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簡達成、何嘉晋 洪家 行者棒拆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2 莫偉健 精武少林 十二步架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3 鍾正晞、許以澄、張凱達、

陳炫延、陳炫陸

4 羅偉豪 七星螳螂 七星雙鐧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5 霍韋廷 精武少林 十字戰拳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6 陳曉峯 精武少林 八卦刀 朗陞國術會
7 劉家豪 鷹爪翻子 混合拳 精武鷹爪翻子班
8 朱欣蕎、崔樂童、崔樂言、孫日朗
孫皜朗、劉芷玥、劉彥希

9 霍東成、王倩倩 螳螂 崩步拳 養心武藝總會

10 蘇堯鋒 七星螳螂 八肘拳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11 郭昊昕、郭昊晞 鷹爪翻子 大綿掌 朗陞國術會
12 陳志勻 精武少林 黑虎出洞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13 鍾正昊、陳翊維、陳曉峯 鷹爪翻子 小綿掌 朗陞國術會
14 黎慧珠、廖婉兒、陳靜之、尹慧君 楊家太極 傳統楊家太極拳 港大職工會傳統楊家太極班
15 黃翠娟 方家螳螂蟬方家螳螂蟬拳 養心武藝總會

16 集體 精武少林 八大馬 朗陞國術會
17 陳妙蘭 陳式太極 陳式太極刀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18 劉芷玥、劉佩詠、林奕迦、朱欣蕎 東江龍形 築基拳 張頴衡武術培訓中心
19 曾令錡、黃榮灝 八卦 八卦對練 雅健國術研究社
20 劉嘉健 鷹爪翻子 大雄拳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21 陳文亮教練 鷹爪翻子 小雄拳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22 黎漢澤教練 鷹爪翻子 六合單刀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23 羅文翰師傅 七星螳螂 盤旋雙勾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24 劉國雄師傅 傅式八卦 陽八卦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25 莊龍耀師傅 七星螳螂 七寸錦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26 林子鳴師傅 東江龍形 單刀匹馬 張國泰武術會
27 曾卓明師傅 東江龍形 龍形摩橋 張國泰武術會
28 集體 精武少林 串潭腿 朗陞國術會
29 鄧焯楠 鷹爪翻子 六合槍 精武鷹爪翻子班
30 集體 高式八卦 高式八卦掌 養心武藝總會

31 張凱悅、周天諾、周天朗、韋薇精武少林 節拳 朗陞國術會
32 葉志剛 洪拳 洪拳佛掌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33 黃耀平 精武少林 四平大鎮拳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34 劉彥夆 精武少林 駱家劍 朗陞國術會
35 麥浩榮 武當派 太虛拳 雅健國術研究社
36 集體 楊式太極 楊式太極拳 養心武藝總會

37 鍾正晞 精武少林 五步捶 朗陞國術會
38 集體 精武少林 工力拳 朗陞國術會
39 吳永基 洪拳 梅花滾㬹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40 孫日朗、孫皜朗、劉彥希 東江龍形 四門梅花子母雙刀張頴衡武術培訓中心
41 集體 鷹爪翻子 八步連環拳 朗陞國術會
42 鍾靜彤、陳曉嵐 鷹爪翻子 五花豹 朗陞國術會
43 簡達成 洪家 十字拳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44 何嘉晋 精武少林 五虎群攔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45 陳志勻、莫偉健 精武少林  單刀對匕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46 王倩倩、黃翠娟、廖寶瓊 高式八卦 高式八卦鴛鴦鉞 養心武藝總會

精武少林 金剛十八勢 朗陞國術會

東江龍形 猛虎跳牆 張頴衡武術培訓中心



47 何亮國 形意 形意拳 養心武藝總會

48 劉彥夆 精武少林 夜戰刀 朗陞國術會
49 廖寶琼 高式八卦 高式五龍八卦掌 養心武藝總會

50 鄭禮賢 太極螳螂 奪命扇 華藝精武武藝會
51 曾令錡 傅式八卦 八卦奇門棍 雅健國術研究社
52 黃榮灝 傅式八卦 八卦旋風刀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53 郭昊昕、郭昊晞 鷹爪翻子 大連環劍 朗陞國術會
54 徐晏澄 鷹爪翻子 小連環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55 陳文亮教練、黃耀平 精武少林 三節棍串槍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56 卓信謙 東江龍形 雪花蓋頂棍 張頴衡武術培訓中心
57 梁潔雯 精武少林 連環雙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58 邱俊龍教練 七星螳螂 一路梅花槍 華藝精武武藝會
59 霍朗陞師傅 精武少林 太祖古長拳 朗陞國術會
60 莫曉蕙師傅 精武少林 昆吾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61 劉嘉健 鷹爪翻子 連環刀 沙田蘇浙中學中國武術學會
62 黃志恆教練 北少林 五路查拳 華藝精武武藝會
63 黎漢澤教練、羅文翰師傅 七星螳螂 陰手棍拆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64 丁富榮 師傅 孫式八卦 孫式八卦掌 雅健國術研究社
65 李子明師傅 楊家太極 楊家太極劍 張國泰武術會
66 張頴衡師傅 楊家太極 董派太極快拳 張頴衡武術培訓中心
67 劉國雄師傅 白眉 大陣棍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舊生會
68 莊龍耀師傅 太極螳螂 摩雲掌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69 李俊森師傅 七星螳螂 梅花拳 華藝精武武藝會
70 應芬芳師傅 鷹爪翻子 梅花雙刀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71 鄭風成師傅 高式八卦 八卦掌後天四路 養心武藝總會

72 鄧昌成師傅 高式八卦 十二形拳 養心武藝總會

73 張國泰師傅 東江龍形 步步推 張國泰武術會
74 林永傑師傅 楊家太極 楊家太極十三刀 香港大學中國武術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