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號場地 場次:2

第一組 男子規定劍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個人 趙梓光 8.69

二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鄺朗睿 8.48

第二組 女子規定劍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武翎文化發展協會 黃卓愉 8.67

二等奬 武翎文化發展協會 顏嘉曦 8.45

第四組 男子規定棍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李仁謙 8.82

二等奬 德國隊 Takis Basil Boyacos 8.56

第五組 男子規定槍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姜博凱 8.79

第六組 女子規定槍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林以諾 8.91

第七組 男子規定南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譚希臨 8.92

第八組 女子規定南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王天恩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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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男子傳統太極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新橋坊會武術班 馬華釗 8.87

一等奬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李蔭祥 8.77

二等奬 忠靈體育會 梁渭釗 8.75

二等奬 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黃樹來 8.72

二等奬 忠靈體育會 高錦洪 8.69

三等奬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洪志堅 8.67

三等奬 澳門發揚體育會 鄧立漢 8.66

三等奬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梁智耀 8.65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張耀文 8.57

三等奬 深玔華典太極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張宜有 8.5

三等奬 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李志鵬 8.42

第十組 女子傳統太極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方美燕 8.87

一等奬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陶麗萍 8.86

一等奬 鴻勁體育會 黃潔蘭 8.85

一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蔡小燕 8.81

二等奬 澳門陳式太極拳健身會 黃華妹 8.74

二等奬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黃煥如 8.74

二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方月香 8.71

二等奬 雄詠體育會 區詠霞 8.67

二等奬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陳  燕 8.63

二等奬 澳門精武體育會 梁細環 8.63

三等奬 澳門精武體育會 歐陽鳳貞 8.56

三等奬 新橋坊會武術班 梁桂芳 8.55

三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曾衛紅 8.55

三等奬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黃芬妹 8.55

三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宗妙珍 8.53

三等奬 澳門江華武術會 潘玉琼 8.53

三等奬 澳門府內派李式太極拳協會 梁敏玲 8.52

三等奬 澳門榮舜文娛體育會 呂錦雲 8.52

三等奬 澳門木蘭拳協會 陳月娟 8.51

三等奬 澳門木蘭拳協會 蘇燕鳳 8.47

三等奬 澳門木蘭拳協會 鄧愛貞 8.46

三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勞玉華 8.45



第十一組 男子傳統長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建華文娛體育會 倫永錦 8.84

一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古鎮振武館 袁潤榮 8.83

一等奬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梓健 8.83

一等奬 澳門業餘體育會 馮永權 8.83

一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馬演南 8.81

一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程淩超 8.81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梓豪 8.75

一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劉  欽 8.75

一等奬 佛山樹德武學堂 李瑞球 8.74

一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吳國平 8.73

一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盧凱倫 8.73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陳俊傑 8.72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淩端超 8.7

二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梁樹輝 8.69

二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黃國宇 8.67

二等奬 佛山樹德武學堂 林文富 8.67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溫浩彬 8.67

二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鄭智鵬 8.67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洪銘陽 8.64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黃家浪 8.64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廖逸宜 8.63

二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黃智浩 8.62

二等奬 佛山樹德武學堂 簡卓鈃 8.59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鍾志勇 8.58

二等奬 佛山樹德武學堂 黎星和 8.58

二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楊  康 8.58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薛  譽 8.58

二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袁炳金 8.57

二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黎喬丹 8.56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彭宇鵬 8.54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陳信諾 8.52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常浩然 8.5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李嘉樂 8.5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陳星宇 8.49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何煕文 8.49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吳國強 8.47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曾倬裕 8.44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龍家暉 8.44

三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陳宇軒 8.4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何嘉傑 8.42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李永浩 8.42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郭喬銳 8.41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何振華 8.4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吳家賢 8.39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鄭翌宸 8.38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李創彬 8.38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黃子曦 8.37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何政燊 8.37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梁冠華 8.36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郭子源 8.36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薛文煕 8.35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楊  賢 8.35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陸信瑋 8.35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健栢 8.35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原　質 8.27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李　臻 8.26

二號場地 場次:2

第一組 男子傳統拳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盧凱倫 8.77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陳俊傑 8.74

一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梁樹輝 8.74

一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沈浩洋 8.74

一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李桂源 8.72

一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劉少偉 8.71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溫浩彬 8.69

一等奬 無憂堂東莞精武詠春拳館 溫福仔 8.69

一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袁炳金 8.69

一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姚西北 8.67

一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林玉中 8.64

一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吳國平 8.63

一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何振華 8.61

一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黃志傑 8.61

一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羅梓軒 8.58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梓豪 8.57

一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鄧元豪 8.57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羅政臻 8.57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龔家榮 8.57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俊旭 8.55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彭宇鵬 8.55

二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吳國強 8.55

二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黃子曦 8.52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雷宏哲 8.52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洪銘陽 8.52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陳柄錫 8.52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李嘉凱 8.51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邱靖宇 8.51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鍾志勇 8.51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梁霆沖 8.49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曉林 8.49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薛  譽 8.49

二等奬 廣西東盟民俗運動俱樂部 雷雨橋 8.49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唐浚賢 8.47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巫  睿 8.47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麥傑迅 8.47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唐耀楠 8.47

二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李永浩 8.47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羅明銳 8.46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鈺鋮 8.46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鄧鈞華 8.45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張定峰 8.45

二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楊  康 8.45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吳思毅 8.44

三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陳宇軒 8.44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羅家業 8.44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仇盛熹 8.4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星宇 8.41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吳家賢 8.4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煜鏵 8.4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陳星宇 8.39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楊浩文 8.39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何煕文 8.39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鄧浩祥 8.38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林文炫 8.38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譚  舜 8.38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李嘉樂 8.38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常浩然 8.37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陸信瑋 8.37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楊  賢 8.36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潘  洋 8.36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梁冠華 8.36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杜德傑 8.35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葉卓恒 8.35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謝嘉銘 8.35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袁嘉鏘 8.34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胡梓安 8.34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陳信諾 8.3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健栢 8.3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何嘉傑 8.33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易承軒 8.32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利家鍵 8.3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羅立泰 8.32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李創彬 8.3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邱政傑 8.31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郭喬銳 8.31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曾倬裕 8.31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龍家暉 8.31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湯卓恒 8.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何政燊 8.27

三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李　臻 8.26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薛文煕 8.25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覃宇熙 8.22

三等奬 魅力詠春拳館 朱胤丞 8.21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郭子源 8.17

三等奬

第二組 女子傳統拳術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聖恩 8.74

一等奬 盤龍詠春拳館 周敏捷 8.55

一等奬 無憂堂東莞精武詠春拳館 曾靖瑤 8.54

一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凱華 8.53

一等奬 無憂堂東莞精武詠春拳館 趙彬霞 8.53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幸華 8.52

二等奬 中山武聯二隊—緣武堂詠春館 陳詩琳 8.5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潘建葵 8.46

二等奬 盤龍詠春拳館 成燁韻 8.44

二等奬 盤龍詠春拳館 伍鈺楓 8.4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劉  悅 8.4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李圓圓 8.39

三等奬 盤龍詠春拳館 伍鈺林 8.39

三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花都鴻粵堂） 盧楚琪 8.37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沈嘉瑜 8.3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李尚錡 8.33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黃悅嘉 8.3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許琪琪 8.3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吳敏儀 8.3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徐子晴 8.3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李春瑩 8.29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胡宣淇 8.26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泳湞 8.26

三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凱渝 8.26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陸芷清 8.25



一號場地 場次:3

第一組 男子三十二式太極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友樂文娛體育會 呂曉白 8.52

二等奬 友樂文娛體育會 陳偉坤 8.38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何志平 8.36

三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李立洪 8.35

三等奬 澳門發揚體育會 潘健恆 8.22

第二組 女子三十二式太極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澳門大同太極拳社 李雪琼 8.44

一等奬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李小美 8.43

二等奬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顏幗儀 8.41

二等奬 澳門發揚體育會 張淑霞 8.38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崔愛堅 8.35

三等奬 澳門欣榮文娛體育會 鄧麗冰 8.29

三等奬 雄詠體育會 張雲嬌 8.28

三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崔淑連 8.27

三等奬 新橋坊會武術班 楊潔歡 8.24

第三組 男子四十二式太極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 古鎮振武館 譚日榮 8.79

二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 古鎮振武館 袁時浩 8.7

二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 古鎮振武館 甘德初 8.61

三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 古鎮振武館 魏廣玲 8.52

三等奬 中山武聯四隊- 古鎮振武館 雷生衍 8.47

第四組 女子四十二式太極劍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陳沛雯 8.83

一等奬 澳門精武體育會 張柳玲 8.82

二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程凱臨 8.71

二等奬 澳門內家拳研究會 趙  寧 8.68

二等奬 珠海市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鄒小芬 8.64

三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陳惠珍 8.49

三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何月女 8.43

三等奬 珠海市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曾　齊 8.11

三等奬 佛山市無憂堂萬馨太極隊 何  丹 8.09

第五組 男子規定長拳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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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李仁謙 8.47

一等奬 個人 趙梓光 8.35

二等奬 德國隊 Takis Basil Boyacos 8.3

二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鄺朗睿 8.28

三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姜博凱 8.25

第六組 女子規定長拳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林以諾 8.36

二等奬 武翎文化發展協會 黃卓愉 8.28

三等奬 武翎文化發展協會 顏嘉曦 7.88

三等奬 建華文娛體育會 潘文晴 7.66

第七組 男子規定南拳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德國隊 Matthias Robert Weik 8.45

二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譚希臨 8.3

第八組 女子規定南拳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香港武術聯會 王天恩 8.35

二號場地 場次:3

第一組 男子傳統短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廣東省天竣武術隊 葉華海 8.72

一等奬 武當三豐自然派 朱彥臣 8.71

一等奬 中國廣州禺山 趙  科 8.66

二等奬 領峰文娛體育會 盧永祥 8.6

二等奬 廣東省天竣武術隊 池梓棠 8.59

二等奬 廣東省天竣武術隊 葉嘉豪 8.58

二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張倚滔 8.44

二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蘇中豪 8.4

三等奬 領峰文娛體育會 歐陽偉恆 8.39

三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廖  博 8.37

三等奬 陽春市武術協會飛龍武術館 劉鎮華 8.36

第二組 女子傳統短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珠海市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鄭信英 8.76

一等奬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雪楨 8.7

二等奬 珠海市橫琴新區武術協會 李麗卿 8.6

二等奬 領峰文娛體育會 洪彥卿 8.57

第三組 男子傳統雙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梁霆冲 8.81

一等奬 澳門業餘體育會 李祺恩 8.8

一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俊旭 8.8

一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沈浩洋 8.76

一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李永強 8.68

一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姚西北 8.67

二等奬 中國清遠詠春拳總會 劉少偉 8.62

二等奬 無憂堂中國總部 黃志傑 8.61

二等奬 佛山精武體育會沙頭競訓基地 何嘉輝 8.53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雷宏哲 8.53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鄧元豪 8.53

二等奬 中山武聯一隊—良都武術館 林玉中 8.52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譚  舜 8.52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羅梓軒 8.51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陳柄錫 8.5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鈺鋮 8.47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羅政臻 8.47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吳思毅 8.47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謝嘉銘 8.46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羅家業 8.45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仇盛熹 8.44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邱靖宇 8.44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陳星宇 8.43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潘  洋 8.42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曉林 8.4

三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巫  睿 8.39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煜鏵 8.38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葉卓恆 8.38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唐浚賢 8.36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覃宇熙 8.31

三等奬 中山武聯三隊—靜心詠春館 鄭博恒 8.26

第四組 女子傳統雙器械

名次 參賽隊伍 姓名 最後得分

一等奬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煥欣 8.82

一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劉  悅 8.65

二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凱華 8.52

二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梁幸華 8.52

二等奬 無憂堂四會安倍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曾聖恩 8.43

三等奬 梁健華詠春拳中國總部 李尚錡 8.37

三等奬 黃國泉詠春拳館 黃凱渝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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