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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022

男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男女子青少年反曲弓青年組

朱益輝 黃文秀 盧偉燦 伍華

15/5/2022
男女子複合弓中級組及高級組/

男女子青少年複合弓少年組及青年組
黃惠源 梅鈞成 呂壯勝 孔慶照

21/5/2022
男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男女子青少年反曲弓新秀組及幼年組
莫雲開 王子珣 藍詠怡 馮志翔

22/5/2022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男女子青少年反曲弓初級組及少年組/

男女子反曲弓及複合弓初級組/

男女子青少年複合弓幼年組及初級組

謝培軍 黃希文 吳錦康 吳朝明

1/6/2022 男子甲乙丙組 謝培軍 梅鈞成 伍華 王子珣 吳錦康

2/6/2022 女子甲乙丙組 余鑑明 王子珣 謝培軍 伍華 吳錦康

11/6/2022 新秀及初級組 朱益輝 李艾 孔慶照 伍華

12/6/2022 反曲弓中高級組 黃惠源 鄧淑群 吳錦康 張文傑

18/6/2022 複合弓中高級組 葉世杰 譚榮輝 呂壯勝 金頌雯

19/6/2022 反曲弓中高級組 莫雲開 鄧淑群 張文傑 陳凱勤

25/6/2022 複合弓中高級組 葉世杰 梅鈞成 金頌雯 陳凱勤

26/6/2022 高組團體淘汰賽 謝培軍 黃希文 金頌雯 藍詠怡

29/6/2022 女子甲乙丙組 朱益輝 李艾 梁寶蓮 黃健生

30/6/2022 男子甲乙丙組 朱益輝 李艾 梁寶蓮 藍詠怡

14/8/2022 公開組 余鑑明 李艾 梁寶蓮 蘇景堯 姚展鋒

21/8/2022 公開組 余鑑明 莫匡堯 梁寶蓮 姚展鋒 林文水

3/9/2022 所有組別 莫匡堯 譚榮輝 李建邦 余偉權

4/9/2022 所有組別 莫雲開 黎信志 李建邦 藍詠怡

7 18/9/2022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Hong Kong Youth Indoor Target Archery Open Competition

LWHSC

聯和墟體育館
青少年組 余鑑明 莫匡堯 蘇景堯 陳賢翀 馮志翔

24/9/2022 反曲弓中高級組 鄧淑群 李艾 王子珣 孔慶照

25/9/2022 複合弓中高級組 莫匡堯 梅鈞成 郭妙玲 張文傑

1/10/2022 反曲弓中高級組 莫雲開 黃希文 盧偉燦 王子珣

2/10/2022 複合弓中高級組 莫匡堯 王子珣 郭妙玲 余偉權

8/10/2022
反曲弓中高級組

複合弓中高級組
葉世杰 黃希文 李建邦 陳凱勤

9/10/2022 新秀及初級組 朱益輝 梅鈞成 潘俊雅 潘綺彤

15/10/2022 鄧淑群 李艾 鄭偉倫 王子珣 孔慶照

16/10/2022 李艾 鄧淑群 陳柏嘉 王子珣 孔慶照

10 16/10/2022 
荃灣區射箭比賽

Tsuen Wan District Archery Competition

SMVSG

城門谷運動場
反曲弓新秀、初級及中級組 謝培軍 梅鈞成 吳錦康 李建邦

11 23/10/2022  2022星箭射箭邀請賽
NCWPAR

牛池灣公園射箭場

反曲弓新秀/初級/中級組

複合弓初級及中級組
鄧淑群 王敏樺 李梓峯 黃健生 孔慶照 劉國昌

12 13/10/2022 第四十屆南區射箭比賽
ASG

香港仔運動場
反曲弓個人及團體賽 鄧淑群 吳錦康 王子珣 孔慶照 劉國昌

19/11/2022 公開組及青少年組 葉世杰 陸綺媚 李鳳湘 吳朝明

20/11/2022 公開組及青少年組 王子珣 陸綺媚 李鳳湘 潘俊雅

14 27/11/2022 2022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NDSG

北區運動場
公開組及青少年組 朱益輝 莫匡堯 黃文秀 藍詠怡 黃希文 姚展鋒

17/12/2022 余鑑明 黃希文 姚展鋒 陳賢翀

18/12/2022 黃惠源 王子珣 林文水 潘綺彤

1/1/2023 莫雲開 李艾 謝培軍 梁寶蓮

4/2/2023 朱益輝 蘇景堯 吳錦康 孔慶照

5/2/2023 梅鈞成 李艾 馮志翔 陳賢翀

28/1/2023 黃希文 莫雲開 王子珣 呂壯勝

29/1/2023 莫匡堯 李艾 梁寶蓮 呂壯勝

11/2/2023 TBA TBA TBA TBA

12/2/2023 TBA TBA TBA TBA

18 25/2/2023 第三十二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香港大學

何鴻燊體育中心
反曲弓組 黃文秀 李艾 孔慶照 張文傑

4/3/2023 複合弓組 謝培軍 陸綺媚 郭妙玲 余偉權

5/3/2023 反曲弓組 黃惠源 王子珣 張文傑 馮志翔

11/3/2023 所有組別 莫匡堯 黃希文 吳錦康 余偉權

20 12/3/2023 九龍射箭會四十周年紀念賽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反曲弓及複合弓組 余鑑明 朱益輝 莫雲開 鄭偉倫

雙日單輪射箭比賽(星章賽)

2 Days Event Single FITA (Star Shoot)
13

8
香港盾射箭比賽

Hong Kong Shield Archery Tournament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1

LWHSC

聯和墟體育館

6
香港射箭淘汰賽(星章賽)

HK Target Archery Tournament (Star Shoot)

請注意：申請擔任賽事的裁判需要在比賽開始前完成會員註冊(裁判)

3

2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2021-2022年度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比賽 - 中銀香港射箭盃

HK Island &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BOCHK Archery Cup 2021-2022

4
2021-2022 年度新界地域中學校際射箭比賽

N.T. Inter-School Archery Competition 2021-2022

LWHSC

聯和墟體育館

香港室內射箭公開賽 (星章賽)

Hong Kong Indoor Target Archery Tournament (Star Shoot)

16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5

LWHSC

聯和墟體育館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Hong Kong Youth Indoor Archery Elimination Tournament

2022-2023比賽裁判入選名單

第65屆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65th Festival of Sport - Archery Tournament

香港盃射箭比賽

Hong Kong Cup Archery Tournament

WCSG

灣仔運動場

更新日期: 2023年1月20日

17

香港射箭錦標賽 (星章賽)

HK Target Archery Championship (Star Shoot)

15

19

青少年組

反曲弓新秀/初級/中級/高級組

複合弓初級/中級/高級組
9

杭州亞運選拔賽

Hangzhou Asian Games Selection Trial

LSFAR

藍新福射箭場
反曲弓及複合弓組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Hong Kong Youth Outdoor Target Archery Open Competition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SMVSG

城門谷運動場

青少年組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香港中文大學射箭公開邀請賽2022

CUHK Archr Open 2022

香港中文大學

夏鼎基運動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