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場 一號場地 6月6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自選長拳 6人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葉文樂

3 澳門勁青體育會 宋子君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冠康

5 合群體育會 胡子言

6 華力體育會 胡諾言

第二組 女子自選長拳 4人

1 澳門發揚體育會 蘇楚雯

2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李  禕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琳

第三組 男子對練 8隊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黃樹成 對棍

黃澤成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徒手對練

謝錦輝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徒手對練

葉文樂

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賀然 對棍

游顏全

5 南北武術學會 吳子維 空手對棍

袁錦榮

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徒手對練

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錢嘉濠

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鄧哲晞 對棍

吳騰臻

8 南北武術學會 黃展鵬 棍對拆

黃俊宏

何俊賢

第三十二屆澳門武術錦標賽



第四組 女子對練 7隊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黃煜婷 徒手對練

梁宸曦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蔋茹 徒手對練

許卓琳

3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雙刀戰雙槍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黃心妍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章玥翎 徒手對練

曾菀亭

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蘇曉瑜 對棍

白錦浠

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對刺劍

蔡濠琳

7 中國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梁敏玲 徒手對練

林金燕

第四場 二號場地 6月6日 晚上7:00

第一組 女子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8人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蘇曉瑜 雙頭槍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煥欣 朴刀

3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雙頭槍

4 羅梁體育總會 陸米澄 少林槍

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樂 雙頭槍

6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家盈 少林關刀

7 羅梁體育總會 陳玲霞 繩標

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家茵 少林關刀

第二組 男子長拳類傳統長器械 19人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顏全 朴刀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朴刀

3 南北武術學會 黃展鵬 朴刀

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毅剛 朴刀

5 羅梁體育總會 何梓樺 少林槍

6 南北武術學會 蔣嘉俊 追風棍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麥桂福 關刀

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梓健 少林關刀

9 羅梁體育總會 黃澤朗 齊眉棍

10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雷潤霖 少林朴刀

1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李昊源 雙頭槍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鄺展揚 朴刀



13 羅梁體育總會 黃澤榮 齊眉棍

1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兆榮 少林朴刀

15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王威業 少林朴刀

16 羅梁體育總會 顏卓雄 齊眉棍

17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朴刀

1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錦鵬 少林關刀

19 南北武術學會 袁錦榮 瘋魔棍

第三組 男子南拳類傳統長器械 23人

1 友樂文娛體育會 林嘉希 蔡李佛棍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志豪 陰陽八卦棍

3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周嘉明 大耙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倬毅 青龍關刀

5 南北武術學會 何俊賢 南槍

6 南北武術學會 林嘉誠 春秋大刀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浩臻 青龍關刀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淦霖 單頭棍

9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駿禧 單頭棍

10 紅日文娛體育會 蘇浩銘 單頭棍

11 南北武術學會 周偉豪 南槍

1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馬俊煌 南槍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青龍關刀

14 南北武術學會 梁健邦 南槍

15 紅日文娛體育會 曾俊軒 單頭棍

16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黃汝康 青龍關刀

17 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南槍

18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游賀然 梅花槍

1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耀麒 雙頭棍

20 紅日文娛體育會 鐘逸朗 青龍關刀

21 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春秋大刀

22 友樂文娛體育會 楊有成 蔡李佛棍

23 南北武術學會 吳振邦 南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