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香港射箭錦標賽 (星章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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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1 潘綺彤 M7263 中大會 溫浚杰

2 陳桂強 M2307 九龍會 梅鈞成 2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陳珏芸

3 Tony Gin M1206E 九龍會 3 李天琳 M6571 金信會 葉沛霖

4 梁焯然 M4972S 北區會 徐駿文 4 陳美琪 M6549 星箭會 鄭偉倫

5 葉天朗 M4705S 北區會 譚建明 5 鄭政怡 M6101 致勝會 林兆棠

6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6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徐駿文

7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徐駿文 7 朱曼晴 M4438S 真光會 蒲彥蓁

8 武磊 M6071 沙田會 8 唐晞桐 M6500S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9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陳珏芸 9 王卓盈 M43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0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10 韓憲茵 M3273 博雅箭會

11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鄭偉倫

12 鄧培生 M1131E 羿曦會

13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14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 徐駿文

15 姚偉鷹 M5808S 致勝會 徐駿文

16 Prudenciado Earl John Lizardo M7437 個人

17 徐健強 M5117E 柴灣會

18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19 李嘉威 M0741 博雅箭會

20 周志源 M5264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21 袁永昌 M4278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22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梁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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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正 M0102 九龍會 鄧金和 1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黃華恩

2 李浩森 M3847 九龍會 鄧金和 2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狄裔瑾

3 黃子寧 M3254 心誠會 3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童展波

4 梁鈞祺 M6056S 北區會 陳孔琼 4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童展波

5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5 李昀怡 M4986 星箭會 鄭偉倫

6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黃玉嫦 6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陳金成

7 李邁廷 M6047S 卓山會 李炳 7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陳孔琼

8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8 鄧莉珈 M4114S 真光會 李嘉威

9 李梓峯 M4325 星箭會 鄭偉倫 9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陳孔琼

10 黃健生 M3669 星箭會 10 沈潔蓓 M0185E 警察會 徐偉雄

11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11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陳金成

12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陳孔琼

13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徐駿文

14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15 溫卓熙 M4548S 博雅箭會

16 立花澄直 M4750S 博雅箭會

17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李嘉威

18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19 施陞儒 M4584 博雅箭會

20 崔俊杰 M6340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1 張啟謙 M3472 喇沙會 楊安鍵

22 張卓昇 M3719 喇沙會 楊安鍵

23 危家銓 M3732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24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鄧金和 *傷健射手

25 黃兆榮 M2890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26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陳孔琼

27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男子複合弓組 女子複合弓組

男子反曲弓組 女子反曲弓組



  2020年香港射箭錦標賽 (星章賽)

小西灣運動場

參加者名單

隊伍 姓名 射手編號 隊伍 姓名 射手編號

張心騫 M6357S 童嘉慧 M5745S

徐駿文 M2216 黃玉嫦 M4960

梁焯然 M4972S 狄裔瑾 M4961

黎雅詩 M7012 黃健生 M3669

姚偉鷹 M5808S 陳金成 M0290

鄭政怡 M6101 李梓峯 M4325

陳孔琼 M1426

甄家勁 M4149

鄭鴻婷 M3958

王顯章 M6345

崔俊杰 M6340S

陳振昇 M2953

施陞儒 M4584

溫卓熙 M4548S

立花澄直 M47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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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潘煒晴 M5533S 1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李慧康 M1946

2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李天琳 M6571 黃玉嫦 M4960

蔡海平 M6991 鄭政怡 M6101 童嘉慧 M5745S

姚偉鷹 M5808S 黎雅詩 M7012 蘇秀英 M6421

李梓峯 M4325 星箭會

黃健生 M3669 星箭會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5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M0185E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男子反曲弓組 溫浚杰 M4099 羿曦會 陳業欣

2 男子複合弓組 陸國恒 M5050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2 致勝會 2 星箭會

3 致勝會

4 博雅會A

團體反曲弓組 團體複合弓組

1 北區會 1 沙田會

致勝會3-4

雙人混合反曲弓組 雙人混合複合弓組

不獲參賽資格名單

鄭鴻婷 M39584

M4986李昀怡

未完成付款手續

3

未完成付款手續

原因

5 博雅會B

沙田會M4961狄裔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