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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名單(團體) Entry List (Team)

姓名/Name 屬會/團體/Team 出生年份/YOB 教練/Coach
林凱瀅 德望會 2004 李嘉威
王熙桐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許昊文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譚洛姸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錢嘉蔚 德望會 2003 李嘉威
周若曦 福建代表隊 2009 沒有提供
姚冠樺 福建代表隊 2007 沒有提供
張岳 福建代表隊 2008 沒有提供
曾秉鈺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1999 子明海/孟祥雪
鄭澤源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0 子明海/孟祥雪
王若璇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0 子明海/孟祥雪
叶圳坤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3 子明海/孟祥雪
譚韵怡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5 子明海/孟祥雪
金星舟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5 子明海/孟祥雪
王泓羲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6 子明海/孟祥雪
李燁軒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4 子明海/孟祥雪
王秉杰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7 子明海/孟祥雪
鄧宗奎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7 子明海/孟祥雪
王彥羲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8 子明海/孟祥雪
黃楷恒 深圳市天驕國際學院 2008 子明海/孟祥雪
周千越 無錫牧心堂 2000 沒有提供
姚珺涵 無錫牧心堂 2005 沒有提供
張乘灝 無錫牧心堂 2008 沒有提供
Shafiei Mohammad Amin Iran International Team 2004
Zareeiarzanani Matin Iran International Team 2004
Shirgholami Amir Ali Iran International Team 2003
Rajabi Mohannad Matin Iran International Team 2003
Divino Annika Denise Gandiva Archery Philippines 2003 Martin Roy Vincent / Balmeo Romnick
Reaport Jonathan Gandiva Archery Philippines 2003 Martin Roy Vincent / Balmeo Romnick
Reaport Jeremy Gandiva Archery Philippines 2008 Martin Roy Vincent / Balmeo Romnick
Garcia Giuliana Vernice Gandiva Archery Philippines 2009 Martin Roy Vincent / Balmeo Romnick
Ongcarranceja Rafael Nico Gandiva Archery Philippines 2005 Martin Roy Vincent / Balmeo Romnick
Brandon Kok Kai Chuen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1
Aarav Miteshkumar Jain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8
Li, Ying Xu Elaine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8
So, Ho Wai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8
Han Yi Xuan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8
Yi Ziyi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7
Chan Li-Hsuan 百盛達射箭俱樂部 2006
侯晟林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陳思齊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安冠戎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吕鑫毅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殷一丹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米桐彤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朱璽臻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陳青雲 北辰射箭協會 馬思怡
陳宇杰 珠海一心射箭會 1998 張仰曾
張協勇 珠海一心射箭會 1998 張仰曾
沈瑾然 珠海一心射箭會 2007 張仰曾
伍思龍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6 徐 蓉  唐 華
伍思明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7 徐 蓉  唐 華
羅鑫龍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6 徐 蓉  唐 華
唐羿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5 徐 蓉  唐 華
李欣荣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5 徐 蓉  唐 華
段晨希 福田區少年業餘體育學校代表隊 2005 徐 蓉  唐 華
王俊翔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4 劉小光
崔銘洋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 劉小光
宋柏喬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5 劉小光
梁啟泰 深圳市福田區射箭協會 2008 劉小光
陳泊宏 青島書院路小學 2005 李牧遙 張天驕
施增瑞 青島書院路小學 2005 李牧遙 張天驕
陳大衛 青島書院路小學 2006 李牧遙 張天驕
李俊哲 青島書院路小學 2008 李牧遙 張天驕
楊夢涵 青島書院路小學 2006 李牧遙 張天驕
李詠楠 真光會 2003 蒲彥蓁
林宇群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古可莉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鄺惠愉 真光會 2005 蒲彥蓁
關紫晴 真光會 2004 蒲彥蓁
李曉柔 真光會 2004 蒲彥蓁
湯潁恩 真光會 2003 蒲彥蓁
劉倩妤 真光會 2001 蒲彥蓁
陳紫寧 真光會 1999 蒲彥蓁
鄭曉蔚 真光會 1998 蒲彥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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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匡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4 蘇尹翎
鄧維新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4 蘇尹翎
李卓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2004 蘇尹翎
何焯琳 心誠會 2001 蘇尹翎
黃曉豐 心誠會 2004 蘇尹翎
郭鎮維 心誠會 2003 蘇尹翎
魯一鳴 北區會 2005 莫雲開
鄧一正 北區會 2007 莫雲開
柏婉慈 北區會 2007 莫雲開
影曦 北區會 2005 莫雲開
唐晞桐 博雅箭會 2006 陳振昇
崔俊杰 博雅箭會 1999 陳振昇
王卓盈 博雅箭會 1998 陳振昇
梁傲喬 博雅箭會 2003 陳振昇
梁曉茵 博雅箭會 2002 陳振昇
唐瑞廷 博雅箭會 2010 陳振昇
黃江宏 博雅箭會 2006 麥智恆
仇卓謙 聖保羅會 2005 陳振昇
魏澔遵 聖保羅會 2002 陳振昇
何衍澍 聖保羅會 2004 陳振昇
譚迦軒 聖保羅會 2001 陳振昇
陳亦孚 聖保羅會 2003 陳振昇
黃博晞 聖保羅會 2004 陳振昇
黎韋灒 聖保羅會 2004 陳振昇
郭賢霽 香港射箭總會A 1999 蒲彥蓁
徐頌嵐 香港射箭總會A 2000 蒲彥蓁
陳穎彤 香港射箭總會A 2000 蒲彥蓁
盧祉霖 香港射箭總會B 2002 蒲彥蓁
許凱聰 香港射箭總會B 2000 蒲彥蓁
鄔仕仁 香港射箭總會B 2001 蒲彥蓁
潘煒晴 培正中學 1999 陳珏芸
曾淼騫 培正中學 1999 陳珏芸
何靖昕 培正中學 1999 陳珏芸
鍾天朗 培正中學 2003 陳珏芸
符詠琳 聖士提反書院 2005 蒲彥蓁
陳靜霖 聖士提反書院 2003 蒲彥蓁
張熙琳 聖士提反書院 2003 蒲彥蓁
李正豪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1999 徐駿文
梁焯然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0 徐駿文
羅諾瑤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5 徐駿文
陳智軒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4 徐駿文
吳家偉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4 徐駿文
王嘉莉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3 徐駿文
金樂生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2004 徐駿文
黃浩華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1999 馬再創
關俊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000 馬再創
羅伊航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003 馬再創
姚疊峰 喇沙書院 2004 楊安鍵
何胤廷 喇沙書院 2004 楊安鍵
曾卓然 喇沙書院 2004 楊安鍵
蘇駿藝 喇沙會 1998 楊安鍵
李俊賢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盧以晉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蔡詠彤 胡兆熾會 2003 梁慶強
鍾永南 胡兆熾會 2001 梁慶強
雷美蓓 胡兆熾會 2005 梁慶強
林坤明 鳳溪第一中學 2002 余紹豐
李家衡 鳳溪第一中學 2003 余紹豐
廖兆鴻 鳳溪第一中學 2003 余紹豐
鄭夗潞 鳳溪第一中學 2003 余紹豐
劉卓盈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3 何倩文
李梓瑜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3 何倩文
張佩儀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3 何倩文
雷雅媛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5 何倩文
陳諾謙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5 何倩文
吳泳慧 香港教育大學 1998 鄧佩瑤
李善同 香港教育大學 1998 鄧佩瑤
梁家銘 香港教育大學 1998 鄧佩瑤
趙咏姿 鳳溪會 2000 余紹豐
黃詩敏 鳳溪會 2000 余紹豐
康保麟 鳳溪會 1998 余紹豐
施子鋒 鳳溪會 2004 余紹豐
馮芊頴 警察會 2002 吳國榮
林因信 警察會 2006 吳國榮
柳兆軒 警察會 1998 吳國榮
王家樂 警察會 1998 吳國榮
柳兆臻 警察會 2004 吳國榮
張善智 警察會 2004 吳國榮
何靜韻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001 周振鴻
趙倢賢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004 周振鴻
梁翼顯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001 周振鴻
曾浩炫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001 周振鴻
趙朗賢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2002 周振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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