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8日 下午2:00
1號場地 單元一
第一組 男子D組初級長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簡嘉皓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璟鋒
3 澳門勁青體育會 鄭宇恆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朱文皓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吳穎熙

第二組 女子D組初級長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趙  凝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嘉懿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戴詠曈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鄭均瀅

第三組 男子C組初級長拳 32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丁書澤
2 澳門八極拳協會 何柏澔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周梓華
4 澳門勁青體育會 彭敬杰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徐景熙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施卓言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智杰
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靖宸
9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李嘉軒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俊希
1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林立言
12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梁思聰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泓𨌺
1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瑋軒
1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皓然
1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潘政浩
17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嘉軒
18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弈誠
19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蔡悅誠
2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蔡梓濠
2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駿鋒
2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蘇子翔
2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袁奕昕
2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偉傑
2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鄭宇軒
26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鄭臻善
2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韋霖
2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鐘永謙
2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政熙

第二十九屆澳門青少年武術錦標賽



30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陳泳華
3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子翹
3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黎迦納

第四組 女子C組初級長拳 3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林茗妍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何怡霏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嘉怡
4 忠信體育會 尤瑾嫻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崔滈殷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張怡琳
7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張樂盈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徐宥楟

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朱念瑩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佳頤
11 澳門勁青體育會 李君晴
1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李家瞳
1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李芷晴
1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千惠
1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可頤
1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曉忻
17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汶莉
18 澳門勁青體育會 梁嘉鳳
19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宸曦
2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紫靜
2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沈頤鍾
2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曼慈
2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君瑤
2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胡善雅
2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瀠
2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譚紫瀅
27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邱熙祺
28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鄭心妍
29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星月
3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鐘嘉欣
31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陳嘉麟
3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陸凱茵
3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悅嘉

3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珈悠

第五組 男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浩賢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祥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楊嘉軒



4 領峰文娛體育會 李宗羲
5 澳門勁青體育會 林文浩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嚴家煜

第六組 女子B組第一套國際競賽長拳 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何泳琪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鄧安森
3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梁睿桐
4 澳門勁青體育會 黄紫晴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蔡濠琳
6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傅文殷

第七組 男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5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余澤謙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奕鏗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譚宥琛
4 澳門勁青體育會 林瑋昊
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王鶴榮

第八組 女子B組國際競賽南拳 3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黃煜婷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蔡心榆
3 澳門勁青體育會 譚紫瑩

第九組 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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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文樂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第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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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婉琦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第十一組 男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葉文喆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祖鋒
3 東方武術學會 梁兆榮
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黃俊宏

第十二組 女子A組第三套國際競賽南拳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1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廖昭穎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玥翎
4 忠靈體育會 李安琪



2號場地 單元一
第一組 男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1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甘家保 二十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浚晟 二十拳
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欣宇 二十拳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立言 二十拳
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浚毅 二十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鄧柏陽 二十拳
7 忠信體育會 趙毅軒 二十拳
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昱程 二十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顏正行 二十拳
1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翊霖 二十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鴻興 二十拳
1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允浩 伏虎拳
1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文俊 伏虎拳
1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旭昇 伏虎拳

第二組 女子D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4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嘉妍 二十拳
2 忠信體育會 陳予汐 千字拳
3 忠信體育會 張楚兒 二十拳
4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睿溱 二十拳

第三組 男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10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八極拳協會 黄逸宸 八極拳
2 澳門八極拳協會 袁梓軒 八極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海樺 少林拳
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張嘉宇 地躺拳
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劉軒宇 連環拳
6 澳門八極拳協會 黃梓堯 八極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張凱睿 連環拳
8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李梓榆 連環拳
9 澳門八極拳協會 狄海豐 八極拳
10 澳門八極拳協會 何柏濬 八極拳

第四組 女子D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9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朱珮瀅 二路長拳
2 澳門八極拳協會 司徒鈺瀅 八極拳
3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李芊穎 小洪拳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邱芷柔 醉  拳
5 忠信體育會 崔雅致 螳螂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芷甄 二路長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田馥雅 連環拳
8 澳門八極拳協會 劉靖淼 八極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戴卓盈 二路長拳



第五組 男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3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宇皓 虎  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萬里 虎  拳
3 忠靈體育會 聶語軒 五祖拳
4 忠靈體育會 關凱生 五祖拳
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嘉熙 二十拳
6 忠信體育會 黄星澤 二十拳
7 忠信體育會 施泓軒 二十拳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曾錦瀚 虎鶴雙形拳
9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柏文 虎  拳
10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  天 虎  拳
11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張景睿 伏虎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鍾毅柏 千字拳
13 忠信體育會 陳鋒澤 虎鶴雙形拳
14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莫梓浩 地龍拳
1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海峰 虎  拳
16 忠靈體育會 黄朗鍵 五祖拳
1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子諾 二十拳
1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林煥韜 二十拳
1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浚軒 二十拳
20 領峰文娛體育會 李駿泓 虎  拳
2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顏立行 二十拳
2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俊豪 二十拳
23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樂興 二十拳
24 忠信體育會 謝嘉藝 五祖拳
2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高惟勝 地龍拳
2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浚軒 二十拳
2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楊子辰 二十拳
28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何柏謙 二十拳
29 忠靈體育會 歐陽永軒 五祖拳
30 忠靈體育會 區駿彥 五祖拳
3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奕廷 二十拳
3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劉昊燊 二十拳
3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許銘捷 虎鶴雙形拳
34 忠信體育會 廖浩翔 二十拳
35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林煒効 虎  拳
3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李翌翀 虎  拳

第六組 女子C組南拳類傳統拳術 27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涂凱雅 虎  拳
2 忠靈體育會 區舜琳 五祖拳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梁芷寧 虎  拳
4 忠信體育會 黄星語 二十拳
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彭雅彤 虎  拳
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芯悅 千字拳
7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樂潼 二十拳
8 領峰文娛體育會 劉海瑩 虎  拳



9 忠信體育會 趙梓瑜 二十拳
10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李昕澄 虎  拳
1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黄鑫汐 二十拳
1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段佳琳 五祖拳
1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林曉澄 虎  拳
14 領峰文娛體育會 伍家欣 虎  拳
1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伍翠兒 尋  橋
16 忠信體育會 梁芷鉻 二十拳
17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詠柔 虎  拳
18 領峰文娛體育會 郭伊晴 虎  拳
1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麥善霖 二十拳
2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岑樂兒 二十拳
21 領峰文娛體育會 曾詠琳 虎  拳
22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龔子茵 虎  拳

2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曾熙琳 虎  拳
24 領峰文娛體育會 劉思妤 虎  拳
25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黄鋆櫻 二十拳
26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梓鈺 二十拳
27 領峰文娛體育會 梁綺彤 虎  拳

第七組 男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36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八極拳協會 何立行 八極拳
2 忠信體育會 余春陽 螳螂拳
3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冼凱鋒 連環拳
4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冼熙郎 六郎拳
5 澳門八極拳協會 周柏熹 八極拳
6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唐敏裕 小洪拳
7 忠信體育會 崔逸致 螳螂拳
8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布凌雋 八極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仲賢 翻子拳
10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張嘉豪 地躺拳
11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張振軒 小洪拳
12 忠信體育會 張楚騫 形意拳
13 澳門八極拳協會 戴俊杰 八極拳
14 澳門八極拳協會 朱梓軒 八極拳
15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梁尚晉 醉  拳
16 忠信體育會 洪梓藍 形意拳
17 澳門八極拳協會 狄天藍 八極拳

18 澳門八極拳協會 甘子隆 八極拳
19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管振穎 連環拳
20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薛宇軒 螳螂拳
21 澳門八極拳協會 邱諾謙 八極拳
22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鄧景洋 小洪拳
23 忠信體育會 鄧柏謙 螳螂拳
24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鄭冠鵬 地躺拳
2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鐘承宇 通臂拳
26 忠信體育會 陳彥羲 螳螂拳
27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陳晉宇 小洪拳
28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陳晉禧 小洪拳



29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陳樂謙 小洪拳
30 澳門八極拳協會 陳泳旭 八極拳
31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鴻軒 二路長拳
32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馬志弘 小洪拳
33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黃嘉勁 連環拳
34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黃鴻駿 小洪拳
35 忠信體育會 黄政淏 形意拳
36 忠信體育會 黄澤楓 形意連環拳

第八組 女子C組長拳類傳統拳術 17人
出場序 屬會 姓名 套路名稱

1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陳芷妮 小洪拳
2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品伊 華  拳
3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陳  曦 八極拳

4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譚稀純 連環拳
5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薛楚澄 通臂拳
6 忠信體育會 胡欣淋 螳螂拳
7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李浠頤 通臂拳
8 澳門八極拳協會 李泳言 八極拳
9 澳門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梓玲 二路長拳
10 澳門養生武術協會 李曼僮 連環拳
11 澳門八極拳協會 張思林 八極拳
12 東方武術學會 吳恩瑀 華  拳
13 忠信體育會 吳子墨 螳螂拳
14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凌  瓏 小洪拳
15 澳門羅梁體育總會 凌  兒 小洪拳
16 澳門八極拳協會 何貝兒 八極拳

17 澳門南北武術學會 林心妍 少林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