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組別 原因

1 周濟棠 M7132 獅子山會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沒有教練簽名/屬會蓋印

2 李卓睿 M5874 西北會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沒有教練簽名/屬會蓋印

3 蕭卓然 臨時註冊 集英會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沒有教練簽名/屬會蓋印

4 楊思浩 M6354 箭藝社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欠款

5 溫梓杰 M3842 羿曦會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欠款

6 王焯然 M6113S 沙專會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欠款

7 黃健生 M3669 港島東會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欠款

8 趙柏銘 M4400S 沙專會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欠款

9 李志豪 M5466 西北會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欠款

不獲參加名單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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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汶皓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0 何倩文 1 游桂芳 M7104 九龍會 沒有提供

2 朱嘉諾 M7245 北區會 鄧佩瑤 2 李佳玲 臨時註冊 北區會 何倩文

3 李樹明 M7246 北區會 鄧佩瑤 3 許惠敏 臨時註冊 北區會 何倩文

4 黃成杰 M6976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何圓莊 M7251S 北區會 2004 李淑筠

5 林國鑫 M6967 卓山會 李炳 5 羅諾瑤 M7256S 北區會 2005 李淑筠

6 龍振邦 M7099 金信會 葉沛霖 6 冼嘉慧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7 蘇國濤 臨時註冊 南島中學 2003 李嘉威 7 王詠珩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7 傅庭輝

8 張定邦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8 周詠琴 M6942 消防會 鄭偉倫

9 陳浩銘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9 楊燕冰 臨時註冊 港島會 林淑貞

10 凌瑋磯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0 謝欣穎 M6815S 德望會 2000 李嘉威

11 楊永富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1 陳希敏 臨時註冊 箭藝社 梁自強

12 區梓桓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2 劉韋君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005 何倩文

13 廖智豪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3 周樂旻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1998 鄧佩瑤

14 鐘景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4 溫梓杰 14 陳慧欣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1999 鄧佩瑤

15 鍾景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6 溫梓杰

16 鍾偉龍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7 池凱麒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8 何宇程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9 陳新源 M6940 消防會 鄭偉倫

20 黃慶雲 M6941 消防會 鄭偉倫

21 徐紹基 M6914 消防會 鄭偉倫

22 梁智熹 M3796E 荃葵會 沒有提供

23 鍾繼源 M7093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4 梁家瑋 臨時註冊 港大會 林兆棠

25 鄧偉強 M5335 童軍會 吳順興

26 尹潤平 臨時註冊 箭藝社 2001 梁自強

27 黃文瀚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何倩文

28 王洪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梁慶強

29 葉梓聰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003 蘇雪鈴

30 鄧進謙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1999 何倩文

31 葉愷勤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梁自強

32 葉景進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001 穆孝德

33 陳澤希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003 穆孝德

34 盧仰山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2004 穆孝德

35 梁栢聲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沒有提供) 梁慶強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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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梓垣 M6537 九龍會 陳國新 1 歐陽惠華 M6625 九龍會 陳國新

2 吳志榮 M5053 九龍會 沒有提供 2 陳寶琳 M6943S 中大會 沒有提供

3 王藝森 M6478 九龍會 沒有提供 3 甘曉婷 M5680S 屯門會 1998 蘇雪鈴

4 杜嘉浩 M5136 屯門會 沒有提供 4 何倩清 M6931 北區會 沒有提供

5 李湘勤 M6930 北區會 沒有提供 5 陳穎琪 M6271S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李一鵬 G7213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薛皓敏 M7121 北區會 沒有提供

7 吳祥輝 M7122E 北區會 沒有提供 7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沒有提供

8 黃子晴 M6893S 北區會 鄧敏儀 8 丰志潔 M7174S 科大會 1998 陳振昇

9 吳浩瑋 M6575 全能會 吳家柱 9 李苑珊 M7039 致勝會 鄭鴻婷

10 董大海 M5842 西北會 沒有提供 10 潘鍶惠 M7070 致勝會 鄭鴻婷

11 楊揚 M6515 金信會 葉沛霖 11 張蒴 M6953 個人 李小榮

12 洪可達 M7264 金信會 葉沛霖 12 唐晞桐 M6500S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13 Kumar Pankaj M6270 金信會 葉沛霖 13 香茜菲 M5295S 港大會 沒有提供

14 郭志興 M4735 星箭會 鄭偉倫 14 陳鈺淇 M6111S 港島會 2002 徐駿文

15 馮德發 M7066S 科大會 1999 陳振昇 15 郭嘉芝 M5877S 傷協會 沒有提供

16 曹永譽 M7265S 致勝會 2000 鄭鴻婷 16 蔡晞雯 M6458S 傷協會 2002 馬再創

17 黃耀榮 M7014 致勝會 鄭鴻婷 17 李寶珩 M4605E 警察會 沒有提供

18 Fischer Dylan Wei Ying M5808S 致勝會 2003 鄭鴻婷

19 鄭寶倫 M7040 致勝會 鄭鴻婷

20 陳學琛 M6994 致勝會 鄭鴻婷

21 揭啟斌 M7064 致勝會 鄭鴻婷

22 盧德富 M0152 荃葵會 沒有提供

23 袁兆發 M4597 理大會 梅鈞成

24 李祖寧 M5287 理大會 沒有提供

25 何子鋒 M5673 港島東會 譚建明

26 劉偉康 M7056 港島東會 沒有提供

27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譚建明

28 陳錦威 M1652 童軍會 鄺添祺

29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沒有提供

30 關敏康 M5173 傷協會 沒有提供

31 徐漢生 M6429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32 黃家威 M5601 警察會 吳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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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輝 M1022 西北會 黃惠源 1 司徒嘉琪 M5307 北區會 鄧佩瑤

2 葉威珈 M2473 理大會 沒有提供 2 梁幸儀 M6249 西北會 沒有提供

3 梁傲喬 M6418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3 廖小玲 M3988 卓山會 李炳

4 馮國安 M4774 港島會 沒有提供 4 何煒婷 M5034S 真光會 2000 李嘉威

5 吳朗廷 M6449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5 鄭詠瑤 M5035S 真光會 1999 李嘉威

6 徐志有 M4942E 警察會 沒有提供 6 葉少芳 M6314 港島會 楊蔓山

7 陳敏賢 M0178 警察會 沒有提供 7 張健卿 M3564 童軍會 陳金成

8 陳琼 M1148 警察會 沒有提供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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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懷清 M5304 中大會 陳佐丞 1 蘇家玉 M6505S 中大會 1998 馬再創

2 陳健龍 M3149S 心誠會 沒有提供 2 劉卓盈 M5986S 北區會 2003 沒有提供

3 潘暘彤 G6764 北區會 沒有提供 3 何靜韻 M6961S 北區會 2001 周振鴻

4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何倩文 4 李天琳 M6571 金信會 葉沛霖

5 葉天朗 M4705S 北區會 2002 譚建明 5 陳美琪 M6549 星箭會 沒有提供

6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2004 沒有提供 6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沒有提供

7 李泰 M0901E 北區會 沒有提供 7 林凱珊 M5773 理大會 梅鈞成

8 周瑞林 M6465 全能會 沒有提供 8 何熙明 M6635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9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沒有提供 9 符詠琳 M6573S 童軍會 2005 蒲彥蓁

10 鍾鳴 M5684E 沙田會 何勁國 10 陳凱彤 M6531 黃大仙會 沒有提供

11 藍國輝 M5588E 沙田會 沒有提供 11 王雅娜 M5828 箭藝社 梁自強

12 余復興 M5582 沙田會 梁慶強

13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李炳

14 楊榮光 M5189E 東區動力 沒有提供

15 古岐興 M6563 金信會 葉沛霖

16 潘世杰 G6746 金信會 沒有提供

17 蘇文煇 M6236 金信會 葉沛霖

18 邱志輝 M6565 金信會 葉沛霖

19 林文水 M3053 星箭會 鄭偉倫

20 洪健樺 M6752S 科大會 陳振昇

21 方志行 M6141S 科大會 陳振昇

22 梁永鴻 M6955 致勝會 沒有提供

23 鄔志恒 M6646 致勝會 沒有提供

24 吳新華 M6150 致勝會 陳孔琼

25 黎梓健 M7090 致勝會 沒有提供

26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 沒有提供

27 蔡劍霆 M6783 致勝會 沒有提供

28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鄭鴻婷

29 梁惠林 M6264E 消防會 梁自強

30 列家榮 M6399 消防會 鄭偉倫

31 張家祈 M6929 荃葵會 陳志雄

32 高文傑 M5819 理大會 梅鈞成

33 姚柏東 M6023S 理大會 沒有提供

34 李淳基 M67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5 徐嘉榮 M392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6 梁立賢 M5267 港大會 林兆棠

37 何達明 M6349E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8 章秉耕 M4926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9 吳志聰 M5332 童軍會 沒有提供

40 關鼎協 M4276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1 林燦榮 M5480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2 鄭玨恒 M5689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3 詹偉光 M4528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44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45 周漢聰 M0731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46 方金雄 M6877 箭藝社 梁自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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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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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新 M1143 九龍會 沒有提供 1 陳嘉汶 M4975 九龍會 沒有提供

2 陳桂強 M2307 九龍會 梅鈞成 2 蘇雪鈴 M2410 屯門會 胡錦華

3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3 李昀怡 M4986S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江成光 M3826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楊瑞貞 M3795 全能會 吳家柱

5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5 曾淼騫 M5536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6 董世文 M6522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7 鄭文輝 M4246 全能會 沒有提供 7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陳金成

8 吳家柱 M0156 全能會 沒有提供 8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陳孔琼

9 余力恆 M5269 西北會 黃惠源 9 余曉彤 M6547 致勝會 陳孔琼

10 武磊 M6071 沙田會 李小榮 10 何淑平 M2916 消防會 陳金成

11 林志青 M4809 沙專會 沒有提供 11 潘昭宜 M4722 理大會 梅鈞成

12 許凱聰 M3717S 東青會 2000 楊安鍵 12 韓憲茵 M3273 博雅箭會 林兆棠

13 顏東銓 M6393 東青會 楊安鍵 13 王卓盈 M4355S 博雅箭會 1998 陳振昇

14 潘翼翔 M4403 東區動力 沒有提供 14 朱皓澄 M5610 港大會 林兆棠

15 劉衛健 M5955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5 林淑貞 M5408 港島會 林兆棠

16 劉的名 M4920E 金信會 沒有提供 16 劉健儀 M4943 港島會 沒有提供

17 居頌剛 M5471 金信會 葉沛霖 17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沒有提供

18 徐斌銓 M5635 金信會 沒有提供 18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梁慶強

19 楊學亮 M5933 金信會 葉沛霖

20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21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沒有提供

22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23 楊志峰 M4803 星箭會 鄭偉倫

24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沒有提供

25 冼書洹 M5273 科大會 陳振昇

26 鄧培生 M1131E 羿曦會 沒有提供

27 譚子榮 M6545 致勝會 陳孔琼

28 雷日昇 M6137 致勝會 陳孔琼

29 吳志遠 M6255 個人 沒有提供

30 徐健強 M5117 柴灣會 梅鈞成

31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32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33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林兆棠

34 陳佐丞 M3423S 喇沙會 楊安鍵

35 黃崇天 M5370S 喇沙會 2001 楊安鍵

36 李俊豪 M6145S 港大會 林兆棠

37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38 林兆棠 M027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9 馮永楷 M439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40 許錫堅 M0907E 港島會 陳金成

41 周志源 M5264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2 袁永昌 M4278D 傷協會 李嘉威

43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梁慶強

44 梁偉明 M4742 綠林會 陳金成

45 王家樂 M4435 警察會 1998 謝培軍

46 彭景賢 M0172 警察會 沒有提供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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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鴻 M2125 北區會 沒有提供 1 鄺婉姍 M3846 九龍會 鄧金和

2 吳頌堅 M0051 西北會 陳金成 2 蘇尹翎 M2804 心誠會 沒有提供

3 陸錦波 M0232E 沙田會 沒有提供 3 王敏樺 M4733S 星箭會 鄭偉倫

4 梁晉熙 M5591S 沙田會 2003 童展波 4 吳兒靜 M6262 消防會 孔慶照

5 黎志立 M3266 沙田會 沒有提供

6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林沚瑩

7 鄭科瑜 M6456 卓山會 李炳

8 楊榮光 M5189E 東區動力 沒有提供

9 畢倬維 M6848S 星箭會 2001 鄭偉倫

10 林展鋒 M5826S 胡兆熾會 2001 劉嘉昆

11 黎頌陽 M6480 致勝會 陳孔琼

12 陳至鴻 M7211S 個人 2001 李嘉威

13 鄭振華 M5328 消防會 沒有提供

14 蘇景堯 M3051 消防會 鄭偉倫

15 梁惠林 M6264E 消防會 鄭偉倫

16 列家榮 M6399 消防會 鄭偉倫

17 鄭瑋釗 M5513S 港島東會 2001 譚建明

18 李逢生 M4843E 港島會 盧偉燦

19 羅卓偉 M3330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20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楊安鍵

21 梁自強 M3032 箭藝社 陳金成

22 鄭健恒 M1149E 警察會 陳金成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女子複合弓中級組



2018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灣仔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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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守正 M0102 九龍會 鄧金和 1 李頌恩 M4979 九龍會 鄧金和

2 唐樂奇 M4980 九龍會 鄧金和 2 楊希文 M3821 北區會 鄧金和

3 李浩森 M3847 九龍會 鄧金和 3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姜宇東 G6763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鍾笑琼 M1045 西北會 沒有提供

5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沒有提供 5 陸燕衣 M2164 沙田會 沒有提供

6 溫卓熙 M4548S 北區會 施陞儒 6 劉芷芯 M4700S 沙田會 1998 廖衛剛

7 鄭文輝 M4246 全能會 沒有提供 7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沒有提供

8 周迪文 M6698 西北會 沒有提供 8 劉芷晴 M4701S 沙田會 2000 廖衛剛

9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沒有提供 9 倪淑敏 M4938 沙田會 廖衛剛

10 廖衛剛 M2306 沙田會 沒有提供 10 陳嘉慧 M3264 沙田會 沒有提供

11 劉志鴻 M3712 卓山會 李炳 11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童展波

12 陳銘恆 M3840 東青會 楊安鍵 12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童展波

13 趙步安 M3631 東青會 楊安鍵 13 林沚瑩 M3836 卓山會 李炳

14 陳文強 M2365 東青會 楊安鍵 14 蔡潔紅 M5190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5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5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陳金成

16 許勝文 M3928 東青會 楊安鍵 16 馮薏樂 M5451S 胡兆熾會 2001 陳孔琼

17 張啟謙 M3472 東青會 楊安鍵 17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陳孔琼

18 潘翼翔 M4403 東區動力 沒有提供 18 何淑平 M2916 消防會 陳金成

19 梁永賜 M5893 金信會 鄧金和 19 鄧莉珈 M4114S 真光會 李嘉威

20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沒有提供 20 練旖琦 M4011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1 劉小光 G3415 星箭會 沒有提供 21 黎煒之 M3733D 傷協會 沒有提供

22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22 沈潔蓓 M0185 警察會 沒有提供

23 黃溢塱 M5317S 星箭會 2000 鄭偉倫 23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陳金成

24 李梓峯 M4325S 星箭會 鄭偉倫

25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26 劉鴻軒 (Lau Ethan Michael) M5666S 致勝會 2000 陳孔琼

27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28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陳孔琼

29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30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31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2 張昊 M6629 博雅箭會 沒有提供

33 鄧彥明 M6173 港島東會 沒有提供

34 陳思齊 M4470 港島東會 譚建明

35 彭國安 M281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6 楊蔓山 M0876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7 馮永楷 M439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8 黃兆榮 M2890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39 胡同生 M1141D 傷協會 沒有提供 傷健射手

40 危家銓 M3732D 傷協會 李嘉威

41 施陞儒 M4584S 傷協會 溫卓熙

42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沒有提供 傷健射手

43 關俊浩 M4750S 警察會 沒有提供

44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陳孔琼

45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46 何永佳 M4030 警察會 沒有提供

47 柳美欽 M4454 警察會 沈潔蓓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