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 員 名 單  

 

項目 (1) 十五公里單人無舵艇--男子少年組 

101 劉展峰 晨曦獨木舟會 104 李梓揚 海豚獨木舟會 

102 吳卓文 個人  105 黃煜曦 海豚獨木舟會 

103 郭皓泓 海豚獨木舟會    

 

 

項目 (3) 十五公里單人無舵艇--男子組 

301 汪訓愷 凱風獨木舟會 310 李國明 草原之友  

302 關自強 晨曦獨木舟會 311 鄺文海 草原之友  

303 劉澤文 晨曦獨木舟會 312 曾家豪 草原之友  

304 馬豪棟 晨曦獨木舟會 313 周永雄 個人  

305 譚哲恆 晨曦獨木舟會 314 鄭家偉 個人  

306 黃漢強 晨曦獨木舟會 315 何德良 個人  

307 溫明峰 晨曦獨木舟會 316 許俊傑 海豚獨木舟會 

308 胡健輝 草原之友  317 王世銘 海豚獨木舟會 

309 方建熙 草原之友     

 

 

項目 (4) 十五公里單人無舵艇--女子組 

 

 

 

 

 

項目 (5) 十五公里單人無舵艇--大會艇組 

501 姚駿達 個人  506 石永成 海豚獨木舟會 

502 劉梓澄 個人  507 陳健達 海豚獨木舟會 

503 全家賢 個人  508 張偉德 海豚獨木舟會 

504 劉英傑 個人  509 鍾子健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505 林俊文 個人     

401 張思德 晨曦獨木舟會 405 黃婷婷 個人  

402 馮英英 晨曦獨木舟會 406 李曉迅 個人  

403 余明茵 晨曦獨木舟會 407 吳金鳳 海豚獨木舟會 

404 黃綺珊 個人  408 羅靖嵐 晨曦獨木舟會 



 

項目 (6) 初級男子少年單人組 

601k 張朗然 晨曦獨木舟會 604k 鄭景揚 海豚獨木舟會 

602k 劉文康 海豚獨木舟會 605k 黃泳豪 海豚獨木舟會 

603k 黃政諺 海豚獨木舟會 606k 丁文文 海豚獨木舟會 

 

 

項目 (8) 初級男子單人組 

801k 余子賢 個人  807k 嚴樹揚 激流會 

802k 倫志銘 激流會 808k 王鎮理 激流會 

803k 梁子楓 激流會 809k 鍾偉初 個人  

804k 林國權 激流會 810k 郭灝明 海豚獨木舟會 

805k 朱偉豪 激流會 811k 廖建嵐 海豚獨木舟會 

806k 張偉源 激流會 812 李美傑 海豚獨木舟會 

 

 

項目 (9) 初級男子雙人組 

901k 袁仲賢 劉克強 凱風獨木舟會 

902k 張振城 胡惠強 晨曦獨木舟會 

903k 梁志仁 梁樹強 晨曦獨木舟會 

 

 

項目 (10) 初級女子單人組 

1001k 陳淑芬 海豚獨木舟會 

1002k 梁嘉敏 海豚獨木舟會 

1003 鮑海珊 海豚獨木舟會 

 

 

 

艇號有<k>表示該賽員可用有舵艇作賽 

 

 



項目 (13) 資深男子單人組 

1301 余健偉 個人  1309k 鄺志強 激流會 

1302k 曾澤文 個人  1310k 譚健豪 激流會 

1303k 羅浩勤 凱風獨木舟會 1311k 張遠光 個人  

1304k 蔡艾雲 晨曦獨木舟會 1312k 甄智雄 海豚獨木舟會 

1305k 伍志英 晨曦獨木舟會 1313k 李卓凡 海豚獨木舟會 

1306k 張鏡江 恒星體育會 1314k 鍾文強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307k 區耀波 恒星體育會 1315k 余展鵬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308k 張永華 激流會    

 

 

項目 (14) 資深女子單人組 

1401k 黃蕙芳 凱風獨木舟會 

1402k 蔡惠燕 海豚獨木舟會 

1403k 譚美玲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項目 (15) 高級男子單人組 

1501k 馮耀中 凱風獨木舟會 1507k 張君翹 激流會 

1502k 洪天鵬 恒星體育會 1508k 鄧浩賢 古浪聚 

1503k 馮允謙 激流會 1509k 黃天來 海豚獨木舟會 

1504k 張子衝 激流會 1510k 徐詩駿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505k 蔡奕伸 激流會 1511k 陳旺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506k 黃國庭 激流會 1512k 李宏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項目 (16) 高級男子雙人組 

1601k 劉錦基 尹星儒 恒星體育會 

1602k 趙家聰 莫沅峰 激流會 

1603k 趙善賦 范成楠 激流會 

1604k 馮典敬 廖家平 海豚獨木舟會 

 

艇號有<k>表示該賽員可用有舵艇作賽 



項目 (17) 高級組女子單人 

1701k 李珍細 凱風獨木舟會 

1702k 黃穎琳 海豚獨木舟會 

1703k 余雪萍 海豚獨木舟會 

 

項目 (18) 高級女子雙人組 

1801k 劉狄嘉 鄭坤儀 凱風獨木舟會 

1802k 呂紫霞 鄧玉珍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803k 林婉芬 鄭慧敏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項目 (19) 高級男女混合組 

1901k 杜婉玲 梁瑞祥 晨曦獨木舟會 

1902k 甄智豪 趙雅然 個人  

1903k 吳家明 黎秀娟 海豚獨木舟會 

1904k 黎少球 吳嘉麗 海豚獨木舟會 

1905k 李偉庭 梁麗斯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906k 梁小燕 朱嘉仁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1907k 張鏡祥 鄭秀雯 激流會 

 

項目 (21) 接力賽--大會艇組 

2101 陳珩 蕭漢威 黃嘉誠 晨曦獨木舟會 

2102 梁斯俊 盧耀樂 鄭家棟 晨曦獨木舟會 

2103 王炳文 劉瑞綱 吳嘉駿 激流會 

2104 莊學彬 梁悅標 陳淑儀 激流會 

2105 韓嘉熙 丁子諾 林逸朗 個人  

2106 梁靄禧 何家偉 梁偉雄 個人  

2107 陳曉諭 曾錦華 黃慧敏 個人  

2108 蘇華偉 黃俊賢 周德祥 海豚獨木舟會 

 

 

 

艇號有<k>表示該賽員可用有舵艇作賽 



 

 

項目 (22) 親子賽--自備艇組 

2201 何灝政 何國超 晨曦獨木舟會 

2202 黎健偉 黎志明 晨曦獨木舟會 

2203 杜卓然 杜文釗 晨曦獨木舟會 

 

 

項目 (23) 親子賽--大會艇組 

2301 卓大偉 卓劭琦 個人  

2302 李志安 李念聰 個人  

2303 冼志偉 冼海鍩 個人  

2304 羅英浩 羅梃浠 海豚獨木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