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2017/03/05  上午報到之參賽者：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上午 中級女子 李昀怡 M4986S 北區會 Nil 譚穎紹 M1813 

上午 中級女子 鄧佩琪 M6157 北區會 Nil 徐駿文 M2216 

上午 中級女子 簡安敏 M4609S 北區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女子 李愷琦 M6508S 個人 2001 盧偉燦 M1521 

上午 中級女子 祁恩 M6054S 個人 2001 李嘉威 M0741 

上午 中級女子 梁維之 M6268S 個人 2002 沈潔蓓 M0185 

上午 中級女子 梁曉茵 M5993S 個人 2002 陳振昇 M2953 

上午 中級女子 溫嘉蕙 M0554 個人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女子 蔡婉龍 M2159D 個人 Nil 李嘉威 M0741 

上午 中級女子 黎敏慧(註 1) M5708S 個人 2001 蒲彥蓁 M2323 

上午 中級女子 盧德欣 M6506S 個人 2003 沈潔蓓 M0185 

上午 中級女子 盧鍶如 M5811S 個人 2001 沈潔蓓 M0185 

上午 中級女子 吳兒靜 M6262 消防會 Nil 陳金成 M0290 

上午 中級女子 黃宇庭 M5005 荃葵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女子 劉健儀 M4943 港島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女子 洪芬妮 M4945 警察會 Nil 梁慶强 M1520 

上午 中級女子 陳慧茵 M6305 警察會 Nil 徐駿文 M2216 

上午 中級女子 黃希琳 M6051S 警察會 Nil 李嘉威 M0741 

上午 中級男子 孫海清 M5639 九龍會 Nil 陳國新 M1143 

上午 中級男子 李泰 M0901E 北區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黃文浩 M4637 全能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尹炳森 M4581 沙田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余復興 M5582 沙田會 Nil 梁慶强 M1520 

上午 中級男子 梁德龍 M5590 沙田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文金星 M6107S 沙專會 1997 鄧佩瑤 M3845S 

上午 中級男子 周建達 M4284 東九龍會 Nil 余漢華 M0017 

上午 中級男子 林煒澤 M5934 東九龍會 Nil 余漢華 M0017 

mailto:contact@tkas.org.hk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上午 中級男子 許凱聰 M3717S 東青會 2000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湯迦立 M6102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M0447 

上午 中級男子 鍾天朗 M6084S 東青會 2003 陳珏芸 M0447 

上午 中級男子 楊榮光 M5189 東區動力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劉衛健 M5955 東區動力 Nil 盧偉燦 M1521 

上午 中級男子 陳結山 M5959 金信會 Nil 葉沛霖 M1894 

上午 中級男子 趙弘謙 M6144 金信會 1990 葉沛霖 M1894 

上午 中級男子 林文水 M3053 星箭會 Nil 鄭偉倫 M3549E 

上午 中級男子 楊偉業 M2893 科大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翟文謙 M4369S 科大會 1996 李嘉威 M0741 

上午 中級男子 余漢明 M5836 羿曦會 Nil 梅鈞成 M2572 

上午 中級男子 李納德 M5453S 胡兆熾會 2001 蒲彥蓁 M2323 

上午 中級男子 列家榮 M6399 消防會 Nil 鄭偉倫 M3549E 

上午 中級男子 呂秋明 M5463 消防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梁惠林 M6264 消防會 Nil 鄭偉倫 M3549E 

上午 中級男子 朱衛青 M5841 荃葵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董健誼 M4475 荃葵會 Nil 鄭偉倫 M3549E 

上午 中級男子 魏松偉 M4916 荃葵會 Nil 鄭偉倫 M3549E 

上午 中級男子 蕭百成 M6194S 祡灣會 2000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李俊賢 M5982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姚遨謙 M5747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陳晉霖 M5983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廖培楷 M5326S 喇沙會 2001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盧以晉 M5921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盧祉霖 M5786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上午 中級男子 黃諾祈 M2850 港大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徐展鵬 M4709 港島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章秉耕 M4926 港島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周志源(註 3) M5264D 傷協會 Nil 李嘉威 M0741 

上午 中級男子 關鼎協(註 3) M4276D 傷協會 Nil 李嘉威 M0741 

mailto:contact@tkas.org.hk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上午 中級男子 陳可傑 M5191 獅子山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詹偉光 M4528 獅子山會 Nil 馮麗珠 M2881 

上午 中級男子 鄭子麒 M3856 獅子山會 Nil Nil Nil 

上午 中級男子 鄭偉航 M6172S 譚伯羽會 2001 馬再創 M0929D 

上午 高級組 吳修明(註 4) M1539 荃葵會 Nil Nil Nil 

上午 高級組 楊志峰(註 4) M4803 荃葵會 Nil Nil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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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2017/03/05  中午報到之參賽者：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中午 初級女子 何芷盈 M6201S 北區會 2002 徐駿文 M2216 

中午 初級女子 陳睿欣 M6195S 北區會 2002 徐駿文 M2216 

中午 初級女子 鄧淑穎 M6426S 東青會 Nil 陳珏芸 M0447 

中午 初級女子 王綺華 M5835 羿曦會 Nil 梅鈞成 M2572 

中午 初級女子 陳鈺淇 M6111S 個人 2002 徐駿文 M2216 

中午 初級女子 劉子悅 M6055S 個人 2002 李嘉威 M0741 

中午 初級女子 錢嘉蔚 M6444S 個人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初級女子 梁嘉芸(註 1)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初級女子 李寶珩 M4605E 警察會 Nil Nil Nil 

中午 初級男子 呂壯勝 M4281 卓山會 Nil 李炳 M0962 

中午 初級男子 陳錦華 M6304 東九龍會 Nil 余漢華 M0017 

中午 初級男子 楊文龍 M5964 金信會 Nil 葉沛霖 M1894 

中午 初級男子 Gokmen Keskw M6461 個人 Nil 徐駿文 M2216 

中午 初級男子 單泳斌 M5074S 個人 1998 盧偉燦 M1521 

中午 初級男子 黎頌陽 M6480 個人 Nil 徐駿文 M2216 

中午 初級男子 魏逸鋒(註 2) M6341S 柴灣會 2001 Nil Nil 

中午 初級男子 鄭振華 M5328 消防會 Nil 陳金成 M0290 

中午 初級男子 許偉麟 M5762 荃葵會 Nil Nil Nil 

中午 初級男子 陳家良 M5859S 理大會 Nil Nil Nil 

中午 初級男子 陳椲鏗 M5932S 喇沙會 2002 楊安鍵 M0300 

中午 初級男子 陳奕輝(註 1) M5233E 港島會 Nil Nil Nil 

中午 初級男子 黃子明 M6238 警察會 Nil 吳國榮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王嘉莉 M6230S 北區會 2003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吳欣禧 M6197S 北區會 2003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許昊文 M6322S 個人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馮沛穎 M6090S 個人 2002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王琪琪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鄭偉倫 M3549E 

mailto:contact@tkas.org.hk


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王煕桐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余嘉茵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吳羡蓉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李曉潼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李諾瑤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林凱瀅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林瑩善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陳佐丞 M3423S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唐晞桐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6 呂活來 M1987E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翁佑悅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張嘉珆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陳佐丞 M3423S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莊穎琪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鄭偉倫 M3549E 

中午 青少年女子 郭思言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陳芷寧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麥盈章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彭恩欣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程葆樺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黃曉琳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劉凱琳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鄭偉倫 M3549E 

中午 青少年女子 劉曉晴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蔡司雅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蔡延慧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蔣詩芬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謝欣穎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羅浩嘉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陳佐丞 M3423S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譚芷翹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女子 譚洛妍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新秀女子 蘇家玉 M6505S 中大會 1998 陳佐丞 M3423S 

中午 新秀女子 黃昳嵐 臨時註冊 致勝會 Nil 陳孔琼 M1426 

中午 新秀女子 陳穎琪 M6271S 個人 Nil Nil Nil 

中午 新秀女子 蘇秀英 M6421 個人 Nil 廖衛剛 M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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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葵射箭會射箭錦標賽 2016，2017/03/05，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 
報名名單(以香港射箭總會公佈為準)                                                  

(更新日期：2017/02/25) 

備註： 

註 1：未完成射手註冊。請於報到時，出示有關香港射箭總會發出之有效射手註冊證明。 

註 2：欠報名費。請於報到前，繳交報名費差額。 

註 3：傷協射手。 

註 4：荃葵射箭會會內賽，成績將不被香港射箭總會認可。 

如有查詢，請電郵致 contact@tkas.org.hk 聯絡。 

報到時段 組別 姓名 射手編號 屬會 出生年份 教練姓名 教練編號 

中午 青少年男子 Jay Bevan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何銘泉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吳吉鈿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吳家偉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男子 李文暉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鄭偉倫 M3549E 

中午 青少年男子 李啟匡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金樂生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男子 施經鏗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胡添華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陳志聰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陳俊文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陳珞文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徐駿文 M2216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黃溢塱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鄭偉倫 M3549E 

中午 青少年男子 劉俊賢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鄧家寶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鄧樂鳴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鍾宇軒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0 鄭偉倫 M3549E 

中午 青少年男子 鍾朗方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2 葉海蓮 M0137C 

中午 青少年男子 譚偉豪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1 盧偉燦 M1521 

中午 青少年男子 蘇國濤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3 李嘉威 M0741 

中午 新秀男子 吳新華 M6150 北區會 Nil 陳孔琼 M1426 

中午 新秀男子 李卓睿 M5874 西北會 Nil Nil Nil 

中午 新秀男子 PANKAJ KWMAR M6270 金信會 Nil 葉沛霖 M1894 

中午 新秀男子 陳賢翀 臨時註冊 金信會 Nil 葉沛霖 M1894 

中午 新秀男子 王學文 臨時註冊 致勝會 Nil 陳孔琼 M1426 

中午 新秀男子 黃健生 M3669 港島東會 Nil 譚建明 M0257 

中午 新秀男子 姚疊峰 臨時註冊 臨時註冊 2004 楊安鍵 M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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