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 一號場地 6月3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8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柯啟仁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謝錦輝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5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6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蔣瑋城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嘉軒

第二組 女子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8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蔋茹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許卓琳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章玥翎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第三組 男子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3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第四組 女子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2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心妍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第五組 男子自選南拳 2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趙偉強

2 忠信體育會 黃俊華

第六組 男子自選太極拳 3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黃膾先

2 澳門勁青體育會 韓瑞華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蔣沛成

第七組 女子自選太極拳 3人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佩淇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莊嘉倩

第三十二屆澳門武術錦標賽



第一場 二號場地 6月3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南拳類傳統拳術 36人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梁梓俊 虎拳

2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周嘉明 鐵鈪虎形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銘希 伏虎拳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曾俊軒 伏虎拳

5 南北武術學會 溫銘基 地龍拳

6 友樂文娛體育會 楊有成 蔡李佛拳

7 南北武術學會 黎建承 傳統南拳

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雷潤霖 工字伏虎拳

9 南北武術學會 關溢禮 傳統南拳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墩鴻 伏虎拳

1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錦鵬 伏虎拳

12 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虎鶴雙形拳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樂軒 伏虎拳

14 友樂文娛體育會 林嘉希 小梅花拳

15 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倬毅 南拳

16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南拳

1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黃汝康 工字伏虎拳

1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俊滔 伏虎拳

19 紅日文娛體育會 馬俊煌 虎鶴雙形拳

20 南北武術學會 周偉豪 虎鶴雙形拳

2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毅剛 虎形拳

22 南北武術學會 郭  曜 傳統南拳

23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賀然 虎形拳

24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誠 地龍拳

2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顏全 虎鶴雙形拳

2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耀麒 伏虎拳

27 南北武術學會 吳振邦 工字伏虎拳

28 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俊豪 南拳

29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王威業 伏虎拳

30 南北武術學會 何俊賢 傳統南拳

3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伏虎拳

32 友樂文娛體育會 區仲匡 蔡李佛拳

3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歐陽偉恆 虎拳

34 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地龍拳

3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軒 伏虎拳

36 南北武術學會 李穎楠 傳統南拳

第二組 女子南拳類傳統拳術 16人

1 澳門偉雄體育會 陳詠茹 白眉拳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  靜 虎拳

3 忠靈體育會 朱文善 南拳

4 南北武術學會 郭欣然 傳統南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瑤 伏虎拳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家盈 工字伏虎拳

7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詠宜 虎拳

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許穎琳 伏虎拳

9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棋 虎鶴雙形拳

10 紅日文娛體育會 畢嘉楠 南拳

11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晴 虎拳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袁嘉琪 伏虎拳

13 南北武術學會 朱曉欣 工字伏虎拳

14 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姍 小梅花拳

1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雅蘊 伏虎拳

16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知行 南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