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殘疾人射箭公開錦標賽 2019 

2019 年 3 月 2 及 3 日(星期六及日) 

鳳溪公立學校足球場 

 

比賽程序表 

第一日賽事 (3 月 2 日)  

時間 程序 

09:00 – 09:15 參賽者報到 

09:15 – 09:45 原靶練習 

09:45 – 10:45 反曲弓個人賽 (第一輪) 

- 新秀及初級姐 (18 米) 

*新秀組靶紙為「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初級組靶紙為「40 厘米內十環靶紙」 

- 中級及高級組 (70 米) 

- 邀請組 (70 米) 

複合弓個人賽 (第一輪) 

- 中級及高級組 (50 米) 

- 邀請組 (50 米) 

10:45 – 11:00 休息 

11:00 – 12:00 反曲弓個人賽 (第二輪) 

- 新秀及初級姐 (18 米) 

*新秀組靶紙為「80 厘米內六環靶紙」，

初級組靶紙為「40 厘米內十環靶紙」 

- 中級及高級組 (70 米) 

- 邀請組 (70 米) 

複合弓個人賽 (第二輪) 

- 中級及高級組 (50 米) 

- 邀請組 (50 米) 

12:30 – 13:00 頒獎典禮 - 反曲弓新秀及初級組、中級及高級組個人賽 

 複合弓中級及高級組個人賽 

13:00 – 14:00 午膳 

14:00 – 14:30 原靶練習 

14:30 – 15:00 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 1/16 賽事  

(第一組賽事及第二組賽事) 

15:00 – 15:30 反曲弓及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 1/8 賽事 

(反曲弓：第一組賽事及第二組賽事) 

15:30 – 16:00 反曲弓及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 1/4 賽事 

16:00 – 16:30 反曲弓及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 1/2 賽事 



 

 

第二日賽事 (3 月 3 日) 

時間 程序 

09:00 – 09:15 參賽者報到 

09:15 – 09:30 原靶練習 

09:30 – 10:00 反曲弓及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季軍賽 

10:00 – 10:30 反曲弓及複合弓個人賽邀請組冠軍賽 

10:30 – 11:00 原靶練習 

11:00 – 11:30 反曲弓及複合弓團體賽邀請組 1/4 賽事 

11:30 – 12:00 反曲弓及複合弓團體賽邀請組 1/2 賽事 

12:00 – 12:30 反曲弓及複合弓團體賽邀請組季軍賽 

12:30 – 13:00 反曲弓及複合弓團體賽邀請組冠軍賽 

13:00 – 14:00 午膳 

14:00 – 14:30 原靶練習 

14:30 – 15:00 複合弓混合團體賽邀請組 1/4 賽事 

15:00 – 15:30 反曲弓及複合弓混合團體賽邀請組 1/2 賽事 

15:30 – 16:00 反曲弓及複合弓混合團體賽邀請組季軍賽 

16:00 – 16:30 反曲弓及複合弓混合團體賽邀請組冠軍賽 

17:00 – 17:30 頒獎典禮 

 

 

  



靶號 姓名 靶號 姓名

1A 關鼎協 9A 黃兆榮

1B 杨传灵 9B 李慧

2A 林燦榮 10A 麥家輝

2B 翁龙青 10B 苏海鹏

3A 袁永昌 11A 陳婉華

3B 袁月婷 11B 何梓豪

4A 周志源 12A 胡同生

4B 石兆田 12B 韩贵飞

5A 董智 13A 蔡婉龍

5B 梁秋蓉 13B 陈浩泉

6A 张壮壮 14A 黎煒之

6B 萧彦红 14B 叶孝松

7A 赵红江 15A 方家強

7B 楊清壬 15B 廖岸兰

8A 高芳霞 16A 危家銓

16B 陈敏仪

17A 曹建華

反曲弓新秀及初級組 靶號 姓名 17B 徐华艺

20A 翁沐茵 18A 徐瑞仁

20B 吳淑梅 18B 曾富梅

20C 紀素英 19A 诸伟亮

21A 梁景年 19B 林月珊

21B 高耀章

21C 莊桂南

22A 梁偉光

22B 陳秀珠

22C 呂文滙

反曲弓 隊伍 隊伍名稱 姓名 複合弓 隊伍 隊伍名稱 姓名

1 香港隊 關鼎協 1 香港A隊 危家銓

袁永昌 胡同生

周志源 蔡婉龍

2 北京隊 董智 2 香港B隊 黃兆榮

张壮壮 曹建華

高芳霞 方家強

3 東莞隊 杨传灵 3 香港C隊 黎煒之

翁龙青 陳婉華

袁月婷 麥家輝

4 廣東隊 石兆田 4 北京隊 李慧

梁秋蓉 苏海鹏

萧彦红 何梓豪

5 東莞隊 陈浩泉

叶孝松

廖岸兰

6 廣東隊 徐华艺

曾富梅

林月珊

香港殘疾人射箭公開錦標賽2019
參賽者排靶表

B) 邀請組團體賽參加者名單

A) 個人賽參加者名單

複合弓邀請組 及 中級及高級組反曲弓邀請組 及 中級及高級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