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ian Youth Indoor Archery Open (Hong Kong 2018)(Star Shoot)

亞洲青少年室內射箭公開賽 (香港2018)(國際射箭聯會星章賽)

Tin Shui Wai Sports Centre 天水圍體育館

23-26/7/2018

參賽名單(團體) Entry List (Team)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團體 出生年份 教練

喻秋實 南寧市健將體育俱樂部 2004 張華

羅翠兮 南寧市健將體育俱樂部 2003 張華

鄭智仁 南寧市健將體育俱樂部 2006 張華

范潤祺 南寧市健將體育俱樂部 2006 張華

蔡沛衡 南寧市健將體育俱樂部 2007 張華

Lu Siyi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4

ANDRE HUANG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1999

Chen Qiu Yu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2

楊梓軒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4/08 徐 蓉  唐 華

黄俊毅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7/07 徐 蓉  唐 華

宋  筠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6/04 徐 蓉  唐 華

張睿玉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4/08 徐 蓉  唐 華

張諾芊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5/07 徐 蓉  唐 華

何俊海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0/08 劉小光

方明遠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4/01 劉小光

梅子飛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04 劉小光

梅子翔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04 劉小光

魏德龍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07 劉小光

孫恒宇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03 劉小光

宋雨泰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17 劉小光

梁丹泰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6/10 劉小光

林一諾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10 劉小光

蘇大萸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08 劉小光

吉炫語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8/12 劉小光

龐航宇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08 劉小光

姚宸琰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7/06 劉小光

郭嘉娜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07 劉小光

盧梓桐 M6700S 真光會 2003 李嘉威

張天嵐 M6959S 真光會 2005 李嘉威

劉墡怡 M5968S 真光會 2003 李嘉威

鍾靖妍 M4681S 真光會 1999 李嘉威

陳詠琳 M6175S 香港真光書院 2002 李嘉威

李雪頴 M6050S 香港真光書院 2002 李嘉威

余淑怡 M6052S 香港真光書院 2000 李嘉威

陸國恒 M5050S 胡兆熾會 1998 陳珏芸

郭柳婷 M6605S 胡兆熾會 2002 劉嘉昆

林展鋒 M5826S 胡兆熾會 2001 劉嘉昆

王卓曦 M6604S 胡兆熾會 2002 劉嘉昆

王漢培 臨時註冊 聖保羅會 2004 陳振昇

林尚滔 M5924S 聖保羅會 2002 陳振昇

黃嘉程 M5910S 聖保羅會 2002 陳振昇

朱浚溢 M4293 聖保羅會 1998 陳振昇

陳俊希 M5468S 香港射箭總會 2001 楊安鍵

黃溢塱 	M5317S 香港射箭總會 2000 楊安鍵

梁鈞祺 M6056S 香港射箭總會 2004 楊安鍵

陳旻謙 M6603S 香港射箭總會 2004 楊安鍵

	林靜嵐 M6140S 香港射箭總會 2003 楊安鍵

楊芷齊 	M4934S 香港射箭總會 2002 楊安鍵

	童嘉慧 M5745S 香港射箭總會 2003 楊安鍵

張藝瓊 M6936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鄭曉欣 M6847S 東青會 2002 陳珏芸

魏子晴 M6351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李澤楠 M5946S 東青會 2001 楊安鍵

陳亮恆 M4418 喇沙會 1999 楊安鍵

李澤翹 M4620S 喇沙會 1999 楊安鍵

余逸浚 M4621 喇沙會 1999 楊安鍵

廖培楷 M5326S 喇沙會 2001 楊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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