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2021年6月12日 至 2021年6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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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國君 臨時註冊 Target X 梁慶強 1 李樂妍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8 何倩文

2 陳冠天 M7817 中大會 陳佐丞 2 何雍婷 M8187S 屯門會 胡錦華

3 羅俊森 M8007S 中大會 陳佐丞 3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黃玉嫦

4 吳澤輝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2003 何仁傑 4 徐安琳 M8066S 科大會 陳振昇

5 敖君樂 臨時註冊 東九龍會 余漢華 5 張淨婷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6 楊家威 臨時註冊 東九龍會 余漢華 6 呂藹玲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7 潘向榮 臨時註冊 東九龍會 余漢華 7 陳紫澄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10 鄭鴻婷

8 陳志剛 M8126S 科大會 8 張曉雪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9 陳澄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7 鄭鴻婷 9 陸萱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0 陳啟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7 鄭鴻婷 10 劉穎心 M8178 致勝會 鄭鴻婷

11 陳柏存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9 鄭鴻婷 11 陳嘉敏 臨時註冊 個人 羅君道

12 劉俊軒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2 陳景瑤 臨時註冊 個人 溫浚杰

13 李世康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3 梁以芯 臨時註冊 個人 2009 何倩文

14 周子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2005 鄭鴻婷 14 李愷晴 臨時註冊 個人 2006 溫浚杰

15 曾緯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鄭鴻婷 15 羅晞晴 臨時註冊 個人 2010 何倩文

16 黃晉霆 臨時註冊 個人 2006 何倩文 16 劉嘉欣 臨時註冊 個人 盧偉燦

17  鄧偉舜 臨時註冊 個人 何倩文 17 郭麗明 臨時註冊 個人 黃子寧

18 黎希然 M7920 個人 趙啟途 18 梁晓莹 臨時註冊 培雅會 何國焜

19 陳耀宗 臨時註冊 個人 溫浚杰 19 黃珮姿 臨時註冊 培雅會 何國焜

20 陳家銘 臨時註冊 個人 2006 何仁傑 20 陳惠玲 M8132 博雅箭會 勞子平

21 王志良 M7952D 個人 黃玉嫦 21 葉思蔚 M7939S 博雅箭會 張嘉駿

22 陳繼宗 臨時註冊 個人 鄧顯立 22 賴怡文 M8135S 博雅箭會 勞子平

23 徐紹基 M6914 消防會 鄭偉倫 23 陳凱晴 M8156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4 梁智熹 M3796E 荃葵會 24 易潞璐 M7940 博雅箭會 張嘉駿

25 劉昇憲 臨時註冊 理大會 徐駿文 25 黃嘉怡 M8194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6 練俊運 M8193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6 梁樂羚 M8019D 童軍會 何麗冰

27 Dacasto, Giovanni M8217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7 王頴瑤 M7079 童軍會 何仁傑

28 徐則發 M8226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8 黃羲賢 M7080 童軍會 何仁傑

29 馮啟發 M8183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9 黃凱晴 臨時註冊 警察會 吳國榮

30 梁啟明 M8184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0 林婕 臨時註冊 警察會 吳國榮

31 李穎康 M8215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1 李佩雯 臨時註冊 個人 羅君道

32 Nikita TRAVIN M8186 港島東會 李璟琳 32 張佩儀 臨時註冊 個人 陳振昇

33 田景星 M8032 港島東會 譚建明

34 胡浩順 M7831E 童軍會 何麗冰

35 黎天祐 臨時註冊 童軍會 何仁傑

36 譚栢基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37 李尚智 M7456S 黃大仙會 2007 謝培軍

38 郭明遠 臨時註冊 黃大仙會 謝培軍

39 陳潁東 M7614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40 黃錦旗 M7894 箭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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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榮 M5053 九龍會 1 張曉彤 M7778 九龍會 黃立浩

2 何俊龍 M7815S 中大會 陳佐丞 2 駱鳳璇 M8108S 科大會 陳振昇

3 李漢庭 M8143S 中大會 3 余致 M8216S 羿曦會 溫浚杰

4 梁溢臻 M8076S 東青會 2005 楊安鍵 4 尹嘉琪 M8072 羿曦會 溫浚杰

5 Kumar Pankaj M6270 金信會 5 馮英結 M8188 致勝會 傅庭輝

6 楊嘉明 M7963 金信會 溫浚杰 6 黃麗羨 M8016 個人

7 Martelli Paolo Riccardo M8068 金信會 葉沛霖 7 黃敏瑤 M8080 個人 鄧顯立

8 周建鎔 M7574S 科大會 陳振昇 8 江茗麗 M8096S 個人 劉嘉昆

9 羅幹樺 M8109S 科大會 陳振昇 9 何思澄 M8097S 個人

10 胡奕林 M7530S 科大會 陳振昇 10 張淑儀 M8095S 個人 劉嘉昆

11 陳智暉 M8120 羿曦會 溫浚杰 11 鄭宓榆 M8049 博雅箭會 李嘉威

12 甘潤穎 M7885 致勝會 傅庭輝 12 陳小紅 M8051 博雅箭會 李嘉威

13 楊健文 M7584 致勝會 溫浚杰 13 區藹縈 M7770S 博雅箭會

14 陳滿堅 M7872 個人 鄧顯立 14 黃諾欣 M8008S 港大會

15 謝健威 M7360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5 陳穎琪 M6271 黃大仙會

16 張勇龍 M7896 博雅箭會

17 Dolai Josef M791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8 勞子峰 M8050 博雅箭會 李嘉威

19 林駿賢 M7956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0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1 王南洋 M7662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2 黃凱裕 M7203S 童軍會 2009 鄺添祺

23 黎志坤 M7511 童軍會

24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25 李榮珊 M4189 獅子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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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岐興 M6563E 九龍會 黃立浩 2 何倩清 M6931 北區會

3 杜嘉浩 M5136 屯門會 3 薛慧芝 M6564 金信會 徐斌銓

4 卓志鵬 M5916 北區會 4 黃婉柔 M7933 金信會 徐斌銓

5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5 黃慧寧 M7578S 科大會 陳振昇

6 曾廣健 M2821 沙田會 6 林樂儀 M6206S 科大會 方志行

7 藍國輝 M5588E 沙田會 7 鄧昊晴 M7807S 羿曦會 2003 溫浚杰

8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8 許惠敏 M7417 個人

9 林沛恒 M7454 金信會 9 符詠琳 M6573S 童軍會 2005 蒲彥蓁

10 郭昱麟 M4476 金信會 葉沛霖 10 馮沛穎 M6090S 德望會 李嘉威

11 陳卓男 M3900 青衣會 陳業欣

12 黃希賢 M4425 青衣會 徐駿文

13 陳早棠 M7258 致勝會 陳孔琼

14 曾嘉文 M7465 致勝會 陳孔琼

15 陳康 M7768 致勝會 陳孔琼

16 陳俊浩 M8063 致勝會 陳孔琼

17 林子權 M7475S 致勝會 陳孔琼

18 馬鈞樂 M7725 致勝會 陳孔琼

19 列家榮 M6399E 消防會 鄭偉倫

20 徐家麒 M7446S 理大會

21 劉俊熙 M7996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2 鄭煒儫 M8024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3 黃文浩 M7375S 港大會 林兆棠

24 何健楓 M7503 童軍會

25 關敏康 M5173 傷協會

26 徐漢生 M6429 獅子山會

27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28 黃敬文 M6174S 箭藝社 梁自強

29 張善智 M6552S 警察會 2004 吳國榮

30 黃錦成 M5721E 警察會 吳國榮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2021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2021年6月12日 至 2021年6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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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桂強 M2307 九龍會 1 陳嘉汶 M4975 九龍會

2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2 潘綺彤 M7263 中大會 溫浚杰

3 Tony Gin M1206E 九龍會 3 蘇雪鈴 M2410 屯門會 胡錦華

4 黃立浩 M0125E 九龍會 4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陳珏芸

5 莫匡堯 M2291 中大會 5 鄭政怡 M6101 致勝會 林兆棠

6 胡錦華 M0891E 屯門會 6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徐駿文

7 陳有恒 M7759 屯門會 溫浚杰 7 朱曼晴 M4438S 真光會 蒲彥蓁

8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8 王卓盈 M43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9 梁焯然 M4972S 北區會 徐駿文 9 方少佩 M2892 博雅箭會

10 葉天朗 M4705S 北區會 譚建明 10 韓憲茵 M3273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1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2004 徐駿文 11 何熙明 M6635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12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12 劉健儀 M4943 港島會 梁慶強

13 武磊 M6071 沙田會 李小榮 13 林淑貞 M5408 港島會 林兆棠

14 黃瑋傑 M6044S 沙專會 14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梁慶強

15 王焯然 M6113S 沙專會 黃子寧 15 張梓諾 M5961S 警察會 2003 吳國榮

16 文金星 M6107S 沙專會

17 邱志輝 M6565 卓山會 溫浚杰

18 黃崇天 M5370S 東青會 楊安鍵

19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陳珏芸

20 潘翼翔 M4403 東區動力

21 徐斌銓 M5635 金信會

22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23 李惠昌 M6308 金信會

24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25 黎德暉 M4927 星箭會 鄭偉倫

26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鄭偉倫

27 楊志峰 M4803 星箭會 鄭偉倫

28 陳賢翀 M6614 羿曦會 溫浚杰

29 鄧培生 M1131E 羿曦會

30 徐衛傑 M6099 羿曦會 溫浚杰

31 溫浚杰 M4099 羿曦會 陳業欣

32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33 吳新華 M6150 致勝會 徐駿文

34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 徐駿文

35 姚偉鷹 M5808S 致勝會 徐駿文

36 徐健強 M5117E 柴灣會 梅鈞成

37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38 梁傲喬 M6418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39 徐嘉榮 M392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40 李嘉威 M0741 博雅箭會

41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42 洪志樂 M7328S 港大會 林兆棠

43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譚建明

44 潘浩志 M7363 港島會 林兆棠

45 袁永昌 M4278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6 周志源 M5264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47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梁慶強

48 楊思浩 M6354 箭藝社

49 梁自強 M3032 箭藝社 陳金成

50 方金雄 M6877 箭藝社 梁自強

51 郭聖初 M4731 警察會

52 彭景賢 M0172E 警察會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2021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2021年6月12日 至 2021年6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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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柏銘 M4400 沙專會 黃子寧 1 黃梅君 M4711 個人

2 莫锦華 M7843 卓山會 李炳 2 謝穎嘉 M714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 陳仲樑 M6471 金信會 鄧金和 3 梁諾曦 M7903 博雅箭會 陳振昇

4 張國斌 M5638 金信會 4 鄭心宜 M4334S 博雅箭會 李嘉威

5 蘇子傑 M8047 致勝會 陳孔琼 5 翁沐茵 M8197D 傷協會 *傷健射手

6 馮鈺桓 M7949S 個人 2008 6 梁思嵐 M4316 傷協會 施陞儒

7 陳百樞 M7319 博雅箭會 麥智恆

8 方志行 M6141 博雅箭會 陳振昇

9 梁曉聰 M4948 獅子山會

10 康保麟 M4414S 鳳溪會

11 徐志有 M4942E 警察會

12 黃錦成 M5721E 警察會 吳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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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健銘 M7781 北區會 黃玉嫦 1 鄔思恩 M3506 北區會 黃華恩

2 關漢華 M1182 西北會 鄧金和 2 梁幸儀 M6249 西北會

3 武磊 M6071 沙田會 黃玉嫦 3 梁綽盈 M7549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4 王焯然 M6113S 沙專會 黃子寧 4 王諾彤 M5716 童軍會 賀觀元

5 文金星 M6107S 沙專會 5 王子珣 M1436 獅子山會 鄧金和

6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李炳

7 鄭科瑜 M6456 卓山會 李炳

8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9 楊學亮 M5933 金信會

10 何啟聰 M7700 金信會 鄧金和

11 曹怡駿 M7448 金信會 鄧金和

12 梁永鴻 M6955 致勝會 陳孔琼

13 王騫 M7837S 個人 2009 楊安鍵

14 馮曦源 M7947 個人

15 梁惠林 M6264E 消防會

16 鄭振華 M5328 消防會 鄭偉倫

17 葉志文 M3496 港島會

18 梁畋 M7674S 童軍會 2007 李守正

19 黃駿褀 M5717 童軍會 賀觀元

20 陳進添 M5405 傷協會 施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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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樂奇 M4980 九龍會 鄧金和 1 李頌恩 M4979 九龍會 鄧金和

2 李守正 M0102 九龍會 鄧金和 2 陳穎珩 M3757S 中大會 楊安鍵

3 李浩森 M3847 九龍會 鄧金和 3 陸燕衣 M2164 北區會

4 羅君道 M4133S 心誠會 4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黃華恩

5 彭涇行 M3277 心誠會 5 曾皓恩 M4382 西北會 鄧金和

6 黃子寧 M3254 心誠會 6 蔡尚民 M6876 西北會 陳孔琼

7 周振鴻 M2125E 北區會 7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狄裔瑾

8 何仁傑 M2559 北區會 何仁傑 8 林芯嵐 M7716S 沙田會 2008 童展波

9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陳孔琼 9 蔡婉龍 M2159D 東青會 李炳 *傷健射手

10 梁鈞祺 M6056S 北區會 2004 陳孔琼 10 程𤣰珣 M4553 東青會 楊安鍵

11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黃玉嫦 11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陳金成

12 李邁廷 M6047S 卓山會 李炳 12 倪淑敏 M4938 星箭會 廖衛剛

13 葉震揚 M6990S 東青會 2005 陳珏芸 13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陳孔琼

14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4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陳孔琼

15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15 潘昭宜 M4722 柴灣會 鄧金和

16 黃健生 M3669 星箭會 鄭偉倫 16 盧梓桐 M6700S 真光會 2003 李嘉威

17 黃溢塱 M5317S 星箭會 鄭偉倫 17 何卓瀅 M7828S 博雅箭會

18 陳業欣 M0865 羿曦會 18 楊芷齊 M4934S 港大會 楊安鍵

19 王卓曦 M6604S 胡兆熾會 劉嘉昆 19 沈潔蓓 M0185E 警察會 徐偉雄

20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陳孔琼 20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陳金成

21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陳孔琼 21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陳孔琼

22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23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24 列家榮 M6399E 消防會 鄭偉倫

25 鄒嘉華 M6907 博雅箭會

26 溫卓熙 M4548S 博雅箭會

27 何緯深 M7867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8 崔俊杰 M6340S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9 施陞儒 M4584 博雅箭會

30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1 立花澄直 M4750S 博雅箭會 施陞儒

32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3 李澤翹 M4620S 喇沙會 楊安鍵

34 張啟謙 M3472 喇沙會 楊安鍵

35 張卓昇 M3719 喇沙會 楊安鍵

36 魏宇澤 M5574S 傷協會

37 黃兆榮 M2890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38 危家銓 M3732D 傷協會 李嘉威 *傷健射手

39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鄧金和 *傷健射手

40 胡同生 M1141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41 魏澔遵 M5765S 聖保羅會 陳振昇

42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43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陳孔琼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女子複合弓中級組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2021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2021年6月12日 至 2021年6日27日

灣仔運動場

參加者名單

隊伍 姓名 射手編號 隊伍 姓名 射手編號

黃瑋傑 M6044S 陳孔琼 M1426

文金星 M6107S 甄家勁 M4149

王焯然 M6113S 鄭鴻婷 M3958

郭賢霽 M5532S 王顯章 M6345

潘煒晴 M5533S 施陞儒 M4584

黃崇天 M5370S 陳振昇 M2953

孫海清 M5639 黃子寧 M3254

Tony Gin M1206E 彭涇行 M3277

黃立浩 M0125E 羅君道 M4133S

李嘉威 M0741 李慧康 M1946

徐嘉榮 M3925 黃華恩 M1843

王卓盈 M4355 陸燕依 M2164

楊志峰 M4803 立花澄直 M4750S

陸文華 M6463 崔俊杰 M6340S

黎德暉 M4927 溫卓熙 M4548S

張啟謙 M3472

張卓昇 M3719

李澤翹 M4620

梁永鴻 M6955

張可怡 M6548

梁卓峰 M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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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有恒 M7759 屯門會 蘇雪鈴 M2410 1 唐樂奇 M4980 九龍會 李頌恩 M4979

黃崇天 M5370S 2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陸燕衣 M2164

郭賢霽 M5532S 3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黃玉嫦 M4960

鄭政怡 M6101 梁卓峰 M7015

黎雅詩 M7012 甄家勁 M4149

王卓盈 M4355 陳孔琼 M1426

方少佩 M2892

何熙明 M6635S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教練

1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鄧維新 M6671S 心誠會 蘇尹翎

2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黃玉寶 M7461 警察會 吳國榮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教練

1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李冠霆 臨時註冊 元朗區體育會 何倩文

2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張樂思 臨時註冊 個人 何仁傑

經抽籤後，以下射手未能參與賽事

未完成付款

未完成付款

4-5
張可怡

鄭鴻婷

原因

M6548

M3958

不獲參賽資格名單

4-5 博雅箭會
徐嘉榮

李嘉威

M3925

M0741

致勝會

雙人混合反曲弓組 雙人混合複合弓組

6 喇沙會

7 致勝會B

東青會2 潘煒晴 M5533S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3

4 博雅箭會 4 北區會

5 星箭會 5 博雅箭會B

2 東青會 2 博雅箭會A

3 九龍會 3 心誠會

團體反曲弓組 團體複合弓組

1 沙專會 1 致勝會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