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40 吳芷甄 初級刀術 1 F060 趙樂怡 規定拳
F070 林卓瑩 初級刀術 F073 李思淇 初級三路長拳
F049 吳佳儀 刀術 F074 廖穎森 初級三路長拳
F057 羅紫琪 刀術 F075 胡悅兒 初級三路長拳
F077 李棱棱 刀術 F076 葉晞桐 初級三路長拳
F081 劉笑妤 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138 鄒宇航 規定長拳

1 F087 羅芷琪 刀術 2 M233 郭銘天 初級三路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02 李雪萾 自選刀術 1 M266 程家樂 規定拳

2 M254 張政熙 規定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54 梁惠儀 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13 鄒鵬 規定少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1)

M13-M14 男子傳統拳術組 (規定拳)

 F51-F60   女子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9)

F10-F12 女子傳統拳術組 (規定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0)

 F13-F14   女子短兵器組 (刀) 

 F15-F16   女子短兵器組 (刀) 

A場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9)
 F10-F12   女子短兵器組 (刀) 

1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2

3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9)

M32-M42 男子傳統拳術組 (規定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9)

2

3

M10-M12 男子傳統拳術組 (規定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1)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1)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51 劉文傑 初級劍術 1 M251 陳柏睿 初級槍術
M130 凌筠 初級劍術 2 M216 何浚銘 槍術
M047 何政孝 劍術 3 M246 陳子棓 槍術
M133 于佳男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74 陳子傑 槍術

M206 楊裕斐 自選劍術
M138 鄒宇航 初級劍術
M142 羅安衡 初級劍術
M223 鄭嘉恒 初級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41 嚴崇銘 劍術 1 M288 梁仲言 中級槍術
M168 蔡施齊 劍術

4 M253 黃于喆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99 陳錦松 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55 張懿天 自選劍術
M258 鄭卓僖 初級劍術
M259 何証騫 劍術
M269 曾梓軒 劍術
M270 蔡奕瞻 劍術
M273 張浚堃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87 胡梓揚 國際第三套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92 潘俊豪 初級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03 杜文軒 自選劍術
M300 陳熙南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22 周帶財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38 姚思棟 劍術

2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M7 -M9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1

 M10 -M12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1

2

3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M51 -M60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M10-M12  男子長兵器組 (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3)

 M13-M14  男子長兵器組 (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3)

 M15-M16  男子長兵器組 (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1

2

3

 M15 -M16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M17 -M19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3)

 M20-M31  男子長兵器組 (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3)

1

 M47 -M50  男子短兵器組 (劍) 

 M20 -M31  男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22)

 M13 -M14  男子短兵器組 (劍)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5 石門周一精靈幼兒武術隊 紫荊操

2 G009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六幼兒武術隊 紫荊操

3 G012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日幼兒紫荊操隊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6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周二武術班 拳術

2 G011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沙田大會堂B隊 拳術

3 G015 尚武文化中心C隊 拳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1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精英培訓隊 拳術

2 G033 尚武文化中心B隊 拳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5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沙田大會堂A隊 拳術

2 G038 尚武文化中心A隊 拳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40 中國武術訓練學院-精英班 拳術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G9 集體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4)

G18-G30 集體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5)

G9 集體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5)

G10-G14 集體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5)

G15-G17 集體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5)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4 石門周六武術隊 少林拳

2 G007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沙田公園周五武術隊 少林拳

3 G010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六少林拳隊 少林拳

4 G013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粉嶺兒童武術隊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24 歡樂石門A隊 少林拳

2 G028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五少林拳隊 少林拳

3 G029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日少林拳龍隊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72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第一隊 少林拳

2 G073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第二隊 少林拳

3 G074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第三隊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1 東方體育會武術隊B 初級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16 東方體育會武術隊A 初級南拳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7)

G10-G14 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6)

G10 - G14 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6)

G51 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6)

G9 集體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7)

G10-G14 集體拳術組 (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19 弘武少林中心 小洪拳

2 G020 第一城武術隊 八極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91 心意樂太極學會 六合八法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14 尚武文化中心C隊 刀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17 東方體育會武術隊A 初級刀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7 尚武文化中心A隊 刀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2 尚武文化中心B隊 劍術

G10-G14 集體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9)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9)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G10-G14 集體拳術組 (傳統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8)

G51 集體拳術組 (傳統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8)

G9 集體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9)

G10-G14 集體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9)

G15-G17 集體短兵器組 (刀)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2 東方體育會武術隊B 初級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21 第一城武術隊 棍術

2 G034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沙田五武術隊 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9 尚武文化中心A隊 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79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 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18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婦女會A隊 混合短兵器

2 G023 歡樂石門B隊 混合短兵器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41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精英班 混合短兵器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25 石門周日武術B隊 混合長兵器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0)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G9 集體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0)

G10-G14 集體長兵器組 (棍)

G18-G30 集體混合短兵器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1)

G10-G14 集體混合長兵器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1)

G15-G17 集體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0)

G51 集體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0)

G10-G14 集體混合短兵器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1)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8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日兒童武術隊 少林拳 , 功夫扇 , 雙節棍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22 中央公園週日武術班 混合器械

2 G026 石門周日武術C隊 混合器械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36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日青少年武術隊 扇 , 雙鉞 , 刀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03 石門周日A隊 功夫扇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27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石門雙節棍隊 雙節棍

2 G030 中國武術海外訓練學院-粉嶺武術隊 功夫扇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G047 骨質研究太極班暨同學會 武當劍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上午賽事    

G9 集體混合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2)

G10-G14 集體混合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3)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2)

G15-G17 集體混合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2)

G10-G14 集體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3)

G51 集體其他器械組 

G9 集體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3)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55 虞帕澄 少林連環拳 1 F096 李曉澄 國際第一套槍術
M076 伍家弘 少林連環拳 2 F101 林子曦 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59 馮晞桓 少林小洪拳 F008 廖以諾 初級棍術
M167 黃浩然 小洪拳 F009 廖以林 初級棍術
M188 湯浩辰 八極拳 F010 劉芷攸 初級棍術
M189 林子曦 八極拳 F012 姚彌 初級棍術

3 M194 吳卓峰 八極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38 陳諾盈 初級棍術

M256 黎政申 梅花拳(洪拳) F042 曾淳 初級棍術
M257 覃俊諾 梅花拳(洪拳) F055 王躍絲 棍術
M260 文敏森 小洪拳 F056 葉美妍 棍術
M261 蘇政臻 小洪拳 F058 吳珈穎 棍術

3 M265 林子渝 八極拳 F060 趙樂怡 棍術
F062 龍敏清 棍術
F080 周子桐 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96 錢沛聲 工字伏虎拳
M297 錢沛儒 虎鶴雙形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2 M298 林溢信 八極拳 1 F098 梁灼宜 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17 張永傑 周家伏虎拳 F104 梁詩嵐 棍術
M319 張煒 易筋經 F105 程卓雯 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23 郭永昌 少林小洪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27 丘恩龍 洪家五形拳
M328 陳國強 五行拳

2 M339 鄺耀國 武當太乙五行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43 葉錦華 洪拳-工字伏虎拳

M346 劉發全 武當太乙五行拳
2 M352 何雄飛 五形拳

1

3

4

 F13-F14  女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6)

 F15-F16  女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6)

M13-M14 男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1

2

 F13-F14  女子長兵器組 (槍)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5)

2

 F7-F9  女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6)

1

2

 F10-F12  女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6)

1

A場

M7-M9 男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1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下午賽事    

M43-M46 男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1

1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M51-M60 男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1

M10-M12 男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34)

1

2

M47-M50 男子傳統拳術組 

M61 男子傳統拳術組 

1

M20-M31 男子傳統拳術組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45 馮晉諾 初級刀術 1 F005 陳千潼 基礎長拳
M121 譚約昭 初級刀術
M134 伍晞信 初級刀術
M108 許濬軒 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09 廖以林 初級長拳
F011 盧穎臻 初級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12 姚彌 初級長拳
M136 陳天宗 初級刀術 F027 洪名希 初級長拳
M140 黃尊 初級刀術 F017 鄒緻然 長拳
M211 吳天敬 初級刀術 F032 藍舒詠 長拳
M222 李天日 初級刀術
M225 王駿熙 初級刀術
M248 馮浩天 初級刀術
M250 張喆 初級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78 譚傲言 自選刀術 F039 馬馨玥 基礎長拳
M181 畢志昊 自選刀術 F038 陳諾盈 初級長拳
M182 張智堡 自選刀術 F041 張園加 初級長拳
M185 林譯生 自選刀術 F042 曾淳 初級長拳
M200 楊裕稀 自選刀術 F071 唐子然 自選長拳
M202 鄺顯陽 自選刀術 F048 鄧天晴 長拳
M210 蔡昊言 自選刀術 F049 吳佳儀 長拳
M247 毛雋 刀術 F078 蔡融欣 長拳
M249 余朗熙 刀術 F079 許德心 長拳

F082 阮華琳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54 張政熙 規定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64 杜偉豪 刀術 F086 黃奕妍 長拳

F087 羅芷琪 長拳
F098 梁灼宜 長拳
F101 林子曦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94 曾梓晞 自選刀術
M295 杜偉誠 刀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110 邱芷彤 自選長拳
F109 何靖希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14 邵麗晴 自選長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1

F20 - F31 女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F13 - F14 女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1

2

F17 - F19 女子拳術組 (長拳)

F7-F9 女子拳術組 (長拳)

4

5

1

2

3

F10 - F12 女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1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2

3

A場 第二日              2022/01/16(星期日)           下午賽事    

 M7-M9   男子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7)

1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8)

6

7

8

 M13-M14   男子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7)

 M10-M9   男子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7)

1

2

3

4

2

1

 M17-M19   男子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4:30 (場次 A37)

1

5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15 潘承晉 南棍 1 M272 黃浩軒 南刀
2 M219 張令譽 南棍
3 M224 余霆軒 南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65 楊依靈 自選南刀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68 洪梓恩 南刀
1 M284 周嗣淳 南棍
2 M285 尹森塱 南棍
3 M286 田洭泓 國際第一套規定南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08 林子媛 南刀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83 謝柏朗 雙節棍
M112 羅柏曦 雙節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26 曾慶禮 雙節棍 1 M278 張恩齊 少林規定刀
M127 徐詩源 陰手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96 錢沛聲 梅花雙龍刀

M156 王遵庭 雙節棍 2 M308 古庭朗 武當丹劍
M158 梁力哲 雙節棍
M170 郭俊騫 雙節棍
M197 蕭君俊 雙節棍
M201 張柏森 雙節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21 何梓謙 雙刀 1 M327 丘恩龍 子母雙刀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60 文敏森 三節棍 1 M346 劉發全 武當丹劍
M261 蘇政臻 三節棍 2 M352 何雄飛 子母雙刀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82 吳梓軒 雙鉞 1 F190 曾惠珍 盤龍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97 錢沛儒 少林九節鞭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13 鄒鵬 九節鞭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23 郭永昌 陰手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55 陳偉民 北勝蔡李彿大扒

M362 張鴻德 鴛鴦雙手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2)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2)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2)

M51 - M60  男子傳統短兵器組 

M61  男子傳統短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2)

F61  女子傳統短兵器組 

F15-F16 女子其他兵器組 (南刀)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1)

M15 - M16  男子傳統短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2)

M20 - M31  男子傳統短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1)

M13-F14 男子其他兵器組 (南刀)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1)

F10-F12 女子其他兵器組 (南刀)

1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9)

M7-F9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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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F12 男子其他兵器組 (南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39)

M15-F16 男子其他兵器組 (南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M10-F12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1

2

3

M13-F14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1

M15-F16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M20-F31 男子其他兵器組

1

M32-F42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M47-F50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M61 男子其他兵器組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