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東區射箭比賽

2020年1月12日(星期日)

小西灣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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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健銘 M7781 北區會 黃玉嫦 1 柏婉慈 M7773S 北區會 2007 莫雲開
2 鄧偉舜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何倩文 2 梁恒之 M7709S 西貢區體育會 2006 沈潔蓓
3 張定忠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2 溫梓杰 3 楊凱如 沒有提供 西貢區體育會 2006 沈潔蓓
4 葉沛樂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1 溫梓杰 4 林影雪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溫梓杰
5 余嘉逸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2 溫梓杰 5 黃紫桁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5 穆孝德
6 溫展宇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1 馬再創 6 賴思勤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6 穆孝德
7 盧仰山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4 穆孝德 7 溫穎雯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6 穆孝德
8 劉譽鋒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6 梁秉賢 8 李影淘 沒有提供 沒有提供 2006 沈潔蓓
9 卓嘉禮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6 梁秉賢 9 林沚瑩 M3836 卓山會 李炳

10 馮子曦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5 梁秉賢 10 Clarecia, Teresita Gabriel M7657E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1 顧清強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7 梁秉賢 11 吳嘉倩 M7505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2 黃雋喬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6 梁秉賢 12 霍玉貞 M7580 東區動力 盧偉燦
13 曾立言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7 梁秉賢 13 黃諾欣 沒有提供 港大會 2000 林兆棠
14 鄭至峰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5 梁秉賢 14 林嘉敏 沒有提供 集英射箭會 梁慶強
15 羅朗燊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3 梁秉賢 15 尹雅琪 沒有提供 黃大仙會 謝培軍
16 劉彥匡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7 梁秉賢 16 林綺思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2 溫浚杰
17 廖子進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7 梁秉賢 17 梁玥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4 溫浚杰
18 何承駿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7 梁秉賢 18 吳雪晴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6 溫浚杰
19 許仁龍 沒有提供 拔萃男書院 2006 梁秉賢 19 梁欣諾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3 溫浚杰

20 楊家威 M7055 東九龍會 余漢華 20 林敏言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6 溫浚杰

21 潘向榮 M7050 東九龍會 余漢華
22 敖君樂 M7514 東九龍會 余漢華
23 文鎮邦 沒有提供 東區動力 盧偉燦
24 劉達華 M7753 金信會 葉沛霖
25 林煒炎 沒有提供 金信會 2007 溫浚杰
26 徐紹基 M6914 消防會 鄭偉倫
27 梁智熹 M3796E 荃葵射箭會 沒有提供
28 黎志坤 M7511 童軍會 葉銘光
29 余偉基 M4631E 童軍會 鄺添祺
30 梁健生 M7621 童軍會 鄺添祺
31 梁煒 M7675S 童軍會 2010 鄺添祺
32 何國詩 沒有提供 黃大仙會 謝培軍
33 李尚智 M7456S 黃大仙會 2007 謝培軍
34 李心然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6 溫浚杰
35 蔡啟源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5 溫浚杰
36 麥高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6 溫浚杰
37 馮在希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6 溫浚杰
38 劉子健 沒有提供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5 溫浚杰

39 梁樂庭 M7284 獅子山會 周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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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一鳴 M7859S 北區會 2005 莫雲開 1 區藹縈 M7770S 北區會 沒有提供
2 凌冠峰 M7910S 沒有提供 2001 溫梓杰 2 謝梓晴 M7379S 西貢區體育會 2005 沈潔蓓
3 黃志楓 M7860S 沒有提供 2002 溫梓杰 3 曹善婷 M7403S 西貢區體育會 2004 沈潔蓓
4 黃淮耀 M6339S 拔萃男書院 2003 梁秉賢 4 衛昭璇 M7381S 西貢區體育會 2005 沈潔蓓
5 黃江宏 M6845S 拔萃男書院 2006 梁秉賢 5 梁綽盈 M7549S 科大會 陳振昇
6 陳德明 M6326E 東區動力 盧偉燦 6 陳穎琪 M6271 黃大仙會 沒有提供
7 鄭嘉駒 M7761 東區動力 劉衛健 7 葉轉 M5715 黃大仙會 謝培軍
8 譚永發 M7492 東區動力 盧偉燦 8 李寶珩 M4605E 警察會 沒有提供

9 郭志興 M4735 星箭會 鄭偉倫 9 鄧昊晴 M7807S 羿曦會 2003 溫浚杰

10 馮劍英 M0626 星箭會 鄭偉倫
11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12 羅龍章 M7049S 黃大仙會 謝培軍

13 鄭逸 M7808S 羿曦會 2002 溫浚杰

報名項目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1 男子初級組 游心正 M7175S 拔萃男書院 2003
2 男子初級組 王耀行 - 拔萃男書院 2004

3 男子初級組 鄭衍鉦 M6830S 拔萃男書院 2003

更新:2020年1月6日

不獲參賽資格名單

原因

未完成本年度總會註冊手續
未完成本年度總會註冊手續

未完成本年度總會註冊手續

請於2020年1月3 日或以前完成有關手續，否則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男子新秀組 女子新秀組

男子初級組 女子初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