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場 一號場地 4月26日 晚上7:00
第一組 集體十六式太極拳 15隊

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D隊） 區淑珍 潘順卿 梁志祥
邵惠玲 韋家昕 林惠萍
陳紹德

2.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鄭羨寶 劉麗愛 禤鳳玲
余慕冰 江有好 梁煥梅
黃美蓮 甘秀芬 馬佩華
何秀英

3. 澳門耀華體育會（A隊） 周淑芳 張海英 張坤儀
馮綺萍 蕭翠嬋 黃小翠
容羨芝 冼偉棠 何溢文

4.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B隊） 陳群英 陳群好 丁素秋
程麗芳 何麗嬋 徐珊娜
吳毓華

5. 望廈山太極晨運會 梁素麗 梁偉勝 黃春蘭
吳愛飄 馮　澕 徐詠韶
馮國明 梁文方 徐偉強

6.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E隊） 陳愛蘭 鄺葆菁 尹莫麗群
鄭燦梨 吳麗娥 黃鼎榮

7.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 張海容 陳玉英 陳惠玲
陳　妹 黃日好 羅留蘭
陳惠賢 盧嫣玲 盧燕萍
李江漢 林玉源 勞慎誠

8.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C隊） 張偉明 郭光明 蘇揚江
蘇樹垣 梁翠屏 陳錦盈
鄭鎵梨 余麗芬 楊冰兒
林梅芳

9. 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小美 陳玉梅 彭淑孄
吳銀妹 高玉蓮 梁淑雯
黃艷霞

10. 澳門耀華體育會（C隊） 林東兒 佘佩芳 湯耀娟
張笑珍 鄭羅花 周妙愛
陳愛玲 譚瑞金 陳巧秀
黃燕彩 莊漢存 鄭美容

11. 毅成體育會 盧二女 廖惠英 郭麗容
呂淑錦 郭潔妹 李　畔
蕭活玲 劉錦翠

第二十二屆澳門太極拳、械錦標賽



12. 忠靈體育會 毛芝蘭 容玉蘭 區麗嫦
黃燕群 張栩明 鄺鼎強
陳麗纖 李玉美 潘順歡
陳綺霞 鄧美卿 陳寶瑩

13. 領峰文娛體育會 羅麗琼 呂曉白 區伯全
許銀愛 陳偉坤 何少萍
陳愛蘭 方倩梅 陳燧玲
翁蘭卿

14. 澳門耀華體育會（D隊） 蘇照玲 蘇小惠 孫妙雲
王燕鳳 黃小君 陳雪儀
張曉歡 薜麗玉 李  蓮

黃金蘭 梁麗麗 梁國燊

15. 楊式北水太極拳學會 彭麗娟 梁麗瑤 吳素娟
胡蝦妹 譚麗梅 李玉芳
張少芳 鄭惠蓮

第二組 男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2人
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偉明
2. 澳門耀華體育會 杜健楓

第三組 女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11人
1. 澳門耀華體育會 莊秀琼
2. 澳門耀華體育會 梁素雯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葉彩顏 陳式太極劍
4.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玉英
5. 澳門耀華體育會 周  燕
6. 江華武術會 龍建幸 武當劍
7.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關潔珍 陳式太極劍
8. 澳門耀華體育會 佘佩芳
9. 澳門精武體育會 鄺惠冰
10. 澳門耀華體育會 黃麗珍
11.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李慕貞 陳式太極劍

第四組 女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刀 3人

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林彩珠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劉  丹
3. 江華武術會 陳新惠 楊式十三刀

第五組 男子公開組陳式傳統太極劍 3人
1. 澳門發揚體育會 鄧立漢
2.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唐戰凱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陸卷龍



第六組 女子公開組陳式傳統太極劍 5人
1. 鴻勁體育會 黃潔蘭
2.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馮翠麗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林美珠
4.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霍海倫
5. 澳門發揚體育會 張淑霞

第四場 二號場地 4月26日 晚上7:00
第一組 女子公開組陳式傳統太極刀 4人

1.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何嬡凌
2.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吳淑英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何潔梅
4.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黃華妹

第二組 男子公開組陳式傳統太極刀 7人
1. 鴻勁體育會 林榮光
2.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梁智耀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曾　賓
4.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阮順強
5.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吳漢賢
6. 澳門發揚體育會 潘健恒
7.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吳樹榮

第三組 女子公開組楊式傳統太極刀 11人
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黃小鑽
2.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周玉紹
3. 新橋坊會武術班 李寶鶯
4. 雄詠體育會 區詠霞
5. 忠靈體育會 陳建珩
6. 江華武術會 陳麗冰
7.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何麗嬋

8.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徐珊娜

9. 忠靈體育會 歐陽鳳貞

10.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丁素秋

1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陳群好

第四組 男子公開組楊式傳統太極刀 3人

1. 澳門耀華體育會 曾錦伍

2. 新橋坊會武術班 馬華釗

3. 澳門耀華體育會 李伯祥

第五組 男子公開組武式傳統太極劍 1人

1.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田春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