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場 一號場地 6月5日 晚上7:00

第一組 女子自選槍術 3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3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李  禕

第二組 男子自選槍術 5人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宋子君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冠康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5 合群體育會 胡子言

第三組 男子自選棍術 3人

1 華力體育會 胡諾言

2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3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蔣瑋城

第四組 女子自選棍術 3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3 澳門發揚體育會 蘇楚雯

第五組 男子自選南棍 5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趙偉強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5 忠信體育會 黃俊華

第六組 女子自選南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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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場 二號場地 6月5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19人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雷潤霖 雙手劍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浩 苗刀

3 南北武術學會 袁錦榮 苗刀

4 忠靈體育會 梁嘉浩 八卦劍

5 忠靈體育會 杜思毅 八卦劍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蘇浩銘 苗刀

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兆榮 雙手劍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倬毅 苗刀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駿禧 苗刀

第三十二屆澳門武術錦標賽



10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錦鵬 苗刀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淦霖 苗刀

1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王威業 苗刀

13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八卦劍

14 南北武術學會 吳家寶 苗刀

15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田春陽 雙手刀

16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李昊源 苗刀

1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馬俊煌 苗刀

18 忠靈體育會 張博睿 八卦劍

19 南北武術學會 蔣嘉俊 少林刀

第二組 女子長拳類傳統短器械 18人

1 忠靈體育會 梁穎琳 八卦劍

2 南北武術學會 朱瑩瑩 苗刀

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蘇曉瑜 長穗劍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倩瑤 八卦劍

6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八卦劍

7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棋 苗刀

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雪楨 八卦刀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煥欣 雙劍

10 忠靈體育會 鄧泳賢 長穗劍

11 忠靈體育會 梁敏莉 八卦劍

1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家茵 八卦刀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鄭子淇 長穗劍

14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長穗劍

1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樂 長穗劍

16 忠靈體育會 劉穎琳 苗刀

1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劉泱磊 苗刀

第三組 女子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15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棋 南槍

2 澳門偉雄體育會 陳詠茹 白眉棍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  奕 五郎八卦棍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知行 五郎八卦棍

5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熙雯 南槍

6 南北武術學會 朱曉欣 大耙

7 南北武術學會 庄雪盈 南槍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凱盈 五郎八卦棍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穎怡 五郎八卦棍

10 忠靈體育會 朱文善 青龍關刀

11 南北武術學會 郭欣然 蟠龍棍

1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雪楨 南槍

13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佩雯 五郎八卦棍

1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劉泱磊 南槍

1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許穎琳 五郎八卦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