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場 一號場地 4月11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青少年組陳式競賽太極劍 4人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許嘉豪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許景皓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鴻靖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雷宏亮

第二組 男子青少年組楊式競賽太極劍 1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銘祖

第三組 男子青少年組四十二式太極劍 1人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韓瑞華

第四組 男子青少年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1人
1. 忠靈體育會 張博睿

第五組 男子初級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6人
1.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2. 澳門大同太極社 黃桂文
3. 忠靈體育會 杜思毅
4. 雄詠體育會 李南堅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  源
6. 忠靈體育會 梁嘉浩

第六組 男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3人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誠
2.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 趙建業
3.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 麥榮康

第七組 男子老年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5人
1. 澳門江門體育會 陳少棠
2. 澳門耀華體育會 原渭霖
3.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鄭國樑
4. 欣榮文娛體育會 黃鶴齡
5. 澳門江門體育會 劉智添

第八組 男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5人
1. 澳門耀華體育會 杜健楓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偉明
3.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 鄧文儀
4. 無極氣功（澳門）保健研究會 容保寧
5. 澳門耀華體育會 孔祥照

第九組 女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7人
1. 澳門耀華體育會 黃麗珍
2. 澳門耀華體育會 梁素雯
3.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玉英
4. 澳門耀華體育會 佘佩芳
5. 澳門江門體育會 張少芳
6.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葉彩顏 陳式太極劍
7. 江華武術會 龍建幸

第二十三屆澳門太極拳、械錦標賽



第十組 女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刀 2人
1.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林彩珠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劉  丹

第四場 二號場地 4月11日 晚上7:00
第一組 女子青少年組陳式競賽太極劍 3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燕芳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丁楚晶
3.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程

第二組 女子青少年組楊式競賽太極劍 4人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蔡琳琳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吳碧丹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雅蘊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張雯茹

第三組 女子青少年組四十二式太極劍 5人
1. 忠靈體育會 鄧泳賢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詩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4. 忠靈體育會 梁穎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莊嘉倩

第四組 女子青少年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7人
1. 忠靈體育會 廖潔芸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黎翠盈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安琪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蔚欣
5.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6. 忠靈體育會 梁敏莉
7. 澳門發揚體育會 朱  玥

第五組 女子初級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12人
1. 澳門江門體育會 龐結芳
2.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禤鳳玲
3.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4. 欣榮文娛體育會 何綺華
5. 澳門江門體育會 陳玉好
6. 忠靈體育會 陳悅愉
7. 澳門耀華體育會 林笑平
8. 雄詠體育會 童繼軍
9. 傳奇文娛體育會 林國芳
10.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黃雪梅
11. 欣榮文娛體育會 顏幗儀
12. 澳門鴻勁體育會 廖玉嬋

第六組 女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劍 3人
1. 鴻英文娛體育會 程雪敏
2. 鴻英文娛體育會 孫俏珍
3. 忠靈體育會 劉穎琳



第七組 女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刀 2人
1. 忠藝太極會 劉艷萍
2. 忠藝太極會 黃笑心

第八組 女子老年組三十二式太極劍 9人
1. 欣榮文娛體育會 鄧麗冰
2. 澳門楊式北水太極拳學會 何淑燕
3.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杜玉蓮
4. 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小美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梁翠屏
6.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余曼蓮
7. 忠靈體育會 劉群英
8. 江華武術會 陳新惠
9. 澳門耀華體育會 朱麗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