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頒獎嘉賓

5-7 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初級組)     何樂恆 黃智迪     黃哲楠    李樂浚 何子樂 黃琛洳 林曉彤 蔡銥瑩

8-9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初級組)     劉安晨    蔡綽怡     譚梓希    吳詠貽 李洸銘 陳樂希 蔡柏燃 李思弘

10-13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初級組)     楊皓謙 穆晞朗     劉意心    馮衍瑜 莫   臻 李逸蕎 鍾潁霖     楊皓喬

16歲以上  男女子套拳 (初級組)     凌柏心     吳家樂     楊子龍    張子健 唐施慧

6-8 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高級組) 黃樂瑩 蔣先蕊 郭俙妏 黃紫瑩 何樂勤 林思彤

9-11 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高級組) 招俊然 莫姝熙 招穎羲 俞爾琳 陸美頤 梁嘉恒 何霈橋 周熙朗

12-13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高級組) 梁紫婷 梁嘉怡 張嘯朗 蔣先怡

14-15 歲  男女童混合套拳 (高級組)     郭俊樂     余愷殷 梁卓森 冼冠廷 張嘯陽     余愷容 張   平

16歲以上  女子套拳 (高級組) 杜小鳳 黃雅琳 李剛慧     粱凱瑜 郭鎧彤 李懿玲 陳紹英 莊祖薇

16歲以上  男子套拳 (高級組)     洪皓崴     侯   俊     周湛皓    郭子軒 李智剛 俞灝章 周家謙

招俊然 郭俙妏     黃子軒    吳詠貽 蔡泓哲

5-9 歲  男女童混合隊制套拳 俞爾琳 林思彤 黃紫瑩    黃鈞怡 劉安晨

招穎羲 何樂恆 黃樂瑩    何子樂 勞諾文

    楊皓謙     陳   傲 梁卓森

10-15 歲  男女童混合隊制套拳     劉意心 蔣先怡     余愷容

    楊皓喬 莫姝熙     余愷殷

    郭子軒     周湛皓 李景暉 馮皋蘅 梁嘉俊

16歲以上  男女子混合隊制套拳     洪皓崴     黃嘉堯 梁紫婷 馬文心 陳紹英

    劉彦筠     陳柏匡 劉彥濬 郭偉文 莊祖薇

5-6歲  女童自由組手     陳謙悠     郭定恩    楊皚澄     蔡銥瑩 黃琛洳

7-8歲  女童自由組手 黃紫瑩     黃祉霖    曹   帥 劉安晨 何樂勤 王溢喧     黃祉盈 蔣先蕊

9-10歲  女童自由組手 俞爾琳     黃鈞怡    吳詠貽 蔡綽怡

11-14 歲  女童自由組手     劉意心 蔣先怡 張   平     盧俊雅 龍庭恩 李逸蕎

4-5 歲  男童自由組手 王溢昀     黃哲楠 王溢昫     楊晉劻 郭浚言 高嘉謙 曾皓楠 韓卓軒

6-7 歲  男童自由組手 王兢晧 黃智迪     林學津     李樂浚 莫   雋 陳衍鋒 王培鍩     楊錦堃

8-9 歲  男童自由組手 A 組 甄崇希     陳樂希     黃惟傲     譚梓希 李洸銘 黃康正

8-9 歲  男童自由組手 B 組 蔡泓哲 招穎羲     尹子宇     李旻岳 陳冠璁 吳    悠 周熙朗

10-11歲  男童自由組手 A 組     楊皓喬 穆晞朗     何禮汐     黃子軒     陳   傲 勞諾文 王競健

10-11歲  男童自由組手 B 組 招俊然 勞天睿     莊承羲     莫   臻 王彦淳 謝朗行 葉霖霖 馮衍瑜

13-14 歲  男童自由組手 郭俊樂 張嘯朗     楊皓謙

15-16歲  男童自由組手 周家謙 張嘯陽 李智剛 梁卓森

18歲以上 女子自由組手 (初級組)     林斯義     梁   珮     盧玥瑩 何若嵐 鍾采汶

18歲以上 男子自由組手 (初級組)     葉文龍     龍德揚     吳家樂 廖崇兆

16歲以上 女子自由組手 (高級組) 郭鎧彤     甄采蘋     曾詠欣

18歲以上 男子自由組手 (高級組)     廖銘謙     蘇俊偉     陳亦樂    曾家瑋 陳煜泓 蔡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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