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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代表隊集訓隊教練及運動員名單 

項目 教練名單 運動員名單 

 

硬地滾球 

Boccia 

總教練： 郭克榮 

全職教練：施珊珊 劉煒麒 

高級教練：潘俊傑 黃秀華 

教 練： 李榮傑 梁媛雯 

     倪振明 

助 教： 鄧穎琳 梁少芳 

A 隊 

何宛淇 郭海瑩 劉慧茵 

梁美儀 梁育榮 龍子健 

曾鈴茵 黃君恒 楊曉林 

B 隊 

陳錦洲 陳柏麟 張家棟 

張  沅 關夢薇 何景彤 

吳志恒 廖詠彤 謝徳樺 

 

殘疾人射箭 

Para Archery 

總教練： 馬再創 

教  練： 李嘉威 

助  教： 施陞儒 李守正 

     李浩森 

A 隊 

陳婉華 蔡婉龍 周志源 

方家強 黎煒之 危家銓 

曹建華 黃兆榮 胡同生 

袁永昌   

B 隊 鄭玨恒 林燦榮 麥家輝 

 

殘疾人田徑 

Para Athletics 

總教練： 葉頌華 

教  練： 蔡喜逢 

助  教： 鄧曉晴 邱苑儀 

A 隊 
陳泳森 傅朗淇 黃思恩 

任國芬 余春麗 袁家建 

B 隊 鮑錐耀 朱澤生 黃斌偉 

 

殘疾人羽毛球 

Para Badminton 

總教練： 鄭暉燕 

高級教練：劉南銘 余廣華 

教  練： 洪顯駿 朱穎芬 

     曾昭邦 

A 隊 
陳浩源 朱文佳 鄺彤峰 

林德坤 吳麗玲 王鎮炎 

B 隊 
朱少強 李仁平 林芷煖 

王樹遠   

 

殘疾人草地滾球 

Para Lawn Bowls 

總教練： 李房嬌 

教 練： 馬志堅 李秋嫻 

     張 俊 譚揚明 

     鍾明生 吳國輝 

     朱艷嫻 

助  教： 徐東湧 

A 隊 

郭  永 劉紹光 李志明 

李應榮 鄧美儀 鄧順儀 

徐家良 鄔文英 嚴敏清 

B 隊 
簡國明 梁有安 黃健光 

王心子 胡德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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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教練名單 運動員名單 

 

殘疾人游泳 

Para Swimming 

總教練： 江俊賢 

教  練： 吳恩浩 

     郭浩天 甘志豪 

A 隊 周宏基 聶建軍 蔡偉健 

B 隊 
陳朱星 譚文慧 謝樂篇 

林寶儀   

 

殘疾人乒乓球 

Para Table 

Tennis 

總教練： 張  佳 

全職教練：陳  杰 

教 練： 陳維安 王藝璇 

     魏東梅 黃應輝 

     鄺錦成 

助  教:  閆曉雄  石皎如 

A 隊 

陳思魯 蔡兆雄 林嘉偉 

李銘業 高行易 王志賢 

黃佩儀 張炳貴  

B 隊 

鄭奕進 唐志勇 唐志銘 

焦瑾珊 王愉程 劉旭浩 

袁泳琪   

 

殘疾人保齡球 

Para Tenpin 

Bowling 

總教練： 張榮傑 

教  練： 馮正普 郭文亮 

     梁悅明 鄧小燕 

     黃麗嫦 

A 隊 

陳達聰 張凱童 周培堅 

朱穎琴 羅振強 汪國張 

黃美蘭 袁詠珊  

B 隊 
陳達剛 陳偉雄 陶志生 

洪家龍 歐陽尚彝  

 

殘疾人射擊 

Shooting Para 

Sport 

總教練： 鍾正濤 

教 練： 陳志光 

A 隊 
郭  笑 李淑賢 梁玉珍 

黃仁禾   

B 隊 劉玉珍 劉瑞華  

 

輪椅籃球 

Wheelchair  

Basketball 

總教練： 李皓峰 

教  練： 植思豪 
N/A 

陳振文 陳穎建 鄭恩強 

張智恆 莊浩賢 鍾卓庭 

詹國良 李志雄 鄧昌俊 

杜子傑 潘 海 楊國富 

 

輪椅劍擊 

Wheelchair  

Fencing 

總教練： 黃金球 

全職教練：陳  瑜 鍾定程 

高級教練：胡萬江 陳偉勁 

     何泰順 

助 教： 劉 軾 黃騰達 

A 隊 

陳穎健 張明仔 鍾婉萍 

范珮珊 吳弛烽 吳舒婷 

湯雅婷 余翠怡  

B 隊 
陳  曦 陳詩晴 周朗浩 

朱浩賢 林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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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項目 

代表隊集訓隊 

總人數 

代表隊集訓隊 

 
 

 

 
 

 
A 隊人數 B 隊人數 

硬地滾球  Boccia 18 9 9 

殘疾人射箭  Para Archery 13 10 3 

殘疾人田徑  Para Athletics 9 6 3 

殘疾人羽毛球  Para Badminton 10 6 4 

殘疾人草地滾球  Para Lawn Bowls 14 9 5 

殘疾人游泳  Para Swimming 7 3 4 

殘疾人乒乓球  Para Table Tennis 15 8 7 

殘疾人保齡球  Para Tenpin Bowling 13 8 5 

殘疾人射擊  Shooting Para Sport 6 4 2 

輪椅籃球  Wheelchair Basketball 12 12 

輪椅劍擊  Wheelchair Fencing 13 8 5 

代表隊集訓隊總人數： 130 83 47 

 

(已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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