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天水圍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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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岐興 M6563 九龍會 黃立浩 1 吳沐榕 M4976 九龍會 馬再創

2 黃曉豐 M6670S 心誠會 2004 蘇尹翎 2 陳寶琳 M6943S 中大會 陳佐丞
3 李樹明 M7246 北區會 沒有提供 3 梁亦莊 M6835S 中大會 陳佐丞
4 鄧一正 M6885S 北區會 2007 莫雲開 4 周栩瀅 M7182S 心誠會 2005 蘇尹翎

5 吳浩瑋 M6575 全能會 吳家柱 5 何靜韻 M6961S 北區會 2001 沒有提供
6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沒有提供 6 栾昕暢 M7364S 北區會 鄧佩瑤

7 林國鑫 M6967 卓山會 李炳 7 張蒴 M6953 沙田會 李小榮
8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8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沒有提供
9 李浩文 M2961 金信會 葉沛霖 9 馬如鈺 M7191S 科大會 1998 陳振昇

10 李忠銘 M6329 金信會 葉沛霖 10 梁曉茵 M5993S 博雅箭會 2002 沒有提供
11 邱志輝 M6565 金信會 葉沛霖 11 符詠琳 M6573S 童軍會 2005 蒲彥蓁

12 曾偉鵬 M6916 金信會 徐斌銓
13 楊家舜 M7371 金信會 溫浚杰

14 葉誠康 M7627 金信會 沒有提供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 組別
15 陳卓男 M3900 青衣會 陳業欣 張心騫 M6357S 北區會 2004 徐駿文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16 楊永富 M7366 致勝會 陳孔琼 江子健 M7726S 沙專會 沒有提供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17 劉志鵬 M7053 致勝會 陳孔琼 張竣堯 M7170S 科大會 陳振昇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18 Prudenciado Earl John Lizardo M7437 個人 沒有提供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19 李善同 M6808S 個人 鄧佩瑤 蘇駿藝 M4257S 喇沙會 1998 楊安鍵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20 李緒明 M7474 個人 梁慶強 林子權 M7475S 童軍會 2001 溫梓杰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21 李俊豪 M7108S 柴灣會 2009 沒有提供 雷霆 M4415S 鳳溪會 1998 沒有提供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22 李俊杰 M7114S 柴灣會 2009 沒有提供 康保麟 M4414S 鳳溪會 1998 沒有提供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23 詹立璿 G7109S 柴灣會 2006 沒有提供
24 李泰 M0901E 荃葵會 沒有提供
25 梁家瑋 M7330S 港大會 林兆棠

26 洪志樂 M7328S 港大會 1998 林兆棠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27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譚建明 甄家勁 M4149 致勝會

28 潘浩志 M7363 港島會 林兆棠 張卓昇 M3719 東青會
29 林子權 M7475S 童軍會 2001 溫梓杰 鄭鴻婷 M3958 致勝會
30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顏東銓 M6393 東青會

31 方金雄 M6877 箭藝社 梁自強 溫浚杰 M4099 金信會
32 周匡廸 M6669S 心誠會 2004 蘇尹翎 徐駿文 M2216 北區會

鄭政怡 M6101 金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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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陳國新 1 陳嘉汶 M4975 九龍會 沒有提供

2 陳佐丞 M3423S 中大會 楊安鍵 2 鄧佩瑤 M3845 北區會 沒有提供

3 鄧維新 M6671S 心誠會 2004 蘇尹翎 3 潘煒晴 M5533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4 鄧顯立 M1971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李天琳 M6571 金信會 葉沛霖

5 梁焯然 M4972S 北區會 2000 徐駿文 5 陳美琪 M6549 星箭會 鄭偉倫

6 潘銘恩 M6184S 北區會 2001 徐駿文 6 張可怡 M6548 致勝會 徐駿文
7 羅官博 M6231S 北區會 2003 徐駿文 7 黎雅詩 M7012 致勝會 徐駿文

8 董世文 M6522 北區會 沒有提供 8 余曉彤 M6547 致勝會 徐駿文

9 余力恆 M5269 西北會 黃惠源 9 何淑平 M2916 消防會 陳金成

10 武磊 M6071 沙田會 李小榮 10 陳紫寧 M4683S 真光會 1999 蒲彥蓁

11 文金星 M6107S 沙專會 鄧佩瑤 11 朱曼晴 M4438S 真光會 蒲彥蓁
12 王焯然 M6113S 沙專會 沒有提供 12 何熙明 M6635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13 林志青 M4809 沙專會 沒有提供 13 王卓盈 M4355S 博雅箭會 1998 沒有提供

14 黃瑋傑 M6044S 沙專會 沒有提供 14 韓憲茵 M3273 博雅箭會 沒有提供

15 郭賢霽 M5532S 東青會 1999 陳珏芸 15 朱皓澄 M5610 港大會 林兆棠

16 吳偉麟 M7305 金信會 溫浚杰
17 居頌剛 M5471 金信會 葉沛霖

18 劉的名 M4920E 金信會 沒有提供

19 徐斌銓 M5635 金信會 沒有提供

20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葉沛霖

21 李惠昌 M6308 金信會 葉沛霖
22 孔德偉 M1330 青衣會 沒有提供

23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沒有提供

24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25 楊志峰 M4803 星箭會 鄭偉倫

26 陸文華 M6463 星箭會 鄭偉倫
27 方志行 M6141S 科大會 陳振昇

28 溫梓杰 M3842 羿曦會 陳業欣

29 吳新華 M6150 致勝會 徐駿文
30 蔡海平 M6991 致勝會 徐駿文
31 梁卓峰 M7015 致勝會 徐駿文

32 Fischer Dylan Wei Ying M5808S 致勝會 2003 徐駿文
33 譚子榮 M6545 致勝會 徐駿文

34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35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36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37 徐嘉榮 M392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8 吳志遠 M6255 博雅箭會 沒有提供

39 梁傲喬 M6418S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40 黃崇天 M5370S 喇沙會 2001 楊安鍵
41 馬興健 M3298 港大會 林兆棠

42 江成光 M3826 港島東會 譚建明
43 鄭瑋釗 M5513S 港島東會 2001 譚建明

44 黃浩華 M6043S 傷協會 1999 馬再創
45 郭聖初 M4731 警察會 沒有提供
46 彭景賢 M0172 警察會 沒有提供

47 黃健生 M3669 港島東會 譚建明
48 黃玉寶 M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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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榮 M5053 九龍會 沒有提供 1 鄧穎怡 M7181S 心誠會 2005 蘇尹翎
2 黎家曦 M7450S 心誠會 2005 蘇尹翎 2 陸燕衣 M2164 北區會 沒有提供

3 陳卓謙 M7727S 北區會 2003 沒有提供 3 陳慧欣 M7472S 北區會 1999 鄧佩瑤
4 朱嘉諾 M7245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吳泳慧 M7301S 北區會 1998 鄧佩瑤
5 郭志興 M4735 星箭會 鄭偉倫 5 文穎嬅 M7471S 北區會 沒有提供

6 周釨堅 M7585 致勝會 溫梓杰 6 梁綽盈 M7549S 科大會 2000 陳振昇
7 馬鈞樂 M7725 致勝會 溫梓杰 7 劉湘琪 M7562S 個人 1998 沒有提供

8 鄭旭洋 M7502S 個人 2000 鄧佩瑤 8 文浩庭 M6298S 柴灣會 2006 沒有提供
9 陳建成 M7490S 個人 沒有提供 9 Davis Teresa Ann G7209E 柴灣會 沒有提供

10 Kastro  Adi G7341S 柴灣會 2006 沒有提供 10 王曉慧 M7155 博雅箭會 陳振昇

11 何子鋒 M5673 港島東會 譚建明 11 陳穎琪 M6271 黃大仙會 沒有提供
12 何健楓 M7503 童軍會 沒有提供 12 郭嘉芝 M5877S 傷協會 馬再創

13 陳遴兆 M7077S 童軍會 2003 沒有提供
14 鄧偉強 M5335 童軍會 沒有提供
15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葉銘光

16 羅伊航 M7051S 傷協會 2003 沒有提供
17 李智偉 M6829 獅子山會 周諾文

男子反曲弓中級組 女子反曲弓中級組

男子反曲弓高級組 女子反曲弓高級組

男子反曲弓初級組 女子反曲弓初級組

不獲參加名單 (截止報名前未繳費用故喪失比賽資格)

代表港隊出戰荷蘭賽，可申請退回賽事費用



 2019年香港盃射箭比賽

天水圍藍新福射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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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豪 M7427 西北會 沒有提供 1 陳寶華 M7148 博雅箭會 陳振昇

2 Craig B Davis G7555E 柴灣會 沒有提供 2 劉健儀 M4943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 龍紀樂 M4184S 心誠會 沒有提供 3 葉少芳 M6314 港島會 沒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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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志楓 臨時註冊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2002 溫梓杰 1 區藹縈 臨時註冊 北區會 沒有提供
2 葉沛樂 臨時註冊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2001 溫梓杰 2 陳幾兒 臨時註冊 北區會 2007 何倩文
3 余嘉逸 臨時註冊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2002 溫梓杰 3 黃敏華 臨時註冊 個人 鄧佩瑤

4 劉家豪 臨時註冊 金信會 溫浚杰 4 李詠妍 臨時註冊 個人 梁慶強
5 何振宇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5 Megan Lim Rae Xi M6292S 柴灣會 2008 梅鈞成

6 陳永和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6 黃詩敏 M7717 童軍會 張基衡
7 葉智傑 臨時註冊 金信會 溫浚杰 7 馮英結 臨時註冊 個人 傅庭輝

8 馬仲賢 臨時註冊 金信會 葉沛霖
9 丁麒銘 臨時註冊 羿曦射箭會 2004 溫梓杰

10 凌冠峰 臨時註冊 羿曦射箭會 2001 溫梓杰
11 陳康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2 李子德 M6409S 柴灣會 2009 梅鈞成
13 王寶賢 G7370S 柴灣會 2010 梅鈞成
14 Fornoff Vincent Leon Julius G7340S 柴灣會 梅鈞成

15 阮伯寧 M7606 童軍會 葉銘光
16 老崚鋒 M7630 童軍會 葉銘光

17 黎志坤 M7511 童軍會 葉銘光
18 李紹宗 M3852 童軍會 張基衡
19 徐頌祈 M6947S 獅子山會 2007 周惠強

20 鄧偉達 臨時註冊 個人 傅庭輝
21 李冠元 臨時註冊 個人 傅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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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鴻 M2125 北區會 沒有提供 1 鄺婉姍 M3846 九龍會 鄧金和
2 鄭科瑜 M6456 卓山會 李炳 2 蔡尚民 M6876 西北會 陳孔琼

3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李炳 3 王敏樺 M4733S 星箭會 鄭偉倫
4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4 張健卿 M3564 童軍會 陳金成
5 陳振雄 M5922 金信會 葉沛霖 5 賴宛禎 M4885S 鳳溪會 2000 沒有提供

6 畢倬維 M6848S 星箭會 2001 鄭偉倫 6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陳孔琼
7 李家淳 M5597S 致勝會 2000 沒有提供 7 黃少英 M4691 警察會 沒有提供

8 蘇景堯 M3051 消防會 鄭偉倫

9 陳民禮 M3904 獅子山會 楊安鍵

10 何國焜 M4582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11 吳朗廷 M6449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12 張貴翔 M4877S 鳳溪會 1998 沒有提供
13 梁自強 M3032 箭藝社 陳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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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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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供

4 黃華恩 M1843 北區會 沒有提供 4 李慧康 M1946 北區會 沒有提供

5 陳智康 M7325 北區會 沒有提供 5 鍾笑琼 M1045 西北會 沒有提供

6 羅君承 M6428S 北區會 2003 鄧敏儀 6 黃玉嫦 M4960 沙田會 李小榮
7 梁鈞祺 M6056S 北區會 2004 鄧敏儀 7 倪淑敏 M4938 沙田會 沒有提供

8 明博謙 M4870S 北區會 2000 沒有提供 8 童嘉慧 M5745S 沙田會 2003 童展波

9 陳友才 M0826 西北會 沒有提供 9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童展波

10 狄裔瑾 M4961 沙田會 李小榮 10 林靜嵐 M6140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11 童展波 M1435 沙田會 沒有提供 11 楊芷齊 M4934S 東青會 2002 楊安鍵
12 Pinili Martin Antoine Marino M6047S 卓山會 2001 李炳 12 李昀怡 M4986 星箭會 鄭偉倫

13 劉志鴻 M3712 卓山會 李炳 13 鄧淑群 M2557 星箭會 陳金成

14 李澤楠 M5946S 東青會 2001 楊安鍵 14 馮薏樂 M5451S 致勝會 2001 陳孔琼

15 張啟謙 M3472 東青會 楊安鍵 15 鄧莉珈 M4114S 真光會 李嘉威

16 楊劍輝 M5001 東青會 楊安鍵 16 練旖琦 M4011S 博雅箭會 練旖琦
17 潘翼翔 M4403 東區動力 沒有提供 17 徐碧珊 M1541 童軍會 楊安鍵

18 葉沛霖 M1894 金信會 鄧金和 18 陳思敏 M1718 警察會 戴海彬

19 梁永賜 M5893 金信會 鄧金和 19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陳金成
20 郭振熙 M3062 青衣會 沒有提供
21 黃溢塱 M5317S 星箭會 2000 鄭偉倫

22 陳金成 M0290 星箭會 姚偉雄
23 李梓峯 M4325S 星箭會 鄭偉倫

24 陸國恒 M5050S 胡兆熾會 1998 陳珏芸
25 劉嘉昆 M4197S 胡兆熾會 陳珏芸
26 劉鴻軒 M5666S 致勝會 2000 陳孔琼

27 陳孔琼 M1426 致勝會 徐駿文
28 梁漢得 M0944 消防會 楊安鍵

29 孔慶照 M3980 消防會 陳金成
30 王顯章 M6345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1 陳振昇 M2953 博雅箭會 李嘉威

32 崔俊杰 M6340S 博雅箭會 1999 陳振昇
33 林永康 M5816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4 余逸浚 M4621 喇沙會 1999 楊安鍵
35 陳思齊 M4470 港島東會 沒有提供
36 江成光 M3826 港島東會 譚建明

37 林兆棠 M0278 港島會 沒有提供
38 方家強 M3428D 傷協會 鄧金和 傷健射手

39 黃兆榮 M2890D 傷協會 李浩森 傷健射手
40 梁偉明 M4742 綠林會 陳金成
41 黃政鵬 M6425 警察會 陳孔琼

42 柳美欽 M4454 警察會 吳國榮

43 關俊浩 M4750S 警察會 沒有提供

男子複合弓初級組 女子複合弓初級組

男子反曲弓新秀組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

男子複合弓中級組 女子複合弓中級組

男子複合弓高級組 女子複合弓高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