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場 8月11日 下午14:00
第一組 男子詠春拳 8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曾伊健 小念頭 中國
2 高乾智 詠春拳 中國
3 黃俊立 小念頭 中國
4 黃文軒 小念頭 中國
5 魏桌威 四面椿 澳門
6 黎永輝 譚式標指 澳門
7 梁晉豪 小念頭 中國
8 黃梓浩 小念頭 中國

第二組 男子長器械類 36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Panagiotis  Velissariou 南棍 希臘
2 鄺朗睿 自選槍術 香港
3 Daniils Kirjusins 武當扑刀 拉脫維亞
4 余建文 太祖棍七十二勢 中國
5 黃文燈 春秋大刀 中國
6 蘇譽明 蔡李佛棍 澳門
7 馮永權 九環大刀 澳門
8 楊有成 蔡李佛棍 澳門
9 林偉良 行者棒 中國
10 鄒祥聰 棍術 中國
11 何彥政 棍術 香港
12 周俊宇 槍術 香港
13 Julian Weber 九節鞭 德國
14 楊  聖 槍式 中國
15 李  祥 南棍 中國
16 盧巍東 槍術 中國
17 黃智浩 春秋大刀 中國
18 嚴騰飛 戰身槍 中國
19 Myron Tornesakis 傳統少林棍 希臘
20 高乾智 棍術 中國
21 鄭景天 猴棍 中國
22 黃文城 三叉 中國
23 盧永祥 陰陽八卦棍 澳門
24 霍振強 九節鞭 澳門
25 張秋山 棍術 中國
26 鍾逸朗 青龍大刀 澳門
27 黎永輝 六點半棍 澳門
28 許佳樂 傳統棍 澳門
29 史俊杰 少林棍 中國
30 高佳樂 少林棍 中國
31 趙家成 自選棍術 中國
32 楊傳路 自選槍術 中國
33 宋夢偉 少林棍 中國
34 李  旭 自選棍術 中國
35 張少友 春秋大刀 中國
36 Tonnerre Joseph Victor 扑刀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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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女子長器械類 12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黃敏婷 槍術 香港
2 吳綺君 八卦槍 中國
3 杜芊蔚 自選槍術 香港
4 周  倩 槍術 中國
5 何佩嘉 單頭棍 澳門
6 關寧慧 自選南棍 香港
7 林以諾 自選槍術 香港
8 楊楚盈 南棍 中國
9 張敖堯 自選槍術 香港
10 羅芯濼 自選南棍 香港
11 顏嘉穎 槍術 香港
12 任雨晴 自選棍術 中國

第四組 男子短器械類 35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鄺朗睿 初級刀術 香港
2 姚卓男 自選劍術 香港
3 何証騫 刀術 香港
4 何彥政 刀術 香港
5 林盛華 八卦子午鴛鴦鉞 中國
6 林華清 少林達摩杖 中國
7 黃永任 板凳術 中國
8 周  少 雙截棍 中國
9 鍾子龍 南刀 澳門
10 梁梓健 蔡李佛單刀 澳門
11 魏桌威 八斬刀 澳門
12 Mario Sanchez Martinez 刀術 西班牙
13 Alexandr Mezer 南刀 哈薩克斯坦
14 Daniel Nagel 雙刀 德國
15 Patrick Nagel 刀術 德國
16 Attila Rustamov 刀術 哈薩克斯坦
17 Domenico Giordano 刀術 意大利
18 鄒祥聰 刀術 中國
19 高乾智 雙截棍 中國
20 Roman Vlasenko 武當劍 俄羅斯
21 周俊宇 刀術 香港
22 周泓希 劍術 香港
23 李  祥 南刀 中國
24 張秋山 球 中國
25 黃志鑫 單選單刀 中國
26 李祺恩 子母雙刀 澳門
27 關小東 試風刀 澳門
28 陳緯勳 南派朴刀 澳門
29 張少友 刀術 中國
30 史俊杰 傳統刀 中國
31 高佳樂 傳統刀 中國
32 趙家成 自選刀術 中國
33 宋夢偉 醉劍 中國
34 李  旭 自選刀術 中國
35 楊傳路 自選雙刀 中國



第五組 女子短器械類 17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Nese Caglayan 扇子 土耳其
2 杜芊蔚 自選劍術 香港
3 羅芯濼 自選南刀 香港
4 顏嘉穎 劍術 香港
5 布曉琳 八方刀 澳門
6 林少英 功夫扇 澳門
7 楊楚盈 雙截棍 中國
8 周  倩 劍術 中國
9 黃  玲 少林達摩劍 中國
10 吳綺君 洪家單刀 中國
11 劉心美 太極雙扇 澳門
12 劉婉琦 刀術 澳門
13 Lena Koch 功夫扇 德國
14 Paloma Paños Milla 劍術 西班牙
15 關寧慧 自選南刀 香港
16 林以諾 自選刀術 香港
17 任雨晴 自選刀術 中國

第六組 男子太極短器械類 9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楊  聖 四十二式太極劍 中國
2 蕭健國 吳式太極刀 澳門
3 李蔭祥 楊式太極劍 澳門
4 盧巍東 四十二式太極劍 中國
5 Wael Jarrah Prudencio 陳式太極劍 西班牙
6 何孝忠 傳統太極劍 澳門
7 曾錦伍 楊式太極刀 澳門
8 林榮光 陳式太極刀 澳門
9 馬華釗 楊式太極刀 澳門

第七組 女子太極短器械類 14人
序 姓名 項目 國家/地區
1 余曼蓮 32式太極劍 澳門
2 梁貴好 32式太極劍 澳門
3 高蓮玲 自選楊式太極劍 澳門
4 區詠霞 楊式太極刀 澳門
5 唐桂英 吳式太極劍 澳門
6 黃煥如 楊式太極劍 澳門
7 陶麗萍 楊式太極刀 澳門
8 黃潔蘭 陳式太極劍 澳門
9 鍾日笑 太極回歸扇 澳門
10 黃華妹 傳統陳式太極刀 澳門
11 林美珠 傳統陳式太極劍 澳門
12 陳綺蘿 吳式太極劍 澳門
13 方美燕 吳式太極劍 澳門
14 楊  豔 自選太極劍 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