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DATE

賽事名稱
EVENT NAME

場地
VENUE

CJ DOS Judge PJC

12/5/2018 朱益輝 黎信志 莫匡堯 徐健強

13/5/2018 莫雲開 謝培軍 潘昭宜 潘俊雅

19/5/2018 余鑑明 鄧淑群 劉煒麒 盧偉燦

20/5/2018 余鑑明 謝培軍 黃希文  陳凱勤 余偉權

15/5/2018 余鑑明 鄭偉倫 劉煒麒 陳日楠

16/5/2018 余鑑明 鄭偉倫 劉煒麒 陳日楠

9/6/2018 馬再創 傅國榮 李鳳湘 盧偉燦

10/6/2018 梅鈞成 鄧淑群 潘俊雅 李鳳湘

16/6/2018 余鑑明 莫雲開 余漢華 伍華 李卓霖 王敏樺 張凱筑

17/6/2018 馬再創 郭妙玲 陳友才 藍詠怡 

23/6/2018 朱益輝 梅鈞成 陳友才  陳凱勤

24/6/2018 梅鈞成 譚榮輝 莫匡堯 張文傑

21/7/2018 余鑑明 黃希文 朱益輝 王子珣 李天琳

22/7/2018 余鑑明 蒲彥蓁 王子珣 馮志翔

23/7/2018

24/7/2018

25/7/2018

26/7/2018

19/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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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鈞成 李建邦 馮亦豪 林沚瑩

2/9/2018 余鑑明 黃希文 藍詠怡 孫子軒

9/9/2018 余鑑明 朱益輝 藍詠怡 孫子軒 陳凱勤

15/9/2018 梅鈞成 黎信志 王子珣 伍華

16/9/2018 鄭偉倫 莫雲開 黃惠源 陳日楠 李卓霖 王敏樺 張凱筑

29/9/2018 鄭偉倫 鄧淑群
馮亦豪 莫匡堯

陳日楠 李昀怡
李卓霖 王敏樺

30/9/2018 梅鈞成 陳日楠 羅漢榮 馮志翔 黃惠源

6/10/2018 莫雲開 莫匡堯
傅映蕎 吳錦康

陳日楠 司徒嘉琪
李天琳 張凱筑

7/10/2018 余鑑明 謝培軍 陳友才 潘昭宜

13/10/2018 莫雲開 陳日楠 盧偉燦 林沚瑩

14/10/2018 余鑑明 黃希文 陳友才 余偉權

21/10/2018 星箭會射箭邀請賽 香港牛池灣射箭場 鄭偉倫 鄧淑群 姚偉雄 李梓峯 王敏樺

28/10/2018
第二十八屆香港大學射箭公開賽

The 28th HKU Archery Open Contest
香港大學

何鴻燊體育中心
黃文秀 李振邦 李艾 關詩敏 李卓霖

4/11/2018 第三十六屆南區射箭比賽 香港仔運動場 莫雲開 鄧淑群 姚偉雄 李梓峯

10/11/2018 莫雲開 陸綺媚 馮亦豪

11/11/2018 黃惠源 譚榮輝 蘇景堯

24/11/2018
海外賽事選拔賽 (下半年)

Overseas Competition Selection (2nd Half)

LSFAR

藍新福射箭場
莫雲開 王子珣 梁寶蓮 蘇景堯

25/11/2018 警察盃射箭公開賽 2018 警察體育遊樂會 余鑑明 馬再創 朱益輝 莫雲開 梅鈞成

1/12/2018 熊得洋 黃惠源 李炳 林沚瑩

2/12/2018 鄭偉倫 黃希文 梁寶蓮 呂壯勝

15/12/2018 鄭偉倫 莫匡堯 司徒嘉琪 馮亦豪

16/12/2018 余鑑明 陳日楠 羅漢榮 蘇景堯

23/12/2018 朱益輝 王子珣 蘇景堯 馮志翔

6/1/2019
荃灣區射箭比賽2018/19

Tsuen Wan District Archery Competition 2017/18

SMVSG

城門谷運動場
梅鈞成 梁寶蓮 張文傑 羅漢榮

19/1/2019 熊得洋 黃希文 吳錦康 陳友才

26/1/2019 鄭偉倫 鄧淑群 黃希文 林沚瑩

27/1/2019 鄭偉倫 黃希文 司徒嘉琪 余偉權

27/1/2019 第39屆兩大賽體育節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
中心夏鼎基運動場

莫雲開 梅鈞成 /

17/2/2019 黃大仙區射箭比賽  2018/19 牛池灣射箭場 謝培軍 鄧淑群 李鳳湘 李昀怡

24/2/2019 第二十屆香港科技大學室內射箭公開賽
香港科技大學
何善衡體育館

鄭偉倫 朱益輝  郭妙玲 吳朝明  李建邦

24/2/2019 第二十一屆屯門康樂體育中心射箭比賽 屯門康樂體育中心 黃惠源 黎信志 吳錦康 呂壯勝

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Hong Kong Youth Indoor Archery Elimination Tournament

LWHSC

聯和墟
體育館

LSFAR
藍新福射箭場

香港射箭錦標賽 (星章賽)
HK Target Archery Championship (Star Shoot)

莫雲開 馮志翔 余偉權

雙日單輪射箭比賽(星章賽)
2 Days Event Single FITA (Star Shoot)

SMVSG

城門谷運動場

WCSG

灣仔運動場

香港盾射箭比賽
Hong Kong Shield Archery Tournament

2018/2019 賽事 - 裁判當值時間表 (更新12/2/2019)

 

香港室內射箭公開賽 (星章賽)
Hong Kong Indoor Target Archery Tournament (Star Shoot)

LWHSC

聯和墟
體育館

WCSG

灣仔運動場

徐偉雄

香港盃射箭比賽
Hong Kong Cup Archery Tournament

WCSG

灣仔運動場

LSFAR
藍新福射箭場

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Hong Kong Youth Outdoor Target Archery Open Competition

香港射箭淘汰賽(星章賽)
HK Target Archery Tournament (Star Shoot)

WCSG

灣仔運動場

埠際室內射箭公開賽 (香港2018) (星章賽)
Interport Indoor Archery Open(Hong Kong 2018)(Star Shoot)

TSWSC

 天水圍體育館

SSWSG

小西灣運動場

TSWSC

 天水圍體育館
鄭偉倫

亞洲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香港2018) (星章賽)
LIE - Asian Youth Indoor Archery Open (Hong Kong 2018)(Star Shoot)

Samsung第 61屆體育節射箭錦標賽
Samsung 61st Festival of Sport - Archery Tournament

2017-2018 年度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比賽 - 中銀香港射箭盃 黃竹坑體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