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場 一號場地 6月7日 晚上7:00

第一組 集體拳術 15隊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集體拳術 蘇曉瑜 白錦浠 方  喬

鄧哲晞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集體基本功 蔡濠祥 謝錦輝 梁睿桐

蔡濠琳 黃煜婷 梁宸曦

3 南北武術學會(F隊) 集體拳術 葉文喆 溫銘基 梁溢庭

黃少麒 葉子軒 黃騰飛

鄭灝昌

4 澳門江門體育會 集體太極拳 林秀美 陳玉好 潘雨峰

龐結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A隊) 集體拳術 區駿彥 李天諾 杜子煜

施韋豪 黃凱駿 范君茹

6 南北武術學會(E隊) 集體拳術 林泳姍 趙若霖 林汶聰

梁凱晴 黃志豪 方麗媛

蔣芷晴 黎家暉

7 紅日文娛體育會(B隊) 集體拳術 莊舒珺 丁紫晴 蔡瀅璐

關歆怡 潘瑩瑩 刁曉彤

王欣怡 陳詠潔 王梓鈺

8 南北武術學會(C隊) 集體拳術 丁楚晶 吳碧丹 張雯茹

蔡琳琳 許偉豪 林鴻靖

雷宏亮 林富乾

9 紅日文娛體育會(C隊) 集體拳術 林  奕 劉穎怡 歐慧妍

江  月 黃辜琳 梁知行

雷凱盈 陳彩瑩 戴欣怡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B隊) 集體拳術 陳曉瑩 梁子悅 黎恩彤

冼熙朗 劉芳喆 劉諺哲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A隊) 集體兒童拳 王喻禧 鐘毅柏 蔣有為

蔣有誠 何子寧 顏瀧鑫

張裕添 李天諾 馮承霖

12 南北武術學會(A隊) 集體拳術 蔣嘉俊 吳子維 袁錦榮

林偉波 蔡忠品 黃婉清

蘇智傑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D隊) 集體兒童拳 陳家琪 張梓靈 林芷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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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嘉 李穎欣 李炫宏

黃琳琳 蔣有怡 羅紫桐

14 南北武術學會(D隊) 集體拳術 伍凱琪 許斯呈 傅文殷

譚宥琛 歐竣一 王鶴榮

趙梓成 吳宸儀

15 紅日文娛體育會(E隊) 集體拳術 吳玥鳳 蔡芷喬 蔡芷昕

黃子恩 廖穎瑜 陳尉欣

第二組 集體器械 7隊

1 紅日文娛體育會(A隊) 集體雙節棍 傅逸朗 陳卓榮 蔡子銘

張兆鑫 王子源 何柏鍵

林文正 鐘毅曦 蔡子灝

2 南北武術學會(B隊) 集體器械 朱瑩瑩 黃展鵬 黃俊宏

何俊賢 周偉豪 吳家寶

林嘉棋 梁健邦

3 忠靈體育會 功夫扇 梁嘉浩 杜思毅 張高睿

張博睿 陳悅愉 李俊英

陳斯雅 梁敏莉 劉穎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集體刀術 陳星輝 葉文樂 章玥翎

曾菀亭 鄧蔋茹 楊嘉軒

5 澳門江門體育會 集體太極劍 李雪琼 張少芳 楊珍好

楊平好

6 紅日文娛體育會(B隊) 集體功夫板凳 楊宇軒 張博屹 林子峻

王家穩 關子宇 梁瑋文

梁善得 高  峰 溫林聖

7 紅日文娛體育會(C隊) 集體功夫板凳 鄭華熙 卓華榮 李浩政

陳  朗 蘇浩銘 歐景昭

陳健恒 梁祖旗 張駿禧



第五場 二號場地 6月7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23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李樂軒 蔡李佛單刀

2 南北武術學會 吳振邦 碎手扇

3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誠 雙刀

4 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雙刀

5 南北武術學會 何俊賢 雙刀

6 南北武術學會 周偉豪 雙刀

7 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雙刀

8 南北武術學會 溫銘基 雙刀

9 領峰文娛體育會 歐陽偉恆 八方刀

10 領峰文娛體育會 梁梓俊 八方刀

1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毅剛 猛虎刀

1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梓健 蔡李佛單刀

13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黃汝康 南刀

1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賀然 碎手扇

1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顏全 銅錘

1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耀麒 碎手扇

1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墩鴻 八方刀

1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軒 板凳

19 紅日文娛體育會 鐘逸朗 雙錘

20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子母雙刀

21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浩臻 子母雙刀

2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南刀

2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鄺展揚 南刀

第二組 女子南拳類傳統短器械 8人

1 忠靈體育會 朱文善 南刀

2 南北武術學會 朱曉欣 雙刀

3 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姍 碎手扇

4 澳門偉雄體育會 陳詠茹 康熙戰刀

5 領峰文娛體育會 洪彥卿 梅花十八劍

6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曉潼 梅花十八劍

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佩雯 南刀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雅蘊 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