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屆澳門太極拳、械錦標賽 

1號場地 單元二 2022年 4月 19日 19:00-21:00 

組別 1 項目名稱:公開組集體八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8.14  

一等奬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8.09  

二等奬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8.08  

二等奬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A隊 7.93  

三等奬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C隊 7.93  

三等奬 澳門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B隊 7.92  

三等奬 澳門鴻英文娛體育會 7.84  
 

 

組別 2 項目名稱:男子青年組陳式自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豪 8.33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雷宏亮 8.30 

3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鄭進一 8.09 
 

  

組別 3 項目名稱:男子青年組四十二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韓瑞華 8.57 

2 忠靈體育會 張博睿 8.42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謝錦輝 8.37 
 

  

組別 4 項目名稱:男子青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8.03 
 

  

 

 

  



組別 5 項目名稱:男子初級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忠靈體育會 鄺鼎強 7.96 

2 澳門精武體育會 陳錫洪 7.95 

3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杜國輝 7.86 

4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黃德輝 7.75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昊延 7.71 

6 忠靈體育會 馮承霖 7.66 
 

  

組別 6 項目名稱:男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鄧志和 8.18 

2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梁炳森 8.08 

3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吉榮森 8.01 
 

  

組別 7 項目名稱:男子老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黃桂文 8.02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鄭國樑 7.95 

3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陳君海 7.94 
 

  

組別 8 項目名稱:男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鄭清萍 8.17 

2 陳式太極拳研究會 吳樹榮 8.04 

3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卓官保 8.02 

4 澳門耀華體育會 原渭霖 7.99 

5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李鎮山 7.93 

6 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張城蔭 7.92 
  

 



第⼆⼗六屆澳⾨太極拳、械錦標賽
2號場地 單元⼆ 2022年4⽉19⽇ 19:00-21:00

組別1 項⽬名稱:女⼦青年組陳式⾃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程 8.52

2 澳⾨南北武術學會 陳嘉琦 8.32
 
組別2 項⽬名稱:女⼦青年組楊式⾃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南北武術學會 阮麗燕 8.30

2 澳⾨南北武術學會 黎翠盈 8.28

3 澳⾨南北武術學會 丘雨淇 8.27
 
組別3 項⽬名稱:女⼦青年組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青少年武術學校 莊嘉蒨 8.63

2 澳⾨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8.53

3 澳⾨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茹 8.49
 



組別4 項⽬名稱:女⼦青年組⼆⼗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勁青體育會 洪司帆 8.46

2 忠靈體育會 關歆怡 8.29

3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8.28

4 忠靈體育會 江 ⽉ 8.21

5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8.15

6 澳⾨南北武術學會 ⽅麗媛 8.14
 
組別5 項⽬名稱:女⼦初級組⼆⼗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羅梁體育總會 陸米澄 8.23

2 雄詠體育會 顏幗貞 8.23

3 澳⾨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淑薏 8.20

4 澳⾨中華武當體育會 段周華 8.20

5 澳⾨青少年武術學校 吳⼦妍 8.18

6 忠藝太極會 葉麗芬 8.16
 



組別6 項⽬名稱:女⼦初級組傳統⾃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內家拳研究會 張 波 8.22

2 中國澳⾨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梁瑞琼 8.16

3 陳式太極拳健⾝會 李靜寧 8.16

4 澳⾨內家拳研究會 林紹莉 8.15

5 澳⾨⼤同太極拳社 ⽥志娟 8.14

6 中國澳⾨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陳錦妹 8.13
 
組別7 項⽬名稱:女⼦老年組⼆⼗四式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榮舜文娛體育會 葉偉萍 8.22

2 雄詠體育會 張雲嬌 8.20

3 澳⾨內家拳研究會 張⽟英 8.19
 
組別8 項⽬名稱:女⼦老年組傳統⾃選太極拳  
名次 參賽隊 姓名 最後得分

1 澳⾨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美 8.24

2 澳⾨榮舜文娛體育會 禤鳳玲 8.21

3 澳⾨榮舜文娛體育會 余曼蓮 8.20

4 澳⾨中華武當體育會 李燕玲 8.17

5 江華武術會 蕭麗霞 8.17

6 江華武術會 陳新惠 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