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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銘深 博雅箭會 M5245 沒有提供 1 陳芷晴 拔萃女書院 M7199S 2004 沈潔蓓

2 羅伊航 傷協會 M7051S 2003 馬再創 2 蔡姵姍 東華三院黃鳯翎中學 M6642S 2003 鄭小愛

3 傳紹源 屯門會 M5674 蘇雪鈴 3 許惠敏 北區會 M7417 何倩文

4 容志煥 個人 M7345 沒有提供 4 王綺華 柴灣會 M5835 梅均成

5 葉梓聰 屯門會 M7464S 2003 蘇雪鈴 5 陳倩雯 浸信會永隆中學 M7457S 2002 馬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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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總會

註冊號碼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1 甄子豪 臨時註冊 2006 馬再創 1 陳倩瑜 浸信會永隆中學 臨時註冊 2002 馬再創

2 吳家豪 西北會 M7427 吳頌堅 2 林沚瑩 卓山會 M3836 李炳

3 薜華瑞 臨時註冊 2001 周振鴻 3 吳詠淇 臨時註冊 2006 馬再創

4 李嘉濠 臨時註冊 2005 周振鴻 4 何芷言 臨時註冊 2006 馬再創

5 吳卓弦 臨時註冊 2005 周振鴻 5 盧曉彤 臨時註冊 2006 馬再創

6 麥皓揚 臨時註冊 2003 周振鴻 6 封礽 臨時註冊 2004 馬再創

7 劉俊宏 北區會 臨時註冊 2008 莫雲開 7 鄧正文 箭藝門 臨時註冊 莫雲開

8 潘承紀 臨時註冊 鄭小愛 8 陳希敏 箭藝社 M7286 梁自強

9 趙倢賢 臨時註冊 2004 周振鴻 9 林秀芳 臨時註冊 鄭小愛

10 趙朗賢 臨時註冊 2002 周振鴻 10 伍穎琛 臨時註冊 2003 馬再創

11 余碩峯 臨時註冊 2001 周振鴻 11 彭銘辛 臨時註冊 2003 馬再創

12 何偉銨 箭藝社 臨時註冊 梁自強

13 何拔紓 箭藝社 臨時註冊 梁自強

14 余朗程 臨時註冊 2007 胡錦華

15 余文傑 臨時註冊 胡錦華

16 李鈞樂 M7352 胡錦華

17 王振昇 屯門會 M7351 胡錦華

18 巫騫泰 屯門會 臨時註冊 1999 胡錦華

19 梁修文 西北會 臨時註冊 吳頌堅

20 李焌銘 東華三院黃鳯翎中學 臨時註冊 2005 鄭小愛

21 何俊榮 東華三院黃鳯翎中學 臨時註冊 2005 鄭小愛

22 周天恩 東華三院黃鳯翎中學 臨時註冊 2005 鄭小愛

23 陳愍晉 東華三院黃鳯翎中學 臨時註冊 2005 鄭小愛

24 王焯民 臨時註冊 2005 馬再創

25 温展宇 臨時註冊 2004 馬再創

26 李溢謙 臨時註冊 2006 馬再創

27 林立誠 臨時註冊 2005 馬再創

28 吳君捷 臨時註冊 2005 馬再創

29 李尚智 黃大仙會 臨時註冊 2007 謝培軍

30 陳旭新 臨時註冊 2002 馬再創

31 陳梓堯 臨時註冊 2002 馬再創

32 袁漢傑 臨時註冊 2006 蘇雪鈴

33 黃凱軒 臨時註冊 2002 馬再創

34 徐紹基 消防會 M6914 鄭偉倫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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