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靶號 姓名 性別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1A 何健楓 男 M7503 童軍
1B 林文水 男 M3053 星箭
1C 黃君傑 男 M7898 金信
1D 林永康 男 M5816 博雅
2A 李梓峯 男 M4325 星箭
2B 藍國輝 男 M5588E 沙田
2C 李漢庭 男 M8143S 中大
2D 古岐興 男 M6563E 九龍
3A 馬飛揚 男 M6286S 中大
3B 李國謙 男 M7959E 金信
3C 郭昱麟 男 M4476 金信
3D 列家榮 男 M6399 消防
4A 王敏樺 女 M4733S 星箭
4B 蘇家玉 女 M6505 中大
4C 何倩倩 女 M6931 北區
4D 薛慧芝 女 M6564 金信
5A 陳彥均 女  M7321S 東青
5B 陳沛瑜 女 M6738S 中大
5C 譚蘊程 女 M6200S 科大
5D 歐陽惠華 女 M6625 九龍
6A 陳寶琳 女 M6943 中大
6B 許惠敏 女 M7417 個人
6C 黃婉柔 女 M7933 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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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曲弓中級組

6C 黃婉柔 女 M7933 金信
6D

靶號 姓名 性別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7A 彭景賢 男 M0172E 警察
7B 鄭振華 男 M5328 消防
7C 梁惠林 男 M6264E 消防
7D 葉志文 男 M3496E 港島
8A 蘇景堯 男 M3051E 消防
8B 劉健民 男 M6251 西北
8C 呂壯勝 男 M4281 卓山
8D 陳民禮 男 M3904 獅子山
9A 張健卿 女 M3564 童軍
9B 梁幸儀 女 M6249 西北
9C 王子珣 女 M1436 獅子山
9D 黃少英 女 M4691 警察

靶號 姓名 性別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10A 蔣日僖 男 M7735S 東青
10B 何子鋒 男 M5673 星箭
10C 張達鴻 男 M7506 東區動力
10D 陳冠天 男 M7817 中大
11A 馮曦源 男 M7947 個人

複合弓中級組

反曲弓初級組



11B 陳萬偉 男 M5331 童軍
11C 林愉程 男 M7546S 喇沙 2006
11D 秦家俊 男 M7838 屯門
12A 彭偉康 男 M8031 金信
12B 李鈞樂 男 M7352 屯門
12C 潘浩然 男 M8304 星箭
12D 吳志榮 男 M5053 九龍
13A 尹淦樑 男 M7086 中大
13B 黎志坤 男 M7511 童軍
13C 麥子豐 男 M4734S 星箭
13D 李寶珩 女 M4605E 警察
14A 林熹瑤 女 M7994S 中大
14B 區蕭縈 女 M7770S 博雅
14C 戴尚瑤 女 M7443S 東青
14D 王雋穎 女 M8241S 金信

靶號 姓名 性別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15A 梁永謙 男 M7953 個人
15B 麥卓文 男 M5662 星箭
15C 周雋翹 男 臨時註冊 東青 2008
15D 馬長樂 男 臨時註冊 黃大仙
16A 楊博然 男 M8446 個人
16B 羅芍一 男 臨時註冊 東青 2011
16C 馬銘傑 男 臨時註冊 集英
16D 葉少忠 男 M8442 卓山
17A 徐子晴 女 臨時註冊 個人
17B  彭卓宜 女 臨時註冊 星箭
17C 關子淇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7

反曲弓新秀組

17C 關子淇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7
17D 陳銘恩 女 臨時註冊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8
18A 陳穎萱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7
18B 唐洛婷 女 臨時註冊 個人
18C 蕭祉霖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8
18D 曹佩玲 女 臨時註冊 個人
19A 李悅朗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8
19B 伍嘉慧 女 M8439 卓山
19C 樊燕雯 女 M8441 集英
19D 劉芷君 女 M8151 消防
20A 盧曉渝 女 臨時註冊 東青 2007
20B 林芷瑩 女 M3836 卓山
20C 劉知言 女 M8149S 消防 2007
20D 余珏之 女 臨時註冊 匯基書院東九龍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