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4屆體育節 - 射箭錦標賽

2021年4月24日 至 2021年5月2日

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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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奕霖 M7613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1 羅晞晴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0 何倩文

2 梁煒 M7675S 東華三院李賜豪紀念小學 2010 李守正 2 梁以芯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9 何倩文

3 黃浩瑜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0 何倩文 3 何靖悠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10 鄧顯立

4 宋帕堯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10 何倩文 4 梁紫蕎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9

5 吳柏澔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9 鄧顯立 5 何昭文 M7218S 東華三院李賜豪紀念小學 2010 李守正

6 羅芍一 臨時註冊 東青會 2011 楊安鍵 6 唐瑞廷 M7326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7 陳柏存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9 陳孔琼 7 賴寳文 M8134S 博雅箭會 2009 陳振昇

8 黃子睿 臨時註冊 黃大仙會 2012 謝培軍

9 陳曜佑 臨時註冊 黃大仙會 2009 謝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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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徐駿文 1 符詠琳 M6573S 聖士提反書院 2005 蒲彥蓁

2 魯一嗚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5 莫雲開 2 譚芷翹 M6787S 德望會 李嘉威

3 陳灝勳 M7073S 喇沙會 2005 楊安鍵

4 曾卓然 M7096S 喇沙會 楊安鍵

5 何胤廷 M6653S 喇沙會 楊安鍵

6 趙凱銘 M7005S 鳳溪會 2005 石文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葉天朗 M4705S 北區會 譚建明

2 黃志楓 M7860S 羿曦會 溫浚杰

3 林子權 M7475S 致勝會 陳孔琼

4 潘銘恩 M6184S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徐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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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天溢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1 李樂研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2 李冠霆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2 胡卓錡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6 何倩文

3 鄧健亨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3 張慧渝 M6797S 孔聖堂中學 2007 鄺添祺

4 黃晉霆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6 何倩文 4 石璦瑜 M8081S 協恩中學 2007 陳振昇

5 丘慶霖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5 何倩文 5 李昭妍 M8083S 協恩中學 2007 陳振昇

6 郭營昌 M7708S 北區會 2008 莫雲開 6 招卓瑤 M8084S 協恩中學 2007 陳振昇

7 梁俊希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6 何仁傑 7 林愷均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7 陳振昇

8 Gosakan Sudharsan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8 何仁傑 8 陳曉嵐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5 陳振昇

9 蔣昊翀 臨時註冊 東青會 2007 楊安鍵 9 陳姵彤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6 陳振昇

10 陳志剛 M8126S 科大會 陳振昇 10 呂學蘊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6 陳振昇

11 陳啟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7 陳孔琼 11 蔡梓瑩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6 陳振昇

12 文馭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徐駿文 12 鄺以琳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6 陳振昇

13 林煒炎 M7900S 基督教崇真中學 2007 溫浚杰 13 蘇詠思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5 陳振昇

14 蘇晉騫 M8021S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14 任睿琪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5 陳振昇

15 林愉程 M7546S 喇沙會 2006 楊安鍵 15 張雅晴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5 陳振昇

16 張浩均 M6798S 童軍會 鄺添祺 16 周海寧 臨時註冊 協恩中學 2005 陳振昇

17 何俊一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2007 梁自強 17 王雋穎 臨時註冊 金信會 2006 葉沛霖

18 陳浩文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梁自強 18 徐安琳 M8066S 科大會 陳振昇

19 朱俊傑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梁自強 19 駱鳳璇 M8108S 科大會 陳振昇

20 李泓歷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2005 梁自強 20 沈泳津 M8119S 科大會 陳振昇

21 陳栢軒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梁自強 21 林筱雅 M8137S 科大會 陳振昇

22 黎俊灝 臨時註冊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梁自強 22 余致 臨時註冊 羿曦會 溫浚杰

23 方正行 M7589S 箭藝社 2008 梁自強

24 陳潁東 M7614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25 楊卓衡 M7619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26 馮梓翹 M7622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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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溢臻 M8076S 東青會 2005 梁自強 1 陳幾兒 M7873S 元朗區體育會 2007 何倩文

2 黃嶽洋 M7983S 喇沙會 2007 楊安鍵 2 柏婉慈 M7773S 北區會 2007 莫雲開

3 何昱文 M7350S 童軍會 鄺添祺 3 沈穎欣 M6091S 博雅箭會 李嘉威

4 黃凱裕 M7203S 新加坡國際學校 2009 鄺添祺

5 施子鋒 M6992S 鳳溪會 石文龍

6 梁家聰 M8148S 鳳溪會 2005 石文龍

7 黃靖熙 M7458S 博雅箭會 2005 麥智恆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幼年組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幼年組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少年組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少年組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青年組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男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初級組



 第64屆體育節 - 射箭錦標賽

2021年4月24日 至 2021年5月2日

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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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漢庭 M8143S 中大會 陳佐丞 1 林熹瑤 M7994S 中大會

2 何俊龍 M7815S 中大會 陳佐丞 2 馮子睿 M8009 屯門會 胡錦華

3 陳冠天 臨時註冊 中大會 陳佐丞 3 張佩儀 臨時註冊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振昇

4 司徒煥松 臨時註冊 中大會 陳佐丞 4 陳景瑤 臨時註冊 羿曦會 溫浚杰

5 文諾賢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5 張淨怡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6 張建邦 M7764 屯門會 胡錦華 6 張淨婷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7 秦家俊 M7838 屯門會 黃玉嫦 7 馮英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8 Martelli Paolo Riccardo M8068 金信會 葉沛霖 8 鍾美珍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9 陳晉駒 M7986E 金信會 徐斌銓 9 陸萱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0 羅幹樺 M8109S 科大會 陳振昇 10 莫曉媛 臨時註冊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徐駿文

11 鄭柏熹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1 張淑儀 M8095S 個人 劉嘉昆

12 黃俊傑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2 江茗麗 M8096S 個人 劉嘉昆

13 葉浩政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3 何思澄 M8097S 個人 劉嘉昆

14 楊健文 M7584 致勝會 溫浚杰 14 王康晴 M7532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15 曾緯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5 許心儀 M7565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16 蔡浩廣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6 陳寶晴 M7736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17 楊以冲 臨時註冊 個人 徐斌銓 17 吳樂謠 M7805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18 彭健棠 臨時註冊 個人 溫浚杰 18 樊妙琪 M7846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19 梅軼 臨時註冊 個人 何國焜 19 梁紫茵 M7847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20 Alexander Crebbin 臨時註冊 個人 徐斌銓 20 梁凱晴 M7848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21 胡洛文 臨時註冊 個人 21 梁樂琪 M7850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22 陳展鋒 臨時註冊 個人 22 黃宣嵐 M8057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23 鄧偉舜 臨時註冊 個人 何倩文 23 何卓茵 M8069S 真光會 2007 蒲彥蓁

24 梁智熹 M3796E 荃葵會 24 黃麗羨 M8016 培雅會 何國焜

25 馮曦源 M7947 培雅會 何國焜 25 黎珮詩 M7962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6 勞子峰 M8050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6 鄭宓榆 M8049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7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7 陳小紅 M8051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8 Dolai Josef M791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8 陳惠玲 M8132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9 伍景熙 M7788 港島東會 譚建明 29 楊樂懿 M7582S 童軍會 2006 鄺添祺

30 黎富根 M7076 童軍會 吳志聰 30 梁婉玲 M7598 童軍會 吳志聰

31 張詠良 M7599 童軍會 吳志聰 31 李知娟 M8141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32 李尚智 M7456S 黃大仙會 2007 謝培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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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 Ho Yuen M8139 北區會 鄧顯立 1 譚藹文 M7269 北區會 鄧顯立

2 Kumar Pankaj M6270 金信會 葉沛霖 2 黃婉柔 M7933 金信會 徐斌銓

3 郭昱麟 M4476 金信會 葉沛霖 3 邵愷瑩 M8061 金信會

4 李國謙 M7959E 金信會 徐斌銓 4 尹嘉琪 M8072 羿曦會 溫浚杰

5 譚錦鋒 M8073 羿曦會 溫浚杰 5 羅德欣 M8055 致勝會 傅庭輝

6 阮浩淼 M8079 羿曦會 溫浚杰 6 黃敏瑤 M8080 個人 鄧顯立

7 甘潤穎 M7885 致勝會 傅庭輝 7 鄧嘉晞 M7601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8 陳俊浩 M8063 致勝會 傅庭輝 8 楊洛遙 M7525S 真光會 2006 蒲彥蓁

9 梁澤恩 M8054 致勝會 傅庭輝 9 鄺惠愉 M6952S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10 王檢恒 M8029 致勝會 傅庭輝 10 梁綽盈 M754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1 陳學琛 M6994 致勝會 傅庭輝 11 區藹縈 M7770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2 陳滿堅 M7872 個人 鄧顯立 12 黃諾欣 M8008S 港大會 林兆棠

13 朱啟聰 M7414 消防會 吳兒靜 13 陳婉華 M3968D 傷協會 施陞儒

14 劉俊熙 M7996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5 鄭煒儫 M8024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6 黎志坤 M7511 童軍會

17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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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梓垣 M6537 九龍會 1 歐陽惠華 M6625 九龍會 陳國新

2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2 何倩清 M6931 北區會

3 曾廣健 M2821 沙田會 3 薛慧芝 M6564 金信會 徐斌銓

4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4 杜宇霞 M6647 致勝會 陳孔琼

5 林沛恒 M7454 金信會 5 許惠敏 M7417 個人

6 林啟進 M5268 青衣會 6 楊燕冰 M7332 港島會 鄧顯立

7 馮劍英 M0626 星箭會 鄭偉倫

8 陳建成 M7490S 致勝會 徐駿文

9 曾嘉文 M7465 致勝會 陳孔琼

10 陳康 M7768 致勝會 陳孔琼

11 徐家麒 M7446S 理大會

12 劉偉康 M7056 博雅箭會

13 黃文浩 M7375S 港大會 林兆棠

14 潘浩志 M7363 港島會 林兆棠

15 何健楓 M7503 童軍會

16 關敏康 M5173 傷協會

17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18 康保麟 M4414S 鳳溪會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第64屆體育節 - 射箭錦標賽

2021年4月24日 至 2021年5月2日

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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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Gin M1206E 九龍會 1 潘綺彤 M7263 中大會 溫浚杰

2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2 蘇雪鈴 M2410 屯門會 胡錦華

3 陳有恒 M7759 屯門會 溫浚杰 3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陳珏芸

4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4 李天琳 M6571 金信會 葉沛霖

5 梁焯然 M4972S 北區會 徐駿文 5 陳美琪 M6549 星箭會 鄭偉倫

6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徐駿文 6 鄭政怡 M6101 致勝會 林兆棠

7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7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徐駿文

8 武磊 M6071 沙田會 李小榮 8 朱曼晴 M4438S 真光會 蒲彥蓁

9 黃瑋傑 M6044S 沙專會 9 方少佩 M2892 博雅箭會

10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陳珏芸 10 韓憲茵 M3273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1 李惠昌 M6308 金信會 葉沛霖 11 王卓盈 M43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2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13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14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鄭偉倫

15 溫浚杰 M4099 羿曦會 陳業欣

16 陳賢翀 M6614 羿曦會 溫浚杰

17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18 吳新華 M6150 致勝會 徐駿文

19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 徐駿文

20 姚偉鷹 M5808S 致勝會 徐駿文

21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22 徐嘉榮 M392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3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24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譚建明

25 林兆棠 M0278 港島會

26 袁永昌 M4278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27 何國焜 M4582 獅子山會

28 方金雄 M6877 箭藝社 梁自強

29 郭聖初 M4731 警察會

30 彭景賢 M0172E 警察會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梁鈞祺 M6056S 北區會 陳孔琼

2 葉震揚 M6990S 東青會 2005 陳珏芸

3 劉啓弢 M6934S 港島會 2007 劉國昌

4 王騫 M7837S 鮮魚行學校 2009 楊安鍵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梁畋 M7674S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2007 李守正

2 馮鈺桓 M7949S 培雅會 2008 鄧淑群

3 陳泉志 M7235S 鳳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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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漢華 M1182 西北會 1 鄔思恩 M3506 北區會 黃華恩

2 武磊 M6071 沙田會 2 馮昱蕎 M8140S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2005 楊蔓山

3 莫锦華 M7843 卓山會 李炳 3 陳詩蕎 M7314S 星箭會 2007 廖衛剛

4 陳仲樑 M6471 金信會 4 黃梅君 M4711 個人

5 楊學亮 M5933 金信會 葉沛霖 5 陳樂琳 M8070S 真光會 2007 李嘉威

6 何啟聰 M7700 金信會 6 張天嵐 M6959S 真光會 2005 李嘉威

7 吳聲輝 M5688 金信會 7 羅芷澄 M7524S 真光會 2005 李嘉威

8 蘇子傑 M8047 致勝會 陳孔琼 8 陳梓晴 M7787S 真光會 2005 李嘉威

9 梁永鴻 M6955 致勝會 陳孔琼 9 謝穎嘉 M714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0 楊逸 M7067S 港島會 2011 楊蔓山 10 陳寶華 M714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1 馮曦源 M7947 個人 11 紀素英 M8121D 傷協會 李守正

12 陳百樞 M7319 博雅箭會 麥智恆

13 陳進添 M5405 傷協會

14 徐志有 M4942E 警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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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鴻 M2125E 北區會 1 梁幸儀 M6249 西北會

2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李炳 2 蔡尚民 M6876 西北會

3 鄭科瑜 M6456 卓山會 李炳 3 林芯嵐 M7716S 沙田會 2008 童展波

4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4 王敏樺 M4733 星箭會 鄭偉倫

5 曹怡駿 M7448 金信會 5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陳孔琼

6 梁綽盈 M754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7 秦美怡 M7065 港島會 楊蔓山

8 王子珣 M1436 獅子山會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女子複合弓中級組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男子青少年複合弓初級組

男子青少年複合弓少年組



 第64屆體育節 - 射箭錦標賽

2021年4月24日 至 2021年5月2日

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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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森 M3847 九龍會 1 李頌恩 M4979 九龍會

2 羅君道 M4133S 心誠會 黃子寧 2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黃華恩

3 黃子寧 M3254 心誠會 羅君道 3 曾皓恩 M4382 西北會

4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黃子寧 4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狄裔瑾

5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5 蔡婉龍 M2159D 東青會 李炳

6 周迪文 M6698 西北會 6 李昀怡 M4986 星箭會 鄭偉倫

7 余力恆 M5269 西北會 黃惠源 7 倪淑敏 M4938 星箭會 廖衛剛

8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黃玉嫦 8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陳孔琼

9 李邁廷 M6047S 卓山會 李炳 9 潘昭宜 M4722 柴灣會

10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0 盧梓桐 M6700S 真光會 李嘉威

11 葉沛霖 M1894 金信會 11 練旖琦 M4011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2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12 楊芷齊 M4934S 港大會 楊安鍵

13 黃健生 M3669 星箭會 鄭偉倫 13 沈潔蓓 M0185E 警察會 徐偉雄

14 李梓峯 M4325 星箭會 鄭偉倫

15 黃溢塱 M5317S 星箭會 鄭偉倫

16 陸國恒 M5050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17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陳孔琼

18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陳孔琼

19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20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21 立花澄直 M4750S 博雅箭會 施陞儒

22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3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24 施陞儒 M4584 博雅箭會

25 張卓昇 M3719 喇沙會 楊安鍵

26 林兆棠 M0278 港島會

27 危家銓 M3732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28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傷健射手

29 胡同生 M1141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30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31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陳孔琼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教練

1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古嘉渝 M7527S 真光會 蒲彥蓁

2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鄭曉蔚 M4353 真光會

3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黃志楓 M7860S 羿曦會 溫浚杰

4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楊嘉明 M7963 金信會 溫浚杰

5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施子鋒 M6992S 鳳溪會 石文龍

6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葉志文 M3496 港島會

7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李愷晴 臨時註冊 基督教國際學校

8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張樂恩 臨時註冊 個人

9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梁樂羚 M8019 童軍會 何麗冰

10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何臻藍 M7824S 東青會 陳珏芸

11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羅臻 M7545S 喇沙會 楊安鍵

12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羅晞朗 M7559S 喇沙會 楊安鍵

13 男子青少年複合弓初級組 陶樂仁 M6915S 喇沙會 楊安鍵

14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佩雯 臨時註冊 個人 羅君道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1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唐樂奇 M4980

2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李守正 M0102

3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吳新華 M6150

4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黃兆榮 M2890D

5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張啟謙 M3472

6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黃瑋傑 M6044S

7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陳慧茵 M6305

8 女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吳卓喬 臨時註冊

9 男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 司徒泳熙 臨時註冊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未完成付款

未續會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未續會

未續會

未完成付款

未完成付款

未續會

未續會

未完成付款

不獲參賽資格名單

原因

欠身份證明文件

未完成付款

未完成付款

未完成付款

欠教練簽署

教練

經抽籤後，以下射手未能參與賽事

九龍會

九龍會

屬會

協恩中學

北區會

陳孔琼

李浩森

楊安鍵

羅君道

陳孔琼

陳振昇

鄧顯立

致勝會

傷協會

東青會

沙專會

警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