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日 下午2:30

1號場地 單元一

第一組 女子D組初級長拳 8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郭伊晴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樂盈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濠潆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尤瑾嫻

5 領峰文娛體育會 林曉澄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吳玥鳳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嘉怡

8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宸曦

第二組 男子D組初級長拳 8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弈誠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偉傑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施卓言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智傑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子灝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健

7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弈鳴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駿鋒

第三組 女子C組初級長拳 9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茹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黃煜婷

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潘文晴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丁紫晴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幸琳

7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琳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薏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第四組 男子C組初級長拳 17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發揚體育會 田浩霖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李宗羲

3 澳門發揚體育會 阮梓樂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卓華榮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耀麒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浩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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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馮承霖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少麒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奕鏗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嘉軒

1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子軒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葉文樂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康宏

1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15 澳門發揚體育會 蕭鎮豪

16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謝錦輝

1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關子宇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豪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凱晴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陳嘉琪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趙若霖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第七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4 澳門鴻威文娛體育會 何嘉潮

5 澳門中華武當體育會 李廣成

第八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長拳 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第九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汶聰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溫銘基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俊濠



第十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忠靈體育會 朱文善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朱瑩瑩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畢嘉楠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玥翎

第十一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第十二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心妍

8月1日 下午2:30

2號場地 單元一

第一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家穩 千字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仲賢 千字拳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俊釗 千字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鋒澤 千字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馮凱傑 千字拳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馮凱竣 千字拳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俊旭 千字拳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鍾毅栢 千字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楚騫 千字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鎧華 千字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浩翔 千字拳

12 領峰文娛體育會 李駿泓 虎拳

第二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7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段佳琳 千字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梓靈 千字拳

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梁綺彤 虎拳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郭美晴 千字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芷晴 千字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琳琳 千字拳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芯悅 千字拳



第三組 男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振軒 一段長拳

2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張毅鏵 通臂拳

3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陳卓楠 通臂拳

4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陳信希 通臂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政行 螳螂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余春陽 螳螂拳

第四組 女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1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吳恩瑀 滾堂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炫宏 一段長拳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婧瑜 一段長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尚珍珍 一段長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  曦 一段長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芷萱 一段長拳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予汐 一段長拳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家琪 一段長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鄧凱琳 一段長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胡欣琳 一段長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靖翹 一段長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楚兒 一段長拳

第五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8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蘇梓軒 虎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鍾毅曦 千字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振棋 伏虎拳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地龍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宇軒 千字拳

6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陳瀚霖 虎形拳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健恆 千字拳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善得 千字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旗 千字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駿禧 千字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博屹 千字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高  峰 千字拳

1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段睿銘 千字拳

1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文正 千字拳

1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周晞諺 千字拳

1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浩政 千字拳

17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吳騰臻 虎鶴雙形拳

18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景南 虎拳



第六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鴻威文娛體育會 吳卓凝 小十字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嘉恩 千字拳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知行 千字拳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欣怡 千字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寶怡 千字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家嘉 千字拳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穎欣 千字拳

8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  靜 虎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瑩璐 千字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泳潔 千字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穎怡 千字拳

12 澳門鴻威文娛體育會 吳卓琳 小十字拳

13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晴 虎拳

1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吳琋敏 伏虎拳

15 領峰文娛體育會 李泳童 虎拳

第七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2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子源 八極拳

2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甘梓康 通臂拳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栢鍵 八極拳

4 忠靈體育會 杜思毅 八極拳

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施凱進 通臂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施鎧滔 八極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胡秀峰 通臂拳

8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馬楚喬 通臂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兆鑫 八極拳

10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溢庭 八極拳

11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梁禕庭 通臂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卓榮 八極拳

1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曾俊軒 八極拳

1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黃樹成 螳螂拳

1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黃澤善 通臂拳

1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溫林聖 螳螂拳

1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淦霖 螳螂拳

1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子銘 八極拳

19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鄧哲晞 螳螂拳

2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鄭華熙 八極拳

2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顏瀧鑫 螳螂拳

2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蘇浩銘 螳螂拳



第八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20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白錦浠 滾堂拳

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方  喬 滾堂拳

3 忠靈體育會 劉穎琳 八極拳

4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螳螂拳

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張嘉敏 八極拳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可欣 八極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岑詠怡 通臂拳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凱盈 螳螂拳

9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許詠琪 通臂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子恩 八極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芷喬 八極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芷昕 八極拳

1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穎瑜 八極拳

1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王梓鈺 八極拳

1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  奕 八極拳

1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蘇皓林 八極拳

1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刁曉彤 螳螂拳

1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鄧愛詩 一段長拳

19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陸米澄 羅漢拳

20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許晴宜 通臂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