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場 一號場地 4月12日 晚上7:00

第一組 集體八式太極拳 7隊

1.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B隊) 倫一鳴 鄧文儀 趙建業

麥榮康 劉國燊 周志麟

陳紀平 簡焯坤

2. 欣榮文娛體育會 高蓮玲 顏幗儀 鄧麗冰

何綺華 顏幗貞 張潤桂

高玉蓮

3. 澳門耀華體育會 陳蘭芳 張坤儀 高月嬋

莊秀琼 陳美英 霍麗華

甘麗芳 董碧珊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潘瑩瑩 陳彩瑩 羅紫桐

江  月 李安琪 莊舒珺

戴欣怡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A隊) 鄭國樑 歐慧顏 馬榮基

劉金愛 楊婉珍 梁紅笑

黃小鑽 胡敏儀

6.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A隊) 楊惠容 曹美芳 潘德鳳

劉燕群 韋倩菁 陳傲霜

范欣美 薛鳳翹 譚惠儀

鄺麗英

7.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梁敏莉 張高睿

陳悅愉 廖潔芸 張博睿

陳斯雅 杜思毅 梁嘉浩

第二組 集體十六式太極拳 21隊

1.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A隊) 余慕冰 梁煥梅 江有好

何活兒 陳  建 吳小蘭

黃美蓮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呂曉白 鄭耀潮 翁蘭卿

陳偉坤 雷欽瑪 鄒業歡

許銀愛 陳靄儀 關麗萍

3.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B隊) 錢大衛 何杏蘭 林玉源

勞慎誠 謝小彬 盧嫣玲

羅留蘭

4. 精武體育會 余瑞華 鄺惠冰 鄧佩卿

歐陽碧燕 鄒金鳳 李桂興

譚鳳好 鄺明娟 譚彩鳳

李玉葉 譚子雯

第二十三屆澳門太極拳、械錦標賽



5. 欣榮文娛體育會 梁錦洪 李小美 周金蓮

黃鶴齡 譚偉英 吳銀妹

容佩玲 梁淑雯

6. 忠靈體育會(B隊) 容玉梅 張栩明 陳小呂

潘燕琼 歐艷萍 鄺鼎強

李柏焯 吳文勝

7. 澳門耀華體育會(A隊) 朱美金 蔡惠真 林東兒

馮綺萍 黃小翠 蕭翠嬋

何溢文 冼偉棠 杜燕霞

8.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B隊) 楊詠秋 劉麗愛 馬佩華

杜玉蓮 葉愛群 梁桂華

葉志堅

9.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A隊) 張海容 陳玉英 陳惠玲

陳  妹 李江漢 黄日好

陳惠賢 盧燕萍

10. 澳門江門體育會 張少芳 馮玉燕 譚潔梅

李玉芳 彭麗娟 聶  蘭

11. 望廈山太極晨運會 馮國明 劉美霜 梁偉勝

徐衛強 梁紫娟 徐詠韶

梁文方 黄春蘭 馮  萍

12. 澳門耀華體育會(C隊) 張海英 張玉珍 鄭羅花

蘇小惠 張曉歡 梁國燊

黃麗珍 梁麗麗 薜麗玉

李  蓮 莊漢存

13. 忠靈體育會(A隊) 炳美玲 炳美顏 炳美珍

毛芝蘭 潘順歡 劉麗儀

區麗嫦 李玉美 張象蘭

鄧美卿 黃燕群 陳淑嫻

高順卿 楊人傑 黃兆光

14. 傳奇文娛體育會(A隊) 莫佩瑜 莫佩貞 方倩梅

何少萍 鄭國卿 潘雅金

黃鳳儀 洪美蓮 馮潤琼

林國芳 林玉卿

15. 江華武術會 林少英 嚴惠紅 潘玉琼

陳新惠 吳倩嫻 吳月間

李賢珍 龍建幸 陳麗冰

16.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B隊) 何麗嬋 陳群英 陳群好

丁素秋 何長蘭 吳毓華

徐珊娜



17. 雄詠體育會 李南堅 梅鴻添 鄧志根

陳美蘭 劉妙嫻 童繼軍

18. 澳門耀華體育會(B隊) 王燕鳳 繆海英 湯耀娟

黃小君 陳巧秀 陳愛玲

佘佩芳 周妙愛 陳雪儀

蘇照玲 林笑平

19.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D隊) 邵惠玲 林惠萍 陳紹德

黃鼎榮 區淑珍 韋家昕

陳愛蘭 吳麗娥 劉嫣嫣

20. 傳奇文娛體育會(B隊) 羅麗琼 莊秀珠 黎旭光

張秀玲 李濤峰 梁詠鑾

張莉娜 劉麗蓮 陳迎建

陳綺蘿

2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C隊) 張偉明 蘇樹垣 郭光明

張  源 蘇揚江 梁翠屏

陳錦盈 卓官保 林紹莉

楊冰兒

第三組 集體拳術 12隊

1. 中國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府內派智捶拳 黃樹來 李志鵬 楊愛群

麥燕玲 梁敏玲 林金燕

陳金彩

2.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陳式太極拳 葉彩顏 陳騰英 郭詠荑

歐陽澤佳 羅沙利 何貴明

陳志文 陳群好 廖冠萍

3. 澳門大同太極社(A隊) 王其和太極拳 黃煥如 黃玉笑 周文紅

張麗芳

4.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 孫式傳統自選太極拳 陳傲霜 范欣美 韋倩菁

楊惠容 劉燕群 潘德鳳

楊翹楚 薛鳳翹 曹美芳

5. 澳門耀華體育會(B隊) 楊式太極拳 甘麗芳 陳美英 周淑芳

張笑琼 莊秀琼 周妙愛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集體太極拳 林鴻靖 雷宏亮 許嘉豪

林富乾 郭欣然 丁楚晶

張雯茹 蔡琳琳 吳碧丹

7.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G隊) 集體太極拳 鄭國樑 何麗嬋 張玉英

劉金愛 林彩珠



8. 澳門耀華體育會(A隊) 楊式太極拳 趙金峰 趙汝星 趙中經

原渭霖 梁國燊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八法五步 李嘉軒 莊舒堯 蔡尚鵬

張曦琳 許銘浠

10.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F隊) 集體太極拳 陳群英 陳群好 丁素秋

吳毓華 徐珊娜 何長蘭

11. 澳門大同太極社(B隊) 王其和太極拳 吉榮森 梁炳森 李鎮山

陳君海 吳錦仔

12. 澳門江門體育會 武瑝太極拳 李雪琼 林秀美 楊平好

楊珍好 潘雨峰 陳玉好

第四組 集體器械 12隊

1. 澳門耀華體育會(B隊) 功夫扇 梁素雯 李惠娟 李素連

陳蘭芳 朱麗媚 何佩珍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E隊) 蓮花太極扇 歐慧顏 楊婉珍 胡敏儀

梁紅笑 黃小鑽

3. 欣榮文娛體育會 三十二式太極劍 高蓮玲 譚偉英 顏幗貞

梁錦洪 鍾日笑

4. 忠藝太極會 楊式太極刀 高錦洪 區佩芝 劉艷萍

黃笑心 梁細環 陳桂芳

謝家欣 Pham Thi Hong Chuyen

5. 澳門江門體育會(A隊) 三十二式太極劍 許金笑 徐  平 楊水娣

朱燕紅 陳惠芳 歐煥興

6.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陳式太極扇 李慕貞 何嬡凌 吳淑英

曾  賓 吳樹榮 吳漢賢

7. 澳門大同太極社 三十二式太極劍 楊珍珠 殷結笑 殷紅換

殷煥笑

8. 忠靈體育會 太極功夫扇 歐陽鳳貞 龔美芬 黃艷娥

陳寶瑩 陳耀逵

9. 澳門耀華體育會(A隊) 功夫扇 黃美鳳 莊秀珍 楊雅瑛

郭秀雲

10. 澳門江門體育會(B隊) 功夫扇 李雪琼 林秀美 張少芳

陳玉好

11.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 太極雙扇 李江漢 陳  妹 張海容

陳玉英 錢大衛 陳惠賢

盧燕萍

12.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楊式太極扇 梁貴好 陳  燕 黃芬妹

周玉韶 禤鳳玲 余曼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