2002 #N/A

11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11 鄭亦喬 M6101 致勝會 徐駿文

12 葉天朗 M4705S 北區會 2002 #N/A 12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徐駿文

13 吳家柱 M0156E 全能會 #N/A 13 王嘉莉 M6230S 個人 2003 李奕潼

14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N/A 14 李曉柔 M6442S 真光會 2004 蒲彥蓁

15 余力恆 M5269 西北會 #N/A 15 王卓盈 M43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6 邱志輝 M6565 卓山會 溫浚杰 16 曾芷君 M662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7 湯迦立 M6102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17 馮沛穎 M6090S 博雅箭會 2002 陳振昇

18 曾子飛 M1297 東青會 黃俊維 18 沈穎欣 M6091S 港大會 2002 #N/A

19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陳珏芸

20 劉衛健 M5955 東區動力 盧偉燦

21 郭昱麟 M4476 金信會 葉沛霖

22 Keskin Gokmen Emre M6461 金信會 #N/A

23 朱栢豪 M8166S 金信會 #N/A

24 居頌剛 M5471 金信會 #N/A

25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N/A

26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鄭偉倫

27 方志行 M6141 科大會 陳振昇

28 陳賢翀 M6614 羿曦會 溫浚杰

29 溫浚杰 M4099 羿曦會 #N/A

30 王焯然 M6113 羿曦會 溫浚杰

31 徐衛傑 M6099 羿曦會 溫浚杰

32 鄧培生 M1131E 羿曦會 #N/A

33 李惠昌 M6308 羿曦會 #N/A

34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35 林子權 M7475S 致勝會 徐駿文

36 文金星 M6107S 個人 #N/A

37 羅官博 M6231S 個人 2003 梁焯然

38 徐斌銓 M5635 個人 #N/A

39 徐健強 M5117E 柴灣會 梅鈞成

40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41 溫梓杰 M3842 消防會 溫浚杰

42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N/A

43 黃俊傑 M8175S 理大會 #N/A

44 林永康 M5816 博雅箭會 陳振昇

45 劉俊熙 M7996S 博雅箭會 #N/A

46 徐嘉榮 M392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47 劉偉康 M7056 博雅箭會 #N/A

48 黃崇天 M5370S 喇沙會 楊安鍵

49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50 黃文浩 M7375S 港大會 林兆棠

51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N/A

52 黃浩華 M6043 傷協會 #N/A

53 袁永昌 M4278D 傷協會 #N/A *傷健射手

54 何國焜 M4582 獅子山會 #N/A

55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梁慶強

56 梁自強 M3032 箭藝社 陳金成

57 黃玉寶 M7461 警察會 吳國榮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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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瑋琛 M6287 中大會 陳佐丞 1 歐陽惠華 M6625 九龍會 #N/A

2 尹淦樑 M7806 中大會 陳佐丞 2 陳寶琳 M6943 中大會 陳佐丞

3 杜嘉浩 M5136 屯門會 梁慶強 3 劉梓欣 M8762S 中大會 陳佐丞

4 蔡宗英 M7451S 心誠會 2006 巫家樂 4 高善瑤 M8383S 中大會 陳佐丞

5 黃子軒 M7018S 心誠會 2005 巫家樂 5 許芷茵 M8343S 中大會 陳佐丞

6 林焯朗 M7358S 北區會 莫雲開 6 馮子睿 M8009 屯門會 陳有恒

7 曾廣健 M2821 沙田會 #N/A 7 周栩瀅 M7182S 心誠會 2005 巫家樂

8 藍國輝 M5588E 沙田會 #N/A 8 蘇婉瑤 M6674S 心誠會 2004 巫家樂

9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N/A 9 何倩清 M6931 北區會 #N/A

10 鄒曉棋 M5896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0 陳幾兒 M7873S 北區會 2007 鄧顯立

11 譚偉駿 M8640 東區動力 劉衛健 11 梁晓莹 M8360 全能會 吳家柱

12 何卓頴 M8085 金信會 #N/A 12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黃玉嫦

13 彭偉康 M8031 金信會 #N/A 13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黃玉嫦

14 鄧佰德 M8662 金信會 張國斌 14 黃曉琳 M7347S 東區動力 2003 盧偉燦

15 馮曦源 M7947 星箭會 鄭偉倫 15 劉嘉欣 M8367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6 李梓峯 M4325 星箭會 鄭偉倫 16 林樂儀 M6206 科大會 方志行

17 黃志楓 M7860S 羿曦會 2002 溫浚杰 17 譚藴程 M6200S 科大會 2002 李奕潼

18 黃偉昌 M5701 羿曦會 #N/A 18 張馨文 M7171 科大會 陳振昇

19 張偉業 M7990 羿曦會 徐斌銓 19 張蕙心 M8645S 科大會 陳振昇

20 譚錦鋒 M8073 羿曦會 #N/A 20 尹嘉琪 M8072 羿曦會 溫浚杰

21 阮浩淼 M8079 羿曦會 溫浚杰 21 莫曉媛 M8530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2 曾偉謙 M8394 羿曦會 溫浚杰 22 羅諾瑤 M7256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3 梁樂軒 M7652S 胡兆熾會 2006 #N/A 23 薛慧芝 M6564 個人 徐斌銓

24 伍尚村 M8729 致勝會 傅庭輝 24 黃婉柔 M7933 個人 徐斌銓

25 陳俊浩 M8063 致勝會 傅庭輝 25 Megan Lim Rae Xi M6292S 柴灣會 2008 #N/A

26 陳早棠 M7258 致勝會 傅庭輝 26 呂永琳 M3473 真光會 #N/A

27 陳學琛 M6994 致勝會 傅庭輝 27 鄺惠愉 M6952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28 洪曉輝 M8655 個人 劉嘉昆 28 湯潁恩 M6436S 真光會 2003 蒲彥蓁

29 楊博然 M8446 個人 #N/A 29 吳樂謠 M7805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30 黎嘉俊 M8315D 個人 徐斌銓 30 楊洛遙 M7525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31 朱嘉濤 M7958 個人 徐斌銓 31 關紫晴 M6434S 真光會 2004 蒲彥蓁

32 列家榮 M6399E 消防會 鄭偉倫 32 古嘉渝 M7527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33 梁淦皓 M8159S 理大會 2002 #N/A 33 潘詠妍 M3145 真光會 蒲彥蓁

34 蘇國濤 M7308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34 張瑞 M822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5 鄭煒儫 M8024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5 楊燕冰 M7332 港島會 鄧顯立

36 林愉程 M7546S 喇沙會 2006 楊安鍵 36 符詠琳 M6573S 童軍會 2005 蒲彥蓁

37 林澤楠 M8116 港大會 林兆棠

38 朱駿程 M7802S 港大會 2002 徐斌銓

39 戴瑞康 M7376 港大會 林兆棠

40 蒲俊銘 M7216S 童軍會 2005 賀觀元

41 關敏康 M5173 傷協會 #N/A

42 梁國柱 M8510S 獅子山會 2007 #N/A

43 詹偉光 M4528 獅子山會 馮麗珠

44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N/A

45 鄭學松 M8618 警察會 #N/A

46 黃錦成 M5721E 警察會 吳國榮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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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 M8017 九龍會 梁慶強 1 黎月荃 M8357 九龍會 黃立浩

2 陳冠天 M7817 中大會 陳佐丞 2 林熹瑤 M7994S 中大會 陳佐丞

3 胡栢灝 M8329S 中大會 #N/A 3 吳瑋宜 M8353S 中大會 2002 陳佐丞

4 劉國樑 M3794 屯門會 #N/A 4 龐君儀 M8559S 中大會 陳佐丞

5 張力 M7971S 心誠會 2007 巫家樂 5 蔡晴善 M8494S 心誠會 2007 巫家樂
6 李柏橋 M7972S 心誠會 2007 巫家樂 6 譚藹文 M7269 北區會 鄧顯立

7 林重耀 M7975S 心誠會 2007 巫家樂 7 周希愉 M7887S 東區動力 2006 盧偉燦

8 蘇文健 M2535 心誠會 陳廣熙 8 魏靖瑩 M8561S 東區動力 2007 盧偉燦
9 陳滿堅 M7872 北區會 鄧顯立 9 王靖媐 M8484S 東區動力 2005 盧偉燦

10 李卓睿 M5874 西北會 溫浚杰 10 黃靖雯 M7504S 東區動力 2004 盧偉燦

11 敖君樂 M7514 東九龍會 #N/A 11 孫靜宜 M8663 金信會 張國斌

12 李卓諺 M8576S 東區動力 2007 盧偉燦 12 林鎵敏 M8659S 金信會 張國斌

13 潘樹明 M7895S 東區動力 2004 盧偉燦 13 彭善怡 M8834 星箭會 鄭偉倫
14 郭澧洭 M7890S 東區動力 2005 盧偉燦 14 庾靖童 M7650S 胡兆熾會 2006 劉嘉昆

15 黃顥勳 M8889S 東區動力 2007 盧偉燦 15 許芷晴 M7651S 胡兆熾會 2006 劉嘉昆

16 陳汝昌 M8759 金信會 #N/A 16 陳君瑜 M8204S 胡兆熾會 2006 劉嘉昆

17 陳廣成 M8754 金信會 #N/A 17 郭曉蓁 M8619S 致勝會 2007 黃政鵬

18 楊振康 M8756 金信會 #N/A 18 羅麗華 M8852 致勝會 馬興健
19 楊東康 M6474 科大會 方志行 19 楊樂琳 M8467S 個人 文金星

20 胡奕林 M7530S 科大會 陳振昇 20 林嘉敏 M8449S 個人 梁慶強

21 林沛然 M8712 致勝會 馬興健 21 盧芷遊 M8526S 個人 2007 李奕潼

22 蕭柏陽 M8722 致勝會 馬興健 22 樊燕雯 M8441 個人 #N/A
23 關景匡 M8855 致勝會 馬興健 23 鄭泳心 M8965S 個人 2009 李奕潼

24 莊晉熙 M8850 致勝會 馬興健 24 譚康兒 M8525S 個人 2007 李奕潼

25 霍建旭 M8532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5 呂家琳 M8523S 個人 2007 李奕潼
26 楊寶迪 M8534S 個人 2007 李奕潼 26 樊紫儀 M8529S 個人 2006 李奕潼

27 王運鵬 M8535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7 蘇凱嵐 M7635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8 文馭 M7636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8 唐洛婷 M8829 個人 徐斌銓

29 田振庭 M7255S 個人 2005 李奕潼 29 曹佩玲 M8798 個人 徐斌銓

30 陳泰宇 M8862 個人 劉嘉昆 30 張淑儀 M8095S 個人 劉嘉昆
31 羅詩源 M8890 個人 羅君道 31 王雋穎 M8241S 個人 2006 #N/A

32 劉洛文 M8560 個人 何仁傑 32 林貝而 M8417 個人 #N/A
33 姚諾謙 M8026S 個人 2005 徐斌銓 33 周凱婷 M8418S 個人 文金星

34 李廣耀 M8881S 個人 #N/A 34 江茗麗 M8096S 個人 劉嘉昆

35 黃永雄 M8244 個人 #N/A 35 黃家裕 M8758 個人 #N/A
36 孫振業 M8255 個人 郭聖初 36 何卓茵 M8069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37 李智豪 M8853 個人 #N/A 37 林泳宜 M8337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38 易大爲 M8848S 個人 李艾 38 許心儀 M7565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39 何偉鴻 M8003 個人 麥智恆 39 鄧嘉晞 M7601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40 伍晉堅 M8642 個人 徐斌銓 40 梁紫茵 M7847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41 梁錦榮 M8731 個人 何國焜 41 梁樂琪 M7850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42 蕭雅徽 M8371 個人 徐斌銓 42 陳惠玲 M8132 博雅箭會 勞子平

43 蕭哲 M8372S 個人 2007 徐斌銓 43 蔡梓瑩 M8390S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44 梁子楓 M8902 個人 何國焜 44 陳穎琪 M6271 黃大仙會 #N/A
45 鄭志威 M8451 個人 徐斌銓 45 葉轉 M5715E 黃大仙會 謝培軍

46 趙德文 M8670 消防會 鄭偉倫 46 賴思勤 M8386S 獅子山會 2006 周惠強

47 鄧緯洮 M8165S 理大會 #N/A 47 邵慧琳 M8606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48 梁啟明 M8184 博雅箭會 麥智恆 48 鄒靖琳 M8498S 鳳溪會 2007 石文龍

49 虞康正 M8820S 喇沙會 2008 楊安鍵 49 莊子淇 M7811S 譚伯羽會 2006 施陞儒
50 莫哲侖 M8162S 喇沙會 2007 楊安鍵 50 李富寶 M7917S 譚伯羽會 2006 施陞儒

51 陳顯斐 M8586S 喇沙會 2008 楊安鍵 51 李寶珩 M4605E 警察會 #N/A

52 孫文樂 M8886S 傷協會 2006 馬再創

53 羅伊航 M7051S 傷協會 2003 馬再創

54 李榮珊 M4189 獅子山會 #N/A

55 鄭永基 M8587 獅子山會 #N/A

56 歐立成 M8583 獅子山會 周惠強

57 陳家賢 M8307 獅子山會 周惠強

58 舒汶耀 M8500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59 招慶然 M8496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60 梁凌 M8499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61 簡正堯 M7459S 譚伯羽會 2005 施陞儒

62 徐浩軒 M7021S 譚伯羽會 2004 施陞儒

63 温勝 M8438 警察會 #N/A

64 黎志坤 M7511 警察會 彭景賢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參加者名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

1 朱俊鵬 臨時註冊 大埔08 何仁傑 1 許詩惠 M8602S 中大會 2002 陳佐丞

2 林源發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2 趙美琦 M8603S 中大會 陳佐丞

3 文竣右 M8696S 心誠會 2009 巫家樂 3 陳緯慈 M8864S 中大會 陳佐丞

4 葉博文 M8700S 心誠會 2009 巫家樂 4 曾明朗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5 梁汶謙 M8702S 心誠會 2009 巫家樂 5 陸澄 M8701S 心誠會 2009 巫家樂

6 孔泓 M8331S 西貢區體育會 2006 沈潔蓓 6 林愷均 M8351S 協恩中學 2007 陳振昇

7 黎浩銘 M8772S 西貢區體育會 2009 沈潔蓓 7 陳穎萱 M8461S 東青會 2007 陳珏芸

8 黃景謙 M8789S 西貢區體育會 2008 沈潔蓓 8 張紫晶 M9003 東區動力 劉衛健

9 LEUNG, Cecil Timothy M8775 東區動力 劉衛健 9 李嘉儀 M9014 金信會 葉沛霖

10 楊文翰 M8776 東區動力 劉衛健 10 王家欣 M8941 星箭會 鄭偉倫

11 劉家樂 M9013 東區動力 劉衛健 11 張嘉慧 M8200S 胡兆熾會 2007 劉嘉昆

12 陳思睿 M8757S 金信會 2010 #N/A 12 孫曉清 M8202S 胡兆熾會 2007 劉嘉昆

13 葉偉標 M8981 金信會 張國斌 13 孫麗棋 M8219S 胡兆熾會 2007 劉嘉昆

14 梁敬燊 M8940 星箭會 鄭偉倫 14 鄭襄如 M8703S 胡兆熾會 2007 劉嘉昆

15 張俊鴻 M8976 星箭會 鄭偉倫 15 謝穎瑤 M8713S 胡兆熾會 2008 劉嘉昆

16 賴冠明 M8171S 胡兆熾會 2006 劉嘉昆 16 徐湘貽 M8987S 胡兆熾會 2009 劉嘉昆

17 劉栢晞 M8710S 胡兆熾會 2008 劉嘉昆 17 羅梓盈 M8527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7 李奕潼

18 郭健宇 M8975S 胡兆熾會 2007 劉嘉昆 18 呂家欣 M8964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8 李奕潼

19 馮迪凡 M9000S 胡兆熾會 2009 劉嘉昆 19 周健霖 M8966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9 李奕潼

20 陳泓戩 M9002S 胡兆熾會 2006 劉嘉昆 20 林惠敏 M8968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8 李奕潼

21 陳啟豐 M8854S 致勝會 2007 鄭鴻婷 21 張敏悅 M8528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6 李奕潼

22 文諾賢 M8963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8 李奕潼 22 李曼筠 M8443S 個人 文金星

23 謝偉強 M8440E 個人 邱志輝 23 黎慧賢 M8828 領先會 徐斌銓

24 張鎮鋒 M8566 個人 邱志輝 24 周倩頤 M8916 個人 邱志輝

25 李炳偉 M8913 個人 邱志輝 25 湯昭穎 M8951 個人 邱志輝

26 陳小劍 M8917 個人 邱志輝 26 湯德穎 M8956S 個人 2004 邱志輝

27 黃澤盛 M8918 個人 邱志輝 27 蘇裕桓 M8895S 柴灣會 2006 梅鈞成

28 吳均立 M8980 個人 李艾 28 孔思穎 M8896S 柴灣會 2005 梅鈞成

29 呂明告 M8513 荃葵會 何麗冰 29 馮靖嵐 M8342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30 劉彥聰 臨時註冊 晨星會 王焯然 30 林凱詠 M8358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31 鄭向文 M8728 博雅箭會 徐嘉榮 31 劉佩姗 M8365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32 李家恩 M8815D 博雅箭會 徐嘉榮 32 馮順琳 M8366S 真光會 2008 蒲彥蓁

33 李耀輝 M8822 博雅箭會 徐嘉榮 33 王小雪 M8620S 真光會 2008 蒲彥蓁

34 劉柏麟 M8971S 博雅箭會 2005 陳振昇 34 謝穎媛 M8621S 真光會 2008 朱曼晴

35 陳亦諾 M8631S 喇沙會 2009 #N/A 35 黎璽澄 M8623S 真光會 2009 朱曼晴

36 侯仲鈞 M8638S 喇沙會 2009 楊安鍵 36 阮康蕎 M8625S 真光會 2008 朱曼晴

37 李祖瀚 M8270S 港大會 林兆棠 37 林芷盈 M8633S 真光會 2009 朱曼晴

38 郭永堅 M8381 港島東會 譚建明 38 關芷欣 M8634S 真光會 2009 朱曼晴

39 葉洪朾 M8788 港島東會 邱志輝 39 李穎琳 M8979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40 陳振興 M8983 港島會 馮永楷 40 王儷凝 M8995S 真光會 2009 朱曼晴

41 張詠良 M7599 童軍會 張健卿 41 李瑞琦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42 陳智煜 M8861 集英射箭會 劉嘉昆 42 羅心悅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43 廖偉基 M2111 獅子山會 周惠強 43 許仲妮 M8346 博雅箭會 陳振昇

44 李曉旻 M8801 獅子山會 周惠強 44 盧沅滢 M8503S 博雅箭會 2003 張嘉駿

45 陳寶文 M8830 獅子山會 周惠強 45 林懌心 M8725S 博雅箭會 2012 勞子平

46 蔣博遠 M8405S 聖保羅會 2006 張嘉駿 46 李昭妍 M8083S 博雅箭會 2007 陳振昇

47 李俊延 M8406S 聖保羅會 2007 張嘉駿 47 Chung Oi Hei Corly M8617S 港大會 林兆棠

48 陳崇朗 M8411S 聖保羅會 2007 張嘉駿 48 杜曉婷 M8950 港島會 馮永楷

49 姜志鵬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何仁傑 49 梁婉玲 M7598 童軍會 張健卿

50 何佳駿 M8972S 領先會 徐斌銓 50 陳詠霖 M8361S 集英射箭會 2002 劉嘉昆

51 吳汶謙 M9022S 樂箭會 何國焜 51 陳詠妍 M8817S 黃大仙會 2008 謝培軍

52 藍昊天 M8707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52 溫曉文 M8986 領先會 徐斌銓

53 邱璟龍 M8708S 鳳溪會 2008 石文龍 53 馬瑞彤 M8607S 鳳溪會 2006 石文龍

54 陳潁東 M7614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54 楊巽森 M8843S 鳳溪會 2009 石文龍

55 黃錦旗 M7894 箭藝社 梁自強 55 黎幸兒 臨時註冊 德望會 楊安鍵

56 宋晨曦 M8400S 譚伯羽會 2007 施陞儒 56 蔡卓豫 M7829S 德望會 2007 楊安鍵

57 陳冠霖 M8479S 譚伯羽會 2008 施陞儒 57 葉佩琦 M8398S 譚伯羽會 2006 施陞儒

58 林柏希 M8571S 譚伯羽會 2006 施陞儒 58 關心怡 M8478S 譚伯羽會 2008 施陞儒

59 陳逸星 M8612S 譚伯羽會 2009 施陞儒 59 陳洛晴 M8570S 譚伯羽會 2007 施陞儒

60 冼俊樂 M8879S 譚伯羽會 2007 施陞儒 60 練晞雯 M8877S 譚伯羽會 2007 施陞儒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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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涇行 M3277 心誠會 林穎彤 1 蔡佩盈 M6163S 心誠會 2003 蘇文健

2 譚翔仁 M6639S 心誠會 2003 蘇文健 2 鄔思恩 M3506 北區會 #N/A

3 羅君道 M4133 心誠會 #N/A 3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鄧金和

4 黃子寧 M3254 心誠會 #N/A 4 陸燕衣 M2164 北區會 #N/A

5 何仁傑 M2559 北區會 何仁傑 5 曾皓恩 M4382 西北會 鄧金和

6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N/A 6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狄裔瑾

7 周迪文 M6698 西北會 鄭偉倫 7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童展波

8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黃玉嫦 8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童展波

9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N/A 9 林芯嵐 M7716S 沙田會 2008 童展波

10 葉震揚 M6990S 東青會 2005 陳珏芸 10 楊芷齊 M4934S 東青會 2002 楊安鍵

11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1 蔡潔紅 M5190E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2 陸國恒 M5050S 東青會 陳珏芸 12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鄭偉倫

13 曹怡駿 M7448 金信會 鄧金和 13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傅庭輝

14 黎梓陽 M5892 金信會 鄧金和 14 馮薏樂 M5451S 致勝會 傅庭輝

15 梁永賜 M5893 金信會 鄧金和 15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傅庭輝

16 葉沛霖 M1894 金信會 鄧金和 16 何卓瀅 M7828 個人 #N/A

17 楊學亮 M5933 金信會 鄧金和 17 潘昭宜 M4722 柴灣會 鄧金和

18 何啟聰 M7700 金信會 鄧金和 18 盧梓桐 M6700S 真光會 2003 李浩森

19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N/A 19 陳思敏 M1718 警察會 戴海彬

20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20 沈潔蓓 M0185E 警察會 徐偉雄

21 林鴻興 M5692 科大會 陳振昇 21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陳金成

22 梁永鴻 M6955 致勝會 傅庭輝 22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傅庭輝

23 曹啟俊 M0706 致勝會 #N/A

24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傅庭輝

25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傅庭輝

26 鄒嘉華 M6907 個人 麥智恆

27 王騫 M7837S 個人 2009 楊安鍵

28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29 溫卓熙 M4548S 博雅箭會 施陞儒

30 施陞儒 M4584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1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2 崔俊杰 M6340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3 何緯深 M7867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4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5 立花澄直 M4750S 博雅箭會 施陞儒

36 李邁廷 M6047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7 馮永楷 M4398 港島會 #N/A

38 黃兆榮 M2890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39 胡同生 M1141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40 危家銓 M3732D 傷協會 馬再創 *傷健射手

41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鄧金和 *傷健射手

42 李浩森 M3847 傷協會 鄧金和

43 馮德成 M2201E 獅子山會 #N/A

44 魏澔遵 M5765S 聖保羅會 2002 陳振昇

45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N/A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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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百樞 M7319 個人 麥智恆 1 葉麗萍 M6259 羿曦會 陳業欣

2 趙曉陽 M8554 沙田會 #N/A 2 黃麗羨 M8016 星箭會 鄭偉倫

3 張家俊 M8335 星箭會 鄭偉倫 3 陳韻因 M8379S 真光會 2007 李浩森

4 鄭科瑜 M6456 卓山會 #N/A 4 陳梓晴 M7787S 真光會 2005 李浩森

5 蘇子傑 M8047 致勝會 陳孔琼 5 藍詠怡 M4599S 柴灣會 鄧金和

6 李家淳 M5597S 個人 #N/A 6 陳靜儀 M8465S 博雅箭會 2002 陳振昇

7 梁惠林 M6264E 消防會 #N/A

8 陳仲樑 M6471 金信會 鄧金和

9 王洪 M8017 九龍會 #N/A

10 張國斌 M5638 金信會 #N/A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女子複合弓中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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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沿樂 M8699S 心誠會 2007 蘇文健 1 陳嘉汶 M4975 九龍會 #N/A

2 趙國偉 M6146 沙田會 童展波 2 莫薴郴 M8492S 心誠會 2007 蘇文健

3 勞浚霖 M8807 金信會 #N/A 3 蔡晴慧 M8493S 心誠會 2008 蘇文健

4 李俊禧 M8942 金信會 鄧金和 4 陳嘉敏 M8306 全能會 #N/A

5 施偉傑 M8998 星箭會 鄭偉倫 5 張穎詩 M8295S 沙田會 2007 童展波

6 黃梓皓 M8997 星箭會 #N/A 6 陳穎萱 M8461S 東青會 2007 陳珏芸

7 楊諾懷 M8996 星箭會 鄭偉倫 7 田諾琳 M7499S 東區動力 2005 盧偉燦

8 馮鈺桓 M7949S 星箭會 2008 鄭偉倫 8 黃潤 M8486 金信會 鄧金和

9 張竣堯 M7170 科大會 陳振昇 9 簡子玲 M8765 金信會 鄧金和

10 李納德 M5453S 胡兆熾會 2001 楊安鍵 10 布穗萍 M8646 星箭會 鄭偉倫

11 陳建成 M7490 致勝會 傅庭輝 11 李美莉 M8967S 個人 2007 蘇文健

12 鄧卓衡 M5581S 個人 2000 #N/A 12 麥慧恩 M8969S 個人 2008 蘇文健

13 張潤權 M8531S 個人 2007 蘇文健 13 伍樂兒 M8524S 個人 2007 蘇文健

14 林振龍 M8742 個人 蘇文健 14 樊妙琪 M7846S 真光會 2007 李浩森

15 DE WET Petrus Paulus M8812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5 趙鋭霖 M8391S 真光會 2008 李浩森

16 劉智軒 M8899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6 黃沛盈 M8340S 真光會 2008 李浩森

17 田景星 M8032 港島東會 #N/A 17 陳樂琳 M8070S 真光會 2007 李浩森

18 梁偉業 M8103 港島東會 #N/A 18 江慈容 M8071S 真光會 2005 李浩森

19 黃浩華 M6043 傷協會 李浩森 19 羅芷澄 M7524S 真光會 2005 李浩森

20 張智邦 M8374 傷協會 李浩森 20 黃梅君 M4711 獅子山會 何國焜

21 翁文泰 M8697D 傷協會 李守正 *傷健射手

22 鄭子麒 M3856 獅子山會 #N/A

23 徐漢生 M6429 獅子山會 馮麗珠

24 黃錦成 M5721E 警察會 吳國榮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參加者名單

隊伍 隊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姓名 射手編號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姓名 射手編號

陳佐丞 M3423S 羅君道 M4133

陳柏嘉 M5351S 黃子寧 M3254

2 陳有恒 M7759 屯門會 蘇雪鈴 M2410 鄔思恩 M3506

3 吳家柱 M0156E 全能會 楊瑞貞 M3795 李慧康 M1946

湯迦立 M6102S 陸燕衣 M2164

曾子飛 M1297 3 周迪文 M6698 西北會 曾皓恩 M4382

郭賢霽 M5532S 葉震揚 M6990S

陳賢翀 M6614 楊劍輝 M5001

溫浚杰 M4099 陸國恒 M5050S

徐衛傑 M6099 梁永鴻 M6955

鄧培生 M1131E 曹啟俊 M0706

6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潘玉羲 M5902S 梁卓峰 M7015

鄭亦喬 M6101 甄家勁 M4149

黎雅詩 M7012 陳思敏 M1718

劉俊熙 M7996S 王卓盈 M4355 陳慧茵 M6305

徐嘉榮 M3925 馮沛穎 M6090S

10 黃文浩 M7375S 港大會 沈穎欣 M6091S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教練

1 梁鈞祺 M6056S 北區會 陳孔琼

2 施柏愷 M8885S 傷協會 馬再創

3 黃宣嵐 M8057S 真光會 蒲彥蓁

4 林佩淇 M8755 金信會 #N/A

蔡佩盈 M6163S

北區會2 M1843黃華恩

潘煒晴

7

4

5-6

黃政鵬

潘綺彤 M7263

致勝會

馮薏樂

鄭鴻婷

M5451S

M3958

楊芷齊 M4934S東青會

警察會M6425

4 東青會

郭賢霽 M5532S

潘煒晴 M5533S

湯迦立 M6102S

5 中大會

陳佐丞 M3423S

陳柏嘉 M5351S

李漢庭 M8143S

6 金信會

朱栢豪 M8166S

Keskin Gokmen Emre M6461

郭昱麟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未完成繳費手續

未完成繳費手續

M6340S

M4750S

M4584

M4133

崔俊杰

立花澄直

5 金信會

梁永賜 M5893

黎梓陽 M5892

楊學亮 M5933

未完成繳費手續

未獲參賽資格名單

原因

未完成繳費手續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M3277

楊芷齊

黃子寧

彭涇行

羅君道

施陞儒

陸國恒M3842

M4705S

M4972S

M2216

M3254

M5050s

M4934S

楊劍輝

1中大會

2 消防會

3 北區會

2

M3980

梁漢得

溫梓杰

葉天朗

梁焯然

徐駿文

心誠會

東青會

3

M0944

心誠會

4

雙人混合複合弓組雙人混合反曲弓組

博雅箭會

孔慶照

李浩森

1

反曲弓團體 複合弓團體

潘綺彤 M7263

射手編號

徐衛傑 M6099 方家強 M3428D

M3847

姓名

黃兆榮

姓名 射手編號

1 羿曦會

M5001

陳賢翀 M6614

1

M2890D

傷協會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報名項目

M4476

7 博雅箭會

徐嘉榮 M3925

王卓盈 M4355

馮沛穎 M6090S

陳沛瑜 M6738S

東青會 M5533S

8-9 博雅箭會

4

5 羿曦會

致勝會7 林子權 M7475S



 2022年香港盾射箭比賽

2022年9月24日至2022年10月9日

小西灣運動場

參加者名單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團體 教練

1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吳子鏵 G8501S 鳳溪會 石文龍

2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梁心和 M8495S 心誠會 巫家樂

3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潘向榮 M7050 東九龍會 #N/A

4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方德熙 M8533S 個人 李奕潼

5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何慶業 M8450 個人 徐斌銓

6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宏進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7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鄭明浩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蕭文龍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9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梁旗偉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10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余偉豪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11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楊汶健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12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鄒沛源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13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張顥瀚 臨時註冊 心誠會 巫家樂

14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梁煒杰 臨時註冊 心誠會 巫家樂

15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羅冠駒 臨時註冊 沙田會 何勁國

16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謝頌昇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7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黎奕希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1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甄子豪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19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溢謙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20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麥榮業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21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子謙 臨時註冊 個人 張國斌

22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葉文俊 臨時註冊 個人 張國斌

23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莊少馳 臨時註冊 個人 張國斌

24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呂其言 臨時註冊 個人 陳珏芸

25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王錦鴻 臨時註冊 培雅會 鄭偉倫

26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浩華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27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楊鈞浩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2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潘子駿 臨時註冊 晨星會 劉衛健

29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悅曦 臨時註冊 晨星會 黃子寧

30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駱頌恆 臨時註冊 晨星會 黃子寧

31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羅進源 臨時註冊 晨星會 黃子寧

32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辛偉景 臨時註冊 晨星會 王焯然

33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敬聰 臨時註冊 晨星會 羅君道

34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周迅希 臨時註冊 循道中學 馬再創

35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歐浩然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36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鄭裕凱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何仁傑

37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紀正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何仁傑

3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俊宇 臨時註冊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何仁傑

39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志輝 臨時註冊 領先會 徐斌銓

40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林奮勇 臨時註冊 領先會 徐斌銓

41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樂軒 臨時註冊 鳳溪會 石文龍

42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馮柏曦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3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林鎧葉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4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沈軒霆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5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盧業培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6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蔡其津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7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陸凱謙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瑞安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49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俞志豪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50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吳景文 臨時註冊 警察會 吳國榮

51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洪育儀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52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葉翠萍 臨時註冊 天空射箭社 麥智恆

53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何靖悠 臨時註冊 北區會 鄧顯立

54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羅焯瑤 臨時註冊 沙田會 何勁國

55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溫悅悠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56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卓盈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57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左悅敏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58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樂晴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59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吳晞榆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60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曉嵐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陳振昇

61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廖惠嵐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62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區怡采 臨時註冊 個人 文金星

63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吳穎思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64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文嘉璐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65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唐寧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66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曾阯琳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67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鍾梓君 臨時註冊 個人 馬再創

68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蔡雨桐 臨時註冊 個人 陳振昇

69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樂悠 臨時註冊 個人 鄭鴻婷

70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閔淏嵐 臨時註冊 個人 陳珏芸

71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羅皓怡 臨時註冊 個人 陳進添

72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盧堯琦 臨時註冊 培雅會 鄭偉倫

73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鎧淇 臨時註冊 培雅會 鄭偉倫

74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莊巧霖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75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黃琝善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76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許鈞惠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77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徐在森 臨時註冊 張祝珊英文中學 盧偉燦

78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張楚橋 臨時註冊 晨星會 黃子寧

79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謝裕恩 臨時註冊 晨星會 黃子寧

80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蘇嘉雯 臨時註冊 晨星會 溫浚杰

81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吳梓欣 臨時註冊 循道中學 馬再創

82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董浠嵐 臨時註冊 港島會 林兆棠

83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謝心如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84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陳穎能 臨時註冊 領先會 徐斌銓

85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林芷茵 臨時註冊 領先會 徐斌銓

86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梁嘉銘 臨時註冊 領先會 徐斌銓

87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黎芷晴 臨時註冊 樂箭會 何國焜

88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劉幸頤 臨時註冊 #N/A 陳進添

經抽籤後，以下射手未能參與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