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場 一號場地 4月7日 上午9:00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競賽槍術 4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承柏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關子宇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瑋文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澤權

第二組 女子D組初級競賽槍術 1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第三組 男子C組初級競賽刀術 13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楊啟仁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卓華榮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子軒

4. 澳門發揚體育會 阮梓樂

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汶聰

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蕭柏軒

7. 澳門發揚體育會 田浩霖

8. 澳門發揚體育會 馮浩然

9.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王鶴榮

10. 澳門發揚體育會 蕭鎮豪

1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葉文樂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嘉軒

第四組 女子C組初級競賽刀術 9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梓羲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章玥翎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凱晴

4. 領峰文娛體育會 吳祉忻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小蓮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方麗媛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茹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許卓琳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樂瑤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棍術 1人

1.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棍術 2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第七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劍術 1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第二十五屆澳門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第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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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泳欣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施稚霖

第九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刀 2人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第十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刀 1人

1. 忠靈體育會 朱文善

第十一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棍 2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第十二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棍 2人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黄心妍

第十三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槍術 1人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第十四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槍術 1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第三場 二號場地 4月7日 上午9:00

第一組 女子D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1人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吳恩瑀 雙環

第二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7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海峰 伏虎棍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浚剑 單頭棍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周晞諺 單頭棍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  偉 伏虎棍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浩政 單頭棍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  朗 單頭棍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傅逸朗 單頭棍

第三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2人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  奕 單頭棍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穎怡 單頭棍

第四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8人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苗刀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子銘 雙節棍

3. 忠靈體育會 杜思毅 八卦劍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子源 雙節棍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柏鍵 雙節棍

6.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八卦劍

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鄧哲晞 單鞭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鍾毅曦 雙節棍

第五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8人

1. 忠靈體育會 梁敏莉 八卦劍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管子琪 少林刀

3.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蘇曉瑜 長穗劍

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方  喬 雙  環

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白錦浠 長穗劍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芷昕 雙節棍

7.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姍 碎手扇

8.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長穗劍

第六組 男子B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9人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何俊賢 南  槍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周偉豪 南  槍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吳家寶 南  槍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墩鴻 春秋大刀

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瀚霖 梅花槍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浩臻 關  刀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鍾逸朗 關  刀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建邦 南  槍

9.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黄俊宏 南  槍

第七組 女子B組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2人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熙雯 五郎八卦槍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棋 南  槍

第八組 男子A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1人

1. 澳門少林武術文化協會 陳亮戩 少林刀

第九組 女子A組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2人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樂 長穗劍

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家茵 八卦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