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4日 晚上7:00
1號場地 單元二
第一組 集體八式太極拳 7隊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張國南
陳炳光
黄惠芬
黄婉明
葉桂芬
梁  妹
王蘊喬

KALESNIK BRUNS KIMBERLEY ANN

歐慧顏
陳群好

陳群英
何麗嬋
何長蘭
丁素秋
徐珊娜
馬榮基
夏德忠
林汶聰
廖昭穎
黃志豪
林泳姍
趙若霖
甘卓言
阮麗燕
梁凱晴
孫雁卿
曾薇子
黄曉敏
梁蓮芬
張幗貞
區玉玲
梁淑冰
劉苑侶
趙建業
倫一嗚
麥榮康
葉建生
余永富

陳華根
劉漢良
陸朗威
蔡國明
鄧文儀
郭炎雄
高蓮玲
顏幗儀
高玉蓮
張潤桂
陳玉梨
吳銀妹

第二十七屆澳門太極拳、械錦標賽

5 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A隊

4 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B隊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鴻英文娛體育會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2

1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6



陳傲霜
薜鳳翹
張玉玲
雷文瑛
陳雪芬
陳麗媚
譚鳳儀
余玉麗

第二組 男子老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黃桂文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鄭國樑
3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黃鶴齡
4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黄德輝

5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陳君海

第三組 男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1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鄧志和 陳式太極拳
2 領峰文娛體育會 楊志文 楊式太極拳
3 澳門中華武當體育會 郭觀維 武當太極拳
4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李鎮山 王其和太極拳
5 忠靈體育會 鄺鼎強 楊式太極拳
6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黄燦樹 陳式太極拳
7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卓官保 楊式太極拳
8 建華文娛體育會 倫永錦 陳式太極拳
9 陳式太極拳研究會 吳樹榮 陳式太極拳
10 澳門耀華體育會 原渭霖 楊式太極拳
11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杜國輝 32式太極拳
1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偉明 楊式太極拳

第四組 男子初級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8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忠信體育會 黄志鋒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林  明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張廷嘉
4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張世英
5 忠靈體育會 吳文勝
6 忠信體育會 林建鋒
7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甘子賢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韋承儒

第五組 男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鄭灝昌 陳式太極拳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陳嘉熙 陳式太極拳
3 雄詠體育會 趙毅雄 陳式太極拳
4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黄志堅 陳式太極拳
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溫銘基 陳式太極拳

第六組 男子青年組陳式自選太極拳 3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夏德忠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趙梓丞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練建坤

7 孫式太極拳健身會_C隊



第七組 男子青年組楊式自選太極拳 3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甘卓言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志豪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陳凱樂

第八組 男子青年組四十二式太極拳 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韓瑞華
2 忠靈體育會 張博睿

第九組 男子青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陳昊延

2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3 忠靈體育會 馮承霖
4 澳門勁青體育會 陳昊宏

2號場地 單元二
第一組 女子老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葉偉萍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張玉英
3 雄詠體育會 張雲嬌
4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鮑少珍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林彩珠

第二組 女子老年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10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江華武術會 陳新惠 楊式太極拳
2 傳奇文娛體育會 羅麗琼 孫式太極拳
3 澳門中華武當體育會 李燕玲 武當太極拳
4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劉云香 陳式太極拳
5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劉  丹 楊式太極拳
6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小美 32式太極拳
7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余曼蓮 32式太極拳
8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林紹莉 楊式太極拳
9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禢鳳玲 32式太極拳
10 江華武術會 龍建幸 孫式太極拳

第三組 女子初級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1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忠信體育會 李佳妍
2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陳燕華
3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陳德淳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朱婷婷
5 忠藝太極會 張燕玲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鄭梓晴
7 雄詠體育會 黃鳳貞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丘焯琪
9 忠藝太極會 李雲銀
10 雄詠體育會 甘巧如
11 忠藝太極會 曾愛金
12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張潤桂



13 忠靈體育會 湯詠珈
14 忠信體育會 黄裕然
15 雄詠體育會 趙錦娥
16 忠藝太極會 張倩玲

第四組 女子初級組傳統自選太極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中國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聶詠嫦 楊式府內派32式太極拳

2 澳門中華武當體育會 葉桂霞 武當太極拳
3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黄艷英 陳式太極拳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朱瑩瑩 陳式太極拳

第五組 女子青年組陳式自選太極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八極拳協會 陳薇冰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泳姍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凱晴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許鈺淇

第六組 女子青年組楊式自選太極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阮麗燕
2 澳門勁青體育會 洪司帆
3 澳門八極拳協會 劉靖琳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黎翠盈

第七組 女子青年組四十二式太極拳 8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2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梁樂瑤
3 澳門勁青體育會 吳子妍
4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陸米澄
5 忠靈體育會 李安琪
6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鄧淑薏
7 忠靈體育會 關歆怡
8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鄧淑茹

第八組 女子青年組二十四式太極拳 7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2 忠靈體育會 陳悦愉
3 忠信體育會 黄映璇
4 澳門青年武術學校 蔡芷芊

5 忠靈體育會 尹心攸
6 忠靈體育會 江  月
7 忠靈體育會 蘇曉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