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賽事選拔賽 (下半年)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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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供 1 曾淼騫 M5536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2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陳孔琼 2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3 武磊 M6071 沙田會 李小榮 3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陳孔琼

4 黃瑋傑 M6044S 沙專會 沒有提供 4 余曉彤 M6547 致勝會 陳孔琼

5 顏東銓 M6393 東青會 徐駿文 5 蒲彥蓁 M2323 真光會 楊安鍵

6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6 王卓盈 M4355S 博雅箭會 1998 陳振昇

7 徐斌銓 M5635 金信會 葉沛霖 7 朱皓澄 M5610S 港大會 林兆棠

8 居頌剛 M5471 金信會 葉沛霖 8 韓憲茵 M3273 港大會 林兆棠

9 張穎謙 M5696S 科大會 陳振昇 9 徐頌昕 M2933S 警察會 沈潔蓓

10 冼書洹 M5273S 科大會 陳振昇

11 溫梓杰 M3842 羿曦會 梅鈞成

12 溫浚杰 M4099S 羿曦會 陳孔琼

13 吳志遠 M6255 個人 沒有提供

14 李嘉威 M0741 博雅箭會 林兆棠

15 陳佐丞 M3423S 喇沙會 楊安鍵

16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17 鄭瑋釗 M5513S 港島東會 2001 譚建明

18 林兆棠 M027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19 關俊浩 M4750S 警察會 1997 沒有提供

20 王家樂 M4435S 警察會 1998 謝培軍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1 陳振雄 M5922 金信會 葉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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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穎彤 M4012S 心誠會 1997 沒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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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鄧金和 M3588 九龍會 葉沛霖 4 陸燕衣 M2164 沙田會 沒有提供

5 溫卓熙 M4548 北區會 1997 沒有提供 5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沒有提供

6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童展波

7 廖衛剛 M2306 沙田會 沒有提供 7 林沚瑩 M3836 卓山會 李炳

8 劉志鴻 M3712 卓山會 李炳 8 蔡婉龍 M2159D 東青會 李炳

9 陳銘恆 M3840 東青會 楊安鍵 9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沒有提供

10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0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陳孔琼

11 張啟謙 M3472 東青會 楊安鍵 11 蘇秀英 M6421 個人 童展波

12 許勝文 M3928 東青會 楊安鍵 12 徐碧珊 M1541 童軍會 楊安鍵

13 張國祖 M3304 東區動力 楊安鍵 13 陳思敏 M1718 警察會 戴海彬

14 潘翼翔 M4403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4 沈潔蓓 M0185 警察會 陳金成

15 梁永賜 M5893 金信會 鄧金和

16 葉沛霖 M1894 金信會 鄧金和

17 李梓峯 M4325S 星箭會 1997 沒有提供

18 黃嘉成 M5695S 科大會 趙子榮

19 葉文俊 M2857 胡兆熾會 陳珏芸

20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1997 陳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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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陳孔琼

23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24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25 張文傑 M3197 港大會 沒有提供

26 林永康 M5816 港大會 沒有提供

27 陳思齊 M4470S 港島東會 沒有提供

28 曹啟俊 M0706 港島會 沒有提供

29 施陞儒 M4584S 傷協會 沒有提供

30 關俊浩 M4750S 警察會 1997 沒有提供

31 徐偉雄 M0171 警察會 沈潔蓓

取消資格名單(欠款)

男子反曲弓組 女子反曲弓組

男子複合弓組 女子複合弓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