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一號場地 上午8時30分

第一組 男子長拳(青少年組) 6人

1 香港武術聯會 黃礎惟

2 香港武術聯會 何証騫

3 勁青體育會 周文樂

4 香港武術聯會 容閎皓

5 香港武術聯會 李仁謙

6 香港武術聯會 姚卓男

第二組 女子長拳(青少年組) 8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Chan Shu Feng

2 香港武術聯會 顏嘉穎

3 香港武術聯會 林以諾

4 森美蘭武術隊 Choo Wei Yee

5 香港武術聯會 曾楚喬

6 新會武術隊 李心怡

7 香港武術聯會 陳籽莎

8 香港武術聯會 龔朗皚

第三組 男子南拳(青少年組) 15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Noel Cyril Teh Leng Fung

2 森美蘭武術隊 Cheong Yong Yaw

3 唐武坊 林晉希

4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黃飛锘

5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梁洪件

6 香港武術聯會 何宇豐

7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譚榮振

8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張  朝

9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鄧淙升

10 香港武術聯會 顏樂旻

11 森美蘭武術隊 Kow Zer Xuan 

12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曾煜博

13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吳彥賢

14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袁震宇

15 森美蘭武術隊 Wong Yu Wen 

第四組 女子南拳(青少年組) 2人

1 唐武坊 張綺倩

2 森美蘭武術隊 Tan Wei Han 

第五組 男子南拳(成年組) 2人

1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藍康宁

2 陽春市洪家拳會洪飛武館 譚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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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 女子南拳(成年組) 2人

1 香港武術聯會 羅芯灤

2 香港武術聯會 李泳容

第七組 女子24式太極拳(青少年組) 3人

1 香港武術聯會 陳沛雯

2 勁青體育會 佘伊婕

3 森美蘭武術隊 Loh Yi Ling

第八組 男子24式太極拳(成年組) 1人

1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黃桂文

第九組 女子24式太極拳(成年組) 1人

1 江門體育會 陳玉好

第十組 男子42式太極拳(青少年組) 2人

1 香港武術聯會 陳俊嶢

2 森美蘭武術隊 Wong Zi Hong

第十一組 女子42式太極拳(青少年組) 3人

1 香港武術聯會 程凱臨

2 新會武術隊 黃伊婷

3 香港武術聯會 張敖堯

第十二組 男子42式太極拳(成年組) 3人

1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游祿謙

2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張烔清

3 個人 Zaidy Riano Castro

第十三組 女子42式太極拳(成年組) 9人

1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李運招

2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單國華

3 澳門精武體育會 歐陽鳳貞

4 香港武術聯會 顏嘉曦

5 忠靈體育會 張柳玲

6 澳門榮舜文娱體育會 陳  燕

7 雄詠體育會 張雲嬌

8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李麗卿

9 個人 Nocalbert Godwin Coffi Mawuto



第一場 二號場地 上午8時30分
第一組 男子長拳類傳統拳術(青少年組) 14人

1 唐武坊 馮卓然 長拳
2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張濤榮 少林連環拳
3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李和溢 少林連環拳
4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陳宏濤 少林連環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八極拳
6 新會武術隊 葉簡瑋 少林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梁浩俊 少林拳
8 森美蘭武術隊 Lee Meng Soon 長拳
9 唐武坊 陳啟耀 長拳
10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陳  榮 少林連環拳
11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羅明昊 少林連環拳
12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馮振軒 少林連環拳
13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李興國 少林連環拳
14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謝騏駿 少林連環拳

第二組 女子長拳類傳統拳術(青少年組) 4人
1 唐武坊 陳鎧澄 長拳
2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馮子怡 少林連環拳
3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馬楚嵐 少林拳
4 唐武坊 鍾穎思 長拳

第三組 男子南拳類傳統拳術(青少年組) 25人
1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唐耀楠 寻桥
2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周俊豪 标指
3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谭  舜 桩影
4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谢嘉铭 标指
5 新會武術隊 蔣偉潮 蔡李佛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伏虎拳
7 領峰文娛體育會 歐陽偉恆 虎拳
8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阮湃恩 小念头
9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陈泓瑞 小念头
10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周厚宇 标指
11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罗志东 寻桥
12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黎子宏 寻桥
13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黄流培 标指
14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罗明锐 寻桥
15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汤卓恒 寻桥
16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罗宇航 寻桥
17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杜德杰 标指
18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徐  君 寻桥
19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谢  翊 小念头
20 唐武坊 莊承智 南拳
21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张定峰 寻桥
22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刘梓楷 小念头
23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袁嘉锵 寻桥
24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徐梓杰 小念头
25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利家键 标指



第四組 女子南拳類傳統拳術(青少年組) 17人
1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刘安澜 小念头
2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关雅文 小念头
3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张梓琳 小念头
4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戴  晴 标指
5 廣州市武術協會蔡李佛拳會 嚴丹彤 蔡李佛拳
6 新會武術隊 陳穎妍 蔡李佛拳
7 广州市花都区咏春拳协会 李允心 小念头
8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王  晴 标指
9 新會武術隊 梁風鎂 蔡李佛拳
10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朱滢羽 小念头
11 廣州市武術協會蔡李佛拳會 張凱雯 蔡李佛拳
12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叶纪霖 寻桥
13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饶芯语 小念头
14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陈泳浈 桩影
15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刘子君 小念头
16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谢跃霓 小念头
17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赵敏乔 小念头

第五組 女子長拳類傳統拳術(成年組) 4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Pang Pui Yee 長拳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詩 八卦掌
3 森美蘭武術隊 Choong Hui Ying 長拳
4 友樂文娛體育會 韋佩程 蛇拳

第六組 男子長拳類傳統拳術(成年組) 1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Chang Men Da 長拳

第七組 男子南拳類傳統拳術(成年組) 10人
1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卢钟耀 小念头
2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周永钧 标指
3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黄志杰 寻桥
4 佛山精武体育会四会安倍健竞赛训练基地 陈晓唐 小念头
5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胡树锋 摩桥
6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朱楚明 寻桥
7 森美蘭武術隊 Yap Wai Yen 南拳
8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邓豪雪 寻桥
9 广西无忧堂传承发展基地 赵山疆涯 标指
10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刘洪高 寻桥

第八組 女子南拳類傳統拳術(成年組) 5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Jasmine Chong Pei Shan 南拳
2 廣州市武術協會蔡李佛拳會 薩迦怡 蔡李佛拳
3 無極氣功保健研究會 余淑萍 功力拳
4 新會武術隊 徐嘉偷 蔡李佛虎形拳
5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余凯茵 小念头

第九組 男子其他傳統拳術(成年組) 1人
1 陽春市武術協會欽宁武術館 陳思明 羅漢拳



第十組 男子其他太極拳(青少年組) 1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Wong Zi Hong 自選太極拳

第十一組 女子其他太極拳(青少年組) 2人
1 森美蘭武術隊 Jessamine Yew Hui Min 自選太極拳
2 森美蘭武術隊 Chee yi Wen 自選太極拳

第十二組 女子其他太極拳(成年組) 21人
1 欣榮文娛體育會 鄧麗冰 自選太極拳
2 澳門清蓮太極健身會 唐桂英 吳式太極拳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黃華妹 陳式太極拳
4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鄭信英 陳式太極拳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方美燕 吳式太極拳
6 澳門榮舜文娱體育會 黃芬妹 楊式太極拳
7 東方武術協會 吳錦妹 楊式太極拳
8 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小美 自選太極拳
9 澳門鴻勁體育會 何媛凌 陳式太極拳
10 澳門府內李式太極拳協會 陳金彩 32式太極拳
1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何麗嬋 楊式太極拳
12 江華武術會 陳麗冰 孫式太極拳
13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李珮榕 陳式太極拳
14 澳門府內李式太極拳協會 梁敏玲 32式太極拳
15 澳門精武體育會 陳建珩 楊式太極拳
16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林美珠 陳式太極拳

17 江華武術會 龍建幸 孫式太極拳
18 東方武術協會 許亦愛 楊式太極拳
19 江門體育會 李雪琼 武當太極拳
20 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賀應琼 陳式太極拳
21 中山大同太極拳社 陶民華 王其和太極拳

第十三組 男子其他太極拳(成年組) 14人
1 發揚體育會 鄧立漢 陳式太極拳
2 無極氣功保健研究會 何孝忠 傳統太極拳
3 建華文娛體育會 楊志文 孫式太極拳
4 耀華體育會 孔祥照 孫式太極拳
5 森美蘭武術隊 Victor Chong Nyit Yang 自選太極拳
6 澳門鴻勁體育會 林榮光 陳式太極拳
7 友樂文娛體育會 呂曉白 楊式太極拳
8 忠靈體育會 梁渭釗 陳式太極拳
9 澳門清蓮太極健身會 萧健國 吳式太極拳
10 建華文娛體育會 倫永錦 陳式太極拳
11 耀華體育會 林志明 孫式太極拳
12 發揚體育會 潘健恒 陳式太極拳
13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吉榮森 王其和太極拳

14 中山大同太極拳社 何  堅 王其和太極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