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02 陳兆宏 初級南拳 M272 黃浩軒 國際第一套南拳

M003 張智昊 初級南拳 M263 王琳皓 南拳

M006 黎晉瑋 初級南拳 M273 張浚堃 南拳

M034 蘇泓曉 初級南拳

M036 李縉燊 初級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86 田洭泓 國際第一套規定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83 姚承亨 國際第一套南拳

M043 李鴻福 初級南拳 M285 尹森塱 國際第一套南拳

M045 馮晉諾 初級南拳 M284 周嗣淳 自選南拳

M046 張智泓 初級南拳

M048 陳諾鋒 初級南拳

M049 梁家軒 初級南拳

M117 吳昕立 初級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22 葉奇諾 初級南拳 1 M291 曾朗勝 初級南拳

M134 伍晞信 初級南拳

M132 劉笑言 南拳

F008 廖以諾 初級南拳

F010 劉芷攸 初級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28 尹芯柔 初級南拳

M185 林譯生 國際第一套南拳 F036 李舜華 初級南拳
M221 何梓謙 國際第一套南拳 F033 許德唯 南拳
M224 余霆軒 國際第一套南拳

M143 劉文韜 規定南拳

M215 潘承晉 自選南拳
M217 黃皓正 自選南拳 F068 洪梓恩 國際第一套南拳

M219 張令譽 自選南拳 F065 楊依靈 自選南拳

M223 鄭嘉恒 自選南拳 F040 吳芷甄 初級南拳

M225 王駿熙 自選南拳 F043 鄭絺瑜 初級南拳

M250 張喆 自選南拳 F066 陳丁叮 初級南拳

M136 陳天宗 初級南拳 F067 李衍柔 初級南拳

M139 潘達炫 初級南拳 F069 蔡皓婷 初級南拳

M214 李業俊 初級南拳 F070 林卓瑩 初級南拳

M218 葉泓峯 初級南拳 F083 李灼華 初級南拳

M220 林煒略 初級南拳 F084 陸思齊 初級南拳

M222 李天日 初級南拳 F085 李美嫻 初級南拳

M226 許祺彧 初級南拳 F077 李棱棱 南拳
M227 翁誠佑 初級南拳 F080 周子桐 南拳

M244 甘浩廷 初級南拳 F081 劉笑妤 南拳

M245 郭嘉銘 初級南拳

M248 馮浩天 初級南拳

M252 何君翰 初級南拳

M184 陳樂天 南拳 1 F100 馬心悅 國際第一套南拳

M216 何浚銘 南拳

M234 盧正安 南拳

M235 何朗行 南拳

M236 何祐樘 南拳 1 F108 林子媛 南拳

M237 馮杞尹 南拳

M246 陳子棓 南拳

M247 毛雋 南拳

M249 余朗熙 南拳

F13 - F14  女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

F15 - F16  女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

1

2

3

4

5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

1

2

F10 - F12  女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2)

A場

M 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M13 - M14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1

2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上午賽事    

7

8

9

10

11

F7 - F9  女子拳術組 (南拳)

M7- M9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1

2

3

M10 - M12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1

2

3

4

5

6

M17- M19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1

M15 - M16  男子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09:00 (場次 A1)

1

2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04 施棨銘 五步拳 1 F006 郭奕秀 五步拳
M005 鍾彥邦 五步拳

M032 陳旭勤 五步拳

M037 周之翰 五步拳

M038 肖俊林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40 李博行 五步拳 F029 王玅詩 五步拳

F034 張明珠 五步拳

2 F035 肖心羽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54 黃鏵演 五步拳
M108 許濬軒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15 香承希 五步拳 M181 畢志昊 自選拳術

M118 莊嘉傑 五步拳 M182 張智堡 自選拳術

M123 劉培致 五步拳

M125 周騁懷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01 周曉楊 自選拳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13 黃鈿峻 五步拳

M240 郭奕辰 五步拳

M241 張明華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42 邵奕睿 五步拳 1 F102 李雪萾 自選拳術

3 M243 肖天聖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271 李昊忝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F15 - F16 女子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上午賽事    A場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1

M13 - M14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F7 - F9 女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M20 - M31 男子拳術組 

1

M10 - M12 男子拳術組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1

2

3

M10 - M12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1

2

3

M7 - M9 男子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3)

1

2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27 洪名希 初級劍術 F086 黃奕妍 劍術
F036 李舜華 初級劍術 F093 黎靖翹 劍術

2 F032 藍舒詠 劍術 2 F095 許旨諾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66 陳丁叮 初級劍術 1 F103 王昕昫 自選劍術
F067 李衍柔 初級劍術
F083 李灼華 初級劍術
F084 陸思齊 初級劍術
F043 鄭絺瑜 自選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72 柯家蕎 自選劍術 1 F109 何靖希 劍術
F071 唐子然 規定劍術
F078 蔡融欣 劍術
F079 許德心 劍術
F082 阮華琳 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74 賴冬梅 初級劍術

 F13 -F14  女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1

A場

 F7 -F9  女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上午賽事    

1

 F15 -F16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17 -F19  女子短兵器組 (劍) 

 F51 -F60  女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4

5

 F10 -F12  女子短兵器組 (劍)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1

2

3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比賽時間 10:00 (場次 A4)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33 青木峻 基礎長拳 M258 鄭卓僖 初級長拳

M035 鄭頌昇 基礎長拳 M275 陳律言 初級長拳

M039 梁楷賢 基礎長拳 M255 張懿天 自選長拳

M001 莊皓然 初級長拳 M267 吳睿翹 自選長拳

M268 邱啟信 自選長拳

M259 何証騫 長拳

4 M274 陳子傑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16 何廣博 基礎長拳
M119 何澍臻 基礎長拳
M120 鄭頌知 基礎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42 楊澤信 初級長拳 M277 楊越霖 競賽長拳

M044 陳仲希 初級長拳 M290 駱俊宏 自選長拳

M050 張嘉天 初級長拳
M051 劉文傑 初級長拳
M052 王嘉樹 初級長拳
M074 鄭卓雨 初級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31 張明銳 初級長拳 1 M292 潘俊豪 自選長拳

M135 李朗逸 初級長拳
M075 林朗喬 自選長拳
M047 何政孝 長拳
M072 鄧天浚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79 凌卓楠 長拳 M302 岑澤明 自選長拳

M092 馬鳴謙 長拳 M304 吳海天 自選長拳

M093 馬鳴鴻 長拳 M306 馮澤出 長拳

M128 郭梓建 長拳

M129 馮日 長拳

M133 于佳男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63 伍志輝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37 潘然凰 初級長拳
M140 黃尊 初級長拳
M142 羅安衡 初級長拳
M144 賀子騰 初級長拳

M251 陳柏睿 初級長拳
M160 李浠傑 自選長拳
M161 屈晞樂 自選長拳
M162 馮照藍 自選長拳
M163 潘立言 自選長拳
M164 何汶謙 自選長拳
M165 麥睿陽 自選長拳
M166 王柏程 自選長拳
M200 楊裕稀 自選長拳
M202 鄺顯陽 自選長拳
M206 楊裕斐 自選長拳
M210 蔡昊言 自選長拳
M228 盧啟謙 長拳
M238 何綽謙 長拳

10 M253 黃于喆 長拳

M17-M19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1

M61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1

2

2

3

M15-M16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1

1

2

M7-M9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A場

M10-M12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上午賽事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M13-M14 男子拳術組 (長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5)

1

M20-M31 男子拳術組 (長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03 劉洛睎 少林拳 F088 區藝馨 少林拳
F004 余心悅 少林拳 F094 歐妍妍 少林拳

F007 張詩欞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15 邱嘉蕙 少林拳

F013 黃德琳 少林拳
F014 詹凱延 少林拳
F015 姚量雅 少林拳
F016 吳沛澄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18 曾子喬 少林拳 1 F121 石菲娜 少林拳
F019 黎承昕 少林拳
F021 曾映優 少林拳
F022 黃子姮 少林拳
F024 張子喬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25 趙樂詩 少林拳 F206 雷綺華 少林拳
F026 李懿芯 少林拳 F225 李敏宜 少林拳

F030 貝紀瑤 少林拳

F031 李亦加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44 詹喜延 少林拳
F045 凌樂涵 少林拳
F046 李以喬 少林拳
F047 沈子薇 少林拳
F053 鄭朵兒 少林拳
F054 李樂程 少林拳
F061 李懿昕 少林拳

4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F10-F12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1

2

A場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上午賽事    

1

F7-F9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1

2

1

F13-F14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F32-F42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43-F46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F61 女子拳術組 (少林拳)

1
3

 比賽時間 11:00 (場次 A6)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4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2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D隊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8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B隊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5 聖若瑟英文小學B隊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6 培基小學B隊 五步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1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C隊 自選拳術

2 S003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E隊 拳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2 景林天主教小學 拳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6 沙湖武術隊 長拳

2 S007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A隊 初級三路長拳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5 培基小學A隊 南拳

2 S018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南拳
3 S021 聖若瑟英文小學A隊 南拳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長拳)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拳術)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少林拳)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南拳)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高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五步拳)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初小組 學校集體拳術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7)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7 培基小學B隊 刀術

2 S020 聖若瑟英文小學A隊 刀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4 培基小學A隊 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1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棍術

2 S019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棍術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10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混合器械

2 S013 景林天主教小學 混合器械

場序 編號 隊名 參賽項目

1 S009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F隊 雙節棍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8)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高小組 學校集體短兵器組 (刀)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8)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8)

高小組 學校集體短兵器組 (劍)

高小組 學校集體混合其他器械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8)

高小組 學校集體混合器械組

比賽時間 14:00 (場次 A8)

高小組 學校集體長兵器組 (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07 郭梓騫 紫荊操 M056 鍾華安 紫荊操
M008 邱家齊 紫荊操 M082 葉可寧 紫荊操
M009 馮皓仁 紫荊操 M084 李昊洋 紫荊操
M010 石昀軒 紫荊操 M085 鍾樂天 紫荊操
M011 鍾華陽 紫荊操 M086 黎承晧 紫荊操
M012 李天樂 紫荊操 M090 莊卓庭 紫荊操
M013 黃偉航 紫荊操 M096 陳家禧 紫荊操
M014 岑亭鋒 紫荊操 M099 梁文起 紫荊操
M015 葉尚至 紫荊操 M112 羅柏曦 紫荊操
M018 林翱言 紫荊操 M113 毛子安 紫荊操
M019 鍾皓天 紫荊操
M020 許琋竣 紫荊操
M021 盧家淳 紫荊操
M022 麥希信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24 蔡宗延 紫荊操 M147 余凱軒 紫荊操
M027 司徒寬諾 紫荊操 M148 周璟瀟 紫荊操
M028 黃栢禧 紫荊操 M171 李瑞祥 紫荊操
M029 伍瑋樂 紫荊操
M030 黃泳森 紫荊操
M031 楊景屹 紫荊操

M7-M9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9)

1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9)

3

M10-M12 男子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9)

1

1

2

3

4

5

2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16 方澤誠 少林拳 M145 薛仲廷 少林拳
M017 王偲迪 少林拳 M146 黃宸輝 少林拳
M023 莫浠揚 少林拳 M149 吳昊霖 少林拳
M025 雲飛暘 少林拳 M150 蘇朝陽 少林拳
M026 林逸風 少林拳 M151 李昊霖 少林拳

M041 李梓浩 少林拳 M152 吳旻駿 少林拳
M153 鄭樂晞 少林拳
M172 陳以靖 少林拳
M173 陳以樂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74 麥博淵 少林拳
M057 黃子謙 少林拳 M175 張添佑 少林拳
M058 陳逸朗 少林拳 M176 鄭知遠 少林拳
M059 梁凱朝 少林拳 M177 趙承風 少林拳
M060 李恩誦 少林拳 M179 吳子逸 少林拳
M061 黃日橋 少林拳 M180 莊沚軒 少林拳
M062 姜昕希 少林拳 M183 張皓泓 少林拳
M063 歐泰樂 少林拳 M187 余泰霖 少林拳
M064 文珀皓 少林拳 M190 鄧智傑 少林拳
M065 何俊僖 少林拳 M191 許嘉仁 少林拳
M066 陳瀚權 少林拳 M192 余柏鋒 少林拳
M067 湯竣傑 少林拳 M193 徐思明 少林拳
M068 石緯綸 少林拳 M195 趙冠仲 少林拳
M069 王逸琛 少林拳 M201 張柏森 少林拳
M070 沈琸原 少林拳 M208 陳錦峰 少林拳
M071 沈子原 少林拳 M212 譚子諾 少林拳
M073 林錦軒 少林拳 M229 貝紀賢 少林拳
M080 何梓雋 少林拳 M230 李曉揚 少林拳
M081 李宗儒 少林拳 M231 彭鉦皓 少林拳
M087 蘇珀羲 少林拳 8 M232 王梓驎 少林拳
M088 李承希 少林拳
M089 蔡溱希 少林拳
M091 江柏言 少林拳
M094 黃子騫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98 林配名 少林拳 M276 薛匡廷 少林拳
M100 容梓齊 少林拳 M279 趙承志 少林拳
M101 邵承彥 少林拳 M280 艾偉迪 少林拳
M102 蘇睿謙 少林拳 M281 莫沃傑 少林拳
M104 王柏稀 少林拳
M105 陳正衡 少林拳
M106 莫梓烽 少林拳
M107 潘弘希 少林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09 余柏澔 少林拳 1 M314 曾浩朗 少林拳
M110 符天証 少林拳
M111 楊順天 少林拳
M114 黃曉勝 少林拳

M124 彭鉦喬 少林拳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M幼兒組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0)

1

M10-M12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0)

1

2
2

M7-M9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3

1

4

2

5

3

6

4

7

5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0)

9

6

M15-M16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0)

1
7

8

M32-M42 男子拳術組 (少林拳)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0)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025 雲飛暘 功夫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96 陳家禧 功夫扇
M095 劉樂謙 扇
M097 曾子城 扇
M099 梁文起 扇
M103 胡偉祥 扇
M111 楊順天 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69 許卓軒 自選功夫扇
M179 吳子逸 自選功夫扇
M183 張皓泓 功夫扇
M145 薛仲廷 扇
M146 黃宸輝 扇
M154 馬晉仁 扇
M195 趙冠仲 扇
M204 陳槺橋 扇
M212 譚子諾 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79 趙承志 自選功夫扇

1 M276 薛匡廷 扇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M幼兒組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1)

3

 M15-M16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1)

 M10-M12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M7-M9  男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1)

1

2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1)

1

2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001 莊皓然 棍術 M271 李昊忝 初級棍術

M262 黃書曜 棍術
M263 王琳皓 棍術
M267 吳睿翹 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46 張智泓 初級棍術
M050 張嘉天 初級棍術
M052 王嘉樹 初級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074 鄭卓雨 初級棍術 M283 姚承亨 國際第一套棍術

3 M132 劉笑言 棍術 M290 駱俊宏 初級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37 潘然凰 初級棍術 1 M291 曾朗勝 初級棍術
M139 潘達炫 初級棍術
M144 賀子騰 初級棍術
M227 翁誠佑 初級棍術
M237 馮杞尹 初級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245 郭嘉銘 初級棍術 M301 周曉楊 自選棍術
M157 陳真一 棍術 M298 林溢信 棍術
M184 陳樂天 棍術
M186 鍾昱衡 棍術
M189 林子曦 棍術
M193 徐思明 棍術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94 吳卓峰 棍術 M363 伍志輝 棍術
M196 張峰源 棍術 M386 劉少峰 棍術
M198 何炫毅 棍術
M199 吳峻安 棍術
M203 江梓龍 棍術
M207 江梓謙 棍術
M209 陳廷匡 棍術

7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M幼兒組  男子長兵器組 (棍)  M13-M14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M20-M31  男子長兵器組 (棍)
2

3

4

5

6

8

9

1

2

 M15-M16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1

 M17-M19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M7-M9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1

2

 M10-M12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1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1

 M61  男子長兵器組 (棍)
 比賽時間 15:30 (場次 A12)

1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155 郭銘天 匕首 F001 吳乙花 紫荊操
M188 湯浩辰 匕首 F002 曾麗瀅 紫荊操
M180 莊沚軒 雙匕首
M205 溫子超 雙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20 莊惠澄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23 施雅晴 紫荊操
1 M265 林子渝 匕首 F037 劉心樂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14 曾浩朗 匕首 F056 葉美妍 紫荊操

F059 江子嵐 紫荊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M317 張永傑 周家雙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025 趙樂詩 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013 黃德琳 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44 詹喜延 扇
F063 程紫焱 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45 凌樂涵 匕首
F064 馬靜昕 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089 陳靖琋 扇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16 吳苑庭 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95 鄭夏光 扇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4)

1

 F61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5)

 F10-F12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5)

1

 F13-F14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5)

 F7-F9  女子其他兵器組(扇)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5)

1

F7-F9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4)

1

F10-F12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M10-M12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F幼兒組 女子拳術組 (紫荊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4)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F7-F9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1

2

 F10-F12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M13-M14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1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F32-F42  女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M32-M42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3)

 M43-M46  男子其他兵器組 (匕首)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050 陳梓恩 梅花拳(洪拳) 1 F120 鄧陽輝 陳式太極劍

F051 黃朗楹 小洪拳
F052 張希嵐 小洪拳
F058 吳珈穎 八極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125 許海珍 陳式太極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1 F092 鄭穗垣 小洪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137 張淑霞 32式太極劍

F136 邱鏡鳳 吳式鄭家91式太極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155 李惠琼 吳派鄭式太極劍

1 F153 陳海梅 蔡李佛鴻勝拳 F173 夏淑賢 吳派鄭式太極劍

F129 周月清 楊家太極劍

F133 劉碧雲 楊家太極劍

F140 林嘉麗 陳式太極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F149 姚麗芳 陳式太極劍

F189 戴秀細 基本功 5 F153 陳海梅 陳式太極劍

F190 曾惠珍 形意拳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32 鄭禮亮 陳式太極劍
M334 鄺永健 陳式太極劍
M336 盧偉雄 陳式太極劍
M337 曾國華 陳式太極劍

場序 編號 姓名 參賽項目
M348 吳永根 鄭式太極劍
M349 梁蔭明 鄭式太極劍
M351 楊北山 鄭式太極劍
M359 黃潤興 陳式49式太極劍
M374 劉占斗 陳式49式太極劍
M345 朱錦清 陳式太極劍
M357 黃志坤 陳式太極劍
M366 張燦森 陳式太極劍
M367 關志榮 陳式太極劍
M368 鄭繼雄 陳式太極劍
M380 羅鏡靈 陳式太極劍
M381 鄧偉成 陳式太極劍
M385 曾煒兆 陳式太極劍
M392 曾耀廷 陳式太極劍

4

5

6

7

 F43-F46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8)

 F47-F50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8)

 F51-F60  女子太極器械組 (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8)

1

2

3

4

 M61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7)

1

2

3

2

 M51-M60  男子太極器械組 (劍)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7)

1

2

A場 第一日              2022/01/15(星期六)            下午賽事    

F10-F12 女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6)

1

1

F13-F14 女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6)

F51-F60 女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6)

F61 女子傳統拳術組 
 比賽時間 17:00 (場次 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