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場 一號場地 4月22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競賽劍術 2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嘉浩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仕謙

第二組 女子D組初級競賽劍術 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莊舒珺
2. 南北武術學會 傅文殷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幸琳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吳玥鳳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琳

第三組 男子C組初級競賽劍術 1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博睿
2. 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豪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謝錦輝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銘祖
5. 南北武術學會 黎家暉
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李業旗
7.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嚴千盛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高睿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文濠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尚鵬
1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賈爾進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1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李業昇
1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溫永聖

第四組 女子C組初級競賽劍術 12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倩瑤
2. 南北武術學會 徐若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4.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曉潼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安琪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敏莉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關歆怡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潘瑩瑩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10. 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潔芸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俊英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潘雅桐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 3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家諾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 2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第二十四屆澳門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第七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2. 南北武術學會 黃德森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鍾子龍

第八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2.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怡
3. 南北武術學會 方舒萱
4. 南北武術學會 朱瑩瑩

第九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1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第十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4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心妍
2. 南北武術學會 謝妙宜
3. 南北武術學會 杜虹宇
4. 南北武術學會 郭欣然

第五場 二號場地 4月22日 晚上7:00
第一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2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祺 伏虎棍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瑤 伏虎棍

第二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3人
1. 東方武術學會 黃樹成 梅花槍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銘希 伏虎棍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  偉 伏虎棍

第三組 男子D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1人
1.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柯銘熙 齊眉棍

第四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5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朱文善 五郎八卦槍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熙雯 五郎八卦槍
3. 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珊 南槍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雅蘊 伏虎棍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曉瑜 南槍

第五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15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潤霖 單頭棍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高德峰 關刀
3. 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南槍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海鋒 伏虎棍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謝均源 伏虎棍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漢輝 伏虎棍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墩鴻 春秋大刀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軒 伏虎棍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文正 單頭棍



10. 東方武術學會 方智軒 春秋大刀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錦鵬 單頭棍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曾俊軒 單頭棍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五郎八卦槍
1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浩輝 伏虎棍
15. 東方武術學會 黃澤成 梅花槍

第六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4人
1.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李卓蕎 陰手棍
2.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陸米澄 少林槍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子瑜 少林關刀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管子琪 陰手棍

第七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18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浩臻 少林關刀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少林關刀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兆榮 槍術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胡秀峰 少林棍
5.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黎政霖 齊眉棍
6.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何梓鏵 少林槍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鄭銘傑 少林棍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少林關刀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俊維 少林棍
10.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甘梓康 陰手棍
11.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馬楚喬 陰手棍
12.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林鳴淇 齊眉棍
13.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吳柏輝 齊眉棍
14.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錦其 少林關刀
15.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杜卓桁 齊眉棍
16.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黃澤朗 齊眉棍
17.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黃澤榮 齊眉棍
18.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李卓謙 陰手棍

第八組 女子B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5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吳嘉熙 槍術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畢嘉楠 少林關刀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穎琳 槍術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家盈 少林關刀
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馬楚嵐 陰手棍

第九組 男子B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3人
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之杰 少林關刀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麥桂福 少林關刀
3.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梁浩俊 陰手棍

第十組 女子A組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2人
1. 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樂 雙頭槍
2. 東方武術學會 梁煥欣 朴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