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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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修文 臨時註冊 西北會 吳頌堅 1 李愷晴 臨時註冊 金信會 2006 溫浚杰
2 鄧沛倫 M7854 金信會 溫浚杰 2 李灝宜 臨時註冊 金信會 徐斌銓
3 劉浩然 M7856 金信會 溫浚杰 3 馮英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4 王少良 臨時註冊 金信會 溫浚杰 4 陳曉彤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5 黃凱峯 臨時註冊 金信會 溫浚杰 5 劉嘉欣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6 陸柏殷 臨時註冊 金信會 1999 溫浚杰 6 葉翠萍 M7349 博雅箭會 麥智恆
7 李冠元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7 馮育儀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1998 麥智恆
8 馮志頁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8 楊婉婷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9 陳賢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9 楊晞珵 M6906S 博雅箭會 2008 麥智恆

10 布文彬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0 招卓瑤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07 陳振昇
11 林晉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1 李昭妍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07 陳振昇
12 馮家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2 石璦瑜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07 陳振昇
13 馬卓熙 臨時註冊 致勝會 傅庭輝 13 陳敏希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2009 沒有提供
14 卓璟藍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0 練旖琦 14 陳敏嬅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2012 沒有提供
15 吳澤霖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1 朱曼晴 15 周言庭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2012 梁慶強
16 霍澤彬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0 練旖琦 16 周言芝 臨時註冊 集英射箭會 2009 梁慶強
17 陳冠亨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0 練旖琦 17 賴曉霖 M7640S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18 陳俊輝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1998 朱曼晴 18 蔡卓豫 M7829S 德望會 2007 李嘉威
19 陳迦南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朱曼晴 19 黎芷晴 M7830S 德望會 2007 李嘉威
20 陳宇揚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朱曼晴 20 林姁柔 M7570S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21 陳榮健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朱曼晴 21 吳子惠 M7531S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22 王威翔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0 練旖琦 22 梁鈺淇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7 何仁傑
23 徐文健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2001 朱曼晴 23 葉美欣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淑筠
24 何頌業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朱曼晴 24 莫曉媛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5 李淑筠
25 黃澤仰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1998 朱曼晴
26 陳德越 臨時註冊 香港建造學會 1998 練旖琦
27 楊展榮 M6802S 柴灣會 2003 梅鈞成
28 吳錕鴻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9 何偉鴻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0 李嘉晉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07 麥智恆
31 黃靖衡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2010 麥智恆
32 黃建灝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3 陳宏進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4 鄧博駿 M7863S 博雅箭會 2006 李嘉威
35 雷奕霖 M7613S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36 呂舜豪 臨時註冊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7 方正行 M7589S 童軍會 2008 梁自強
38 樊以謙 M7200S 童軍會 2009 鄺添祺
39 李尚智 M7456S 黃大仙射箭會 2007 謝培軍
40 陳旅基 M5926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41 馮梓翹 M7622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42 楊卓衡 M7619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43 陳潁東 M7614S 箭藝社 2007 梁自強
44 陳家明 M7618 箭藝社 梁自強
45 楊業發 M7875 箭藝社 梁自強
46 黃錦旗 M7894 箭藝社 梁自強
47 周奕鋒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6 梅鈞成
48 梁永謙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何仁傑
49 楊簡發 M75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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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藹縈 M7770S 北區會 溫梓杰
2 李鈞樂 M7352 屯門會 胡錦華 2 吳樂雯 M7868 致勝會 溫梓杰
3 王振昇 M7351 屯門會 胡錦華 3 潘鍶惠 M7070 致勝會 溫梓杰
4 葉梓聰 M7464S 屯門會 2003 	胡錦華 4 傅黃偉 M7883 致勝會 溫梓杰
5 胡新華 M7801E 北區會 程小冬 5 霍可融 M7533S 柴灣會 2006 梅鈞成
6 李翀 M6944 金信會 溫浚杰 6 李詠妍 M7804 博雅箭會 沒有提供
7 龍振邦 M7099 金信會 溫浚杰 7 葉轉 M5715 黃大仙射箭會 謝培軍
8 黃君傑 M7898 金信會 徐斌銓 8 陳穎琪 M6271 黃大仙射箭會 沒有提供
9 曾嘉文 M7465 致勝會 溫梓杰 9 吳靖文 M7535S 德望會 2006 李嘉威

10 陳康 M7768 致勝會 溫梓杰
11 陳冠樺 M7042 致勝會 溫梓杰
12 陳學琛 M6994 致勝會 溫梓杰
13 梁進傑 M7591 致勝會 溫梓杰
14 簡潁 M7586 致勝會 傅庭輝
15 甘潤穎 M7885 致勝會 溫梓杰
16 莫柏喬 M7884S 致勝會 2005 溫梓杰
17 容志煥 M7345E 個人 沒有提供
18 黃思桐 	M7901S 柴灣會 2004 梅鈞成
19 劉富卿 M5862S 柴灣會 2002 梅鈞成
20 鄧祖鴻 M6585S 柴灣會 2003 梅鈞成
21 王南洋 M7662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2 羅偉基 M7348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3 黃靖熙 M7458S 博雅箭會 2005 麥智恆
24 林曉峰 M7648 博雅箭會 麥智恆
25 連勇源 M7870S 博雅箭會 1999 練旖琦
26 陳萬偉 M5331 童軍會 葉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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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金和 M3588 九龍會 梅鈞成 1 歐陽惠華 M6625 九龍會 陳國新
2 馬飛揚 M6286S 中大會 麥智恆 2 張雋欣 M7207S 西貢區體育會 2004 沈潔蓓
3 黃浩明 M6599 西北會 沒有提供 3 蘇秀英 M6421 沙田會 沒有提供
4 藍國輝 M5588E 沙田會 沒有提供 4 杜宇霞 M6647 致勝會 陳孔琼
5 余復興 M5582 沙田會 梁慶強 5 許惠敏 M7417 個人 何倩文
6 趙國偉 M6146 沙田會 沒有提供 6 梁曉茵 M5993S 博雅箭會 2002 沒有提供
7 蘇迎見 M6115 卓山會 李炳 7 何卓瀅 M7828S 博雅箭會 1998 麥智恆
8 麥耀祥 M6331 卓山會 李炳
9 羅建銘 M6576 卓山會 李炳

10 梁嘉華 M6240 卓山會 李炳
11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李炳
12 楊家舜 M7371 金信會 溫浚杰
13 陳有恒 M7759 金信會 溫浚杰
14 曾偉鵬 M6916 金信會 溫浚杰
15 陳定邦 M0920 科大會 沒有提供
16 劉志鵬 M7053 致勝會 陳孔琼
17 鄭寶倫 M7040 致勝會 陳孔琼
18 楊永富 M7366 致勝會 陳孔琼
19 區梓桓 M7336 致勝會 陳孔琼
20 陳梓健 M7395 致勝會 陳孔琼
21 張浚濠 M7758 致勝會 陳孔琼
22 周釨堅 M7585 致勝會 陳孔琼
23 梁聿彤 M6850 致勝會 陳孔琼
24 凌瑋磯 M7367 致勝會 陳孔琼
25 李浩文 M2961 致勝會 葉沛霖
26 李緒明 M7474 個人 梁慶強
27 李善同 M6808S 個人註冊 1998 鄧佩瑤
28 列家榮 M6399 消防會 鄭偉倫
29 李泰 M0901E 荃葵會 沒有提供
30 徐家麒 M7446S 理大會 1998 高健東
31 鄒嘉華 M6907 博雅箭會 麥智恆
32 戚振暉 M7444 博雅箭會 陳振昇
33 黃文浩 M7375S 港大會 1999 林兆棠
34 楊博謙 M5567S 港大會 林兆棠
35 劉偉康 M7056 港島東會 沒有提供
36 馮子龍 M6975 港島東會 譚建明
37 岑國濂 M6923 港島會 林兆棠
38 樊展鵬 M7575 童軍會 沒有提供
39 林子權 M7475S 童軍會 2001 鄺添祺
40 吳祥輝 M7122E 黃大仙射箭會 沒有提供
41 徐漢生 M6429 獅子山射箭會 沒有提供
42 詹偉光 M4528 獅子山會 沒有提供
43 方金雄 M6877 箭藝社 梁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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