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一號場地 4月21日 下午2:30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競賽長拳 18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老耀揚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子軒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仕謙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嘉軒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關子宇

6. 南北武術學會 譚佑琛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譚卓嵐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柯啟仁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銳澄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天睿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旗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喻禧

1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曉峰

1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恒

15. 紅日文娛體育會 卓華榮

1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澤權

1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鄭灝軒

18.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嘉浩

第二組 女子D組初級競賽長拳 22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丁紫晴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陸泳彤

4.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　靜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幸琳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蔣齡玉

7. 領峰文娛體育會 潘文晴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穎詩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鄭銘宜

10.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李巧瑩

1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許卓琳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莊舒珺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芷萱

14. 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毅樺

1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1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阮  嵐

17. 紅日文娛體育會 吳玥鳳

18. 南北武術學會 傅文殷

1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雪兒

20.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黃煜婷

2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薏

22. 澳門發揚體育會 蕭慧敏

第二十四屆澳門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第三組 男子C組初級競賽長拳 4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高睿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賈爾進

3. 南北武術學會 王若棟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吳丞恩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葉耀良

6. 南北武術學會 吳澤銘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周凱威

8. 南北武術學會 鄭灝昌

9.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王地烽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胤廷

1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啟仁

13. 南北武術學會 黃少麒

14.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李光夏

1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尚鵬

1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李業昇

17. 澳門發揚體育會 田浩霖

18.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李業旗

19. 南北武術學會 黎家暉

2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文濠

21. 南北武術學會 梁溢庭

2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哲晞

23. 勁青體育會 蔡康宏

24. 領峰文娛體育會 梁梓俊

2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陸峻熹

26. 澳門發揚體育會 蕭鎮豪

2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銘祖

28. 南北武術學會 王鶴榮

2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葉文樂

30. 澳門發揚體育會 阮榇樂

3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啟賢

32. 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3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蕭柏軒

3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嘉誠

35. 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豪

3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謝錦輝

37.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溫永聖

3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3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施嘉濠

40.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博睿

4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嚴千盛

42. 南北武術學會 葉子軒

43. 南北武術學會 趙梓成

44. 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子源



第四組 女子C組初級競賽長拳 31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徐若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小蓮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關歆怡

4. 南北武術學會 梁凱晴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章玥翎

6. 南北武術學會 林睿恩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敏莉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茹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倩瑤

10. 南北武術學會 趙若霖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安琪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周富林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潔芸

14. 勁青體育會 古慧研

15.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曉潼

16.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芷昕

17.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俊英

1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1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曉慧

20. 領峰文娛體育會 吳祉忻

2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潘瑩瑩

2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潘雅桐

23. 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穎瑜

24. 南北武術學會 許斯呈

2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雪瑤

26. 澳門發揚體育會 朱　玥

27.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瀅璐

2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29. 紅日文娛體育會 刁曉彤

30. 南北武術學會 梁凱琳

3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樂瑤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3.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家諾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7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4. 南北武術學會 施稚琳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蔚欣

6. 南北武術學會 陳嘉琦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第一場 二號場地 4月21日 下午2:30

第一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4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瑤 金剛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吳晞敏 金剛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熙恩 金剛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祺 金剛拳

第二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6人

1. 譚式詠春拳會 彭　森 尋橋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銘希 金剛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孫家輝 伏虎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  偉 伏虎拳

5. 東方武術學會 黃樹成 虎鶴雙形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子銘 伏虎拳

第三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6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子瑜 南拳

2. 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珊 小梅花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雅蘊 伏虎拳

4.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晴 虎拳

5.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泳宜 虎拳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朱文善 南拳

第四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22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蔡逸軒 伏虎拳

2. 譚式詠春拳會 鄺天朗 尋橋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海鋒 伏虎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謝均源 伏虎拳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潤霖 南拳

6. 東方武術學會 方智軒 伏虎拳

7. 領峰文娛體育會 歐陽偉恆 虎拳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錦鵬 伏虎拳

9. 南北武術學會 鍾振威 虎鶴雙形拳

10.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浩臻 伏虎拳

1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漢輝 伏虎拳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墩鴻 伏虎拳

13.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杰成 蔡李佛小梅花

14. 東方武術學會 黃澤成 虎鶴雙形

15. 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虎鶴雙形拳

16.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伏虎拳

1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軒 伏虎拳

18.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南拳

1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孫家俊 伏虎拳

2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浩輝 伏虎拳

2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曾俊軒 伏虎拳

2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耀麒 伏虎拳



第五組 女子B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畢嘉楠 南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心玥 虎拳

3. 澳門偉雄體育會 陳詠茹 白眉拳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映磊 伏虎拳

第六組 男子B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7人

1. 東方武術學會 陳毅剛 虎形拳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之杰 南拳

3.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廣成 蔡李佛小梅花

4. 東方武術學會 游顏全 虎鶴雙形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東霖 伏虎拳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威業 伏虎拳

7. 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弘 虎鶴雙形

第七組 女子A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3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黃婉盈 虎鶴雙形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慧琳 虎鶴雙形拳

3. 南北武術學會 庄雪盈 虎鶴雙形拳

第八組 男子A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8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詹迪龍 伏虎拳

2. 譚式詠春拳會 馮永權 木人樁法

3. 譚式詠春拳會 譚偉浩 木人樁法

4. 東方武術學會 游賀然 虎形拳

5. 南北武術學會 王和平 小梅花

6. 譚式詠春拳會 潘立豪 木人樁法

7. 東方武術學會 黃汝康 單弓伏虎拳

8. 譚式詠春拳會 林志城 木人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