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事日期：2021年7月1日 ‧ 賽事地點：數碼港3座E區會議廳1-3號室 ‧ 賽事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4時

直播將會分為賽事(上午11時至下午1時)及頒獎典禮(下午3時至4時)，同步在以下兩個Facebook專頁推出，敬請留意。

「太極人生-李暉」@lifaitaichilife •「飛越啟德」@kaitaksportsinitiative

主辦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2021-2022年度

第1關回歸回歸回歸回歸 論拳論拳論拳論拳

科技合作伙伴：協辦單位： 場地贊助：贊助機構：

Prosperous Offse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第2關

九月

國慶亮劍

第3關

十一月

弘武養生

第4關

一月

飛武迎新

第5關

三月

太極沐春

第6關

五月

養心無極



週日公益課

同心抗疫 比賽禮儀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將保障參賽者，嘉賓及工作人員的安全及健康放在首位，致力為大家營造

安心舒適的比賽環境。為應對新冠肺炎，請務必遵守以下防疫措施，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於比賽場地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不准飲食。

入場前必須接受體温檢測及

使用「安心出行」。

使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請勿擅自調動為配合防疫

措施而設置的座位。

若閣下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徽，

或曾於過去14天內與新冠肺炎

確診者接觸，請勿出席比賽活動

並盡快就醫。

「集萃班」和「蒙趣班」的終極目標是培養一班文武雙全的青年。

透過練習武術及太極，年青人能夠鍛煉意志，建立信心。我們希望年青人從這些

技能發掘更多可能性及發揮他們的潛力。

簡 介

‧有興趣了解武術及太極背後的文化和理念

‧敢於嘗試及探索這項運動

‧有恆心參與多樣化的活動比賽及表演

‧有決心去創新

如果對週日公益課有興趣，歡迎加入我們。

此課程由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善長全力支持，費用全免。

有興趣之18歲或以下青少年請致電2882 2644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秘書處查詢

下午2:00 - 5:00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基金會簡介 INTRODUCTION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致力於傳承太極文化，弘揚中華國粹，讓年

青一代感受中華文化獨有的大愛、平和、包容與力量，體會「一陰一陽謂

之道」的精髓，認識「中正理性、對立包容、互補發展、共贏共生」，包括：

• 聚焦青少年潛能發展和全人培養，注重「武」「德」為本的修身養性和親情倫理
• 提倡包容自省、激發領導才能、推動公益服務及關懷弱勢社群
• 宣導文武兼備、德技雙修、重義守信、立身正直、謙和仁愛的武德禮儀智慧
• 追求身心合一、中正和睦、交流融合的大同社會「道為天地之本」。

理念
拓寬交流平台、持續發展創新、多元和諧共融

VISION

開展符合本基金目標宗旨的項目

• 為本港學校、社區及慈善機構提供適切服務，鼓勵香港青少年參與粵港澳文化交流。
• 創新武術賽事平臺，推進「武術進校園」、「助學練武」等慈善項目。
• 發揚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太極拳，推動本港太極武術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
 助力打造香港體育文化健康都市形象。

使命 
發掘青年潛力、選拔武術人才、服務關懷社區、宣傳全民健身

MISSION

PURPOSE

• 發展香港青少年潛能，舉辦及協辦比賽，建立他們自信心及培養領導才能，學習互相
 扶持及互相鼓勵。

• 傳揚中國太極文化及推廣中國武術、太極拳及養生功，鼓勵香港青少年參與康樂活動、
 交流活動、比賽及體能訓練，促進香港青少年的健康，以造福香港社會。

• 推廣中華藝術，舉辦展覽及文藝活動，並鼓勵香港社會人士參加活動，擴闊視野。

舉辦賽事目的
‧ 服務關懷社區，推廣全民健身，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及人際關係，曠闊視野

‧ 發掘青少年潛力，選拔武術優秀人才

我們希望舉辦具持續性的賽事，令參賽者能夠堅持有序習武，精益求精，積極學習賽事中

不同的比賽項目。同時透過練習多元化的內容，令參賽者武藝更上一層樓。我們亦希望此

項賽事能夠保持參賽者、公眾及各界人士對太極武術的關注度，從而宣揚不同流派及類型

的武術。每次賽事中更會加插工作坊或親子活動，全力推動普及全民健身。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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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名譽主席

涂輝龍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席

舒心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

籌委會青年團主席

熊永耀先生

太極耆緣養生會副會長

籌委會主席

鄺美雲女士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團總會會長

賽事籌備委員會賽事籌備委員會 （排名不分先後）

籌委會聯席主席

何超蕸女士, BBS

遼寧省政協常委，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董事

文頴怡女士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董事

陳玲女士

太極耆緣養生會名譽會長

周志文先生

太極耆緣養生會會長

籌委會委員

袁承志 龔敬雯 何家珍 劉　咏 

HO MING YEE NELSON LEONG

文嘉豪 周永祥 李樂娟 莫宛螢

李柏汶 薛　瓊 林　蓉 黃玉婷

吳潔霞 李敏寧 麥幼姬 黎澤林

呂家寶 劉坤賢 廖碧琪 劉國榮

劉文玲 曾翠賢 李亮儀 葉竪妹

邱福嬌 陳綺梅 余和安 李希莉

執行主席

李暉女士, MH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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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運動員報到/檢錄

10:55 觀眾進場（名額有限）

11:00 比賽開始

11:00 八段錦 

11:10 養生太極掌（三）

11:20 八法五步 

11:40 二十四式太極拳 

12:15 自選南拳 

12:40 英雄少年武術操 

13:15 午膳

 Motion Capture 互動環節

14:30  恭迎嘉賓入場

                 「搶分賽」開始 

14:30 養生太極掌（三） 

 1) 成年組

14:40 二十四式太極拳

 1) 小學組   2) 中學組   3) 成年組

14:50 自選南拳

 1) 小學組   2) 中學組

15:00 得獎者表演 

15:30 頒獎典禮 - 嘉賓致詞

16:00 大合照，比賽圓滿結束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裁判組裁判組

比賽場地平面圖比賽場地平面圖

裁判長：呂石文

裁判員：陳靜惠、黃錦雲、吳潔儀

參賽學校/團隊參賽學校/團隊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漢鼎書院

秀明小學

德信中學

王肇枝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香港太極青年團

李暉太極中心

嘉賓進場

運動員
進場

飛越啟德

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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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辦法： 歡迎任何團體成員或個人填寫報名表格參加。

2) 參賽項目： 是次賽事只設個人賽項；

 單項比賽： 必須參與其中一項或最多三項的單項比賽。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參加闖關賽。

  如參賽者同時參與闖關賽，並獲得前六名，會以排名於總成績加分

  (請參閱積分計算表）。

 闖 關 賽：分兩部份進行 — A）演練及 B)「搶分賽」。

  於A部份獲得前6名運動員將直接晉級「搶分賽」，以抽簽

  形式決定比賽順序及內容（是次賽事項目的其中一段）。

  此部份得分不會影響A部賽果，但會累積於全年共6關的

  總成績中。 

3) 比賽音樂： 24式太極拳，八法五步，八段錦，養生太極掌(三)及英雄少年武術操

  由大會提供音樂，自選南拳不設音樂。

4) 錄取名次： 按不同項目及組別錄取前六名，並獲得獎牌及名次証書，其餘參賽運動員

  均獲發參與証書。

5) 裁 判 組： 裁判員由主辦單位選派擔任，並以裁判組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6) 一經報名，費用概不退回。本規程的解釋權屬主辦單位，未盡事項另行通知。

 大會不設上訴申請，一切賽果及有關決定均以當場裁判組的最後裁決為準。

慈善杯闖關賽比賽項目

賽制章程

例：年度計分方法（以兩關慈善杯闖關賽為例）

 A 7.8 6 7.7 5 7.5 1 7.2 1 - - 7.5 3 53.7 季軍

 B 7.7 5 7.5 4 8.0 6 7.6 4 7.5 2 7.3 1 67.6 冠軍

 C 7.6 4 7.4 3 7.9 5 - - 7.9 6 - - 48.8 第五名

 D 7.5 3 7.3 2 - - 7.4 3 - - 7.8 5 43.0 第六名

 E 7.4 2 - - 7.7 3 7.3 2 7.7 4 - - 41.1 

 F 7.3 1 - - 7.6 2 7.7 5 7.8 5 7.7 4 55.1 亞軍

 G - - 7.2 1 7.8 4 - - 7.6 3 7.4 2 40 -

 H - - 7.8 6 - - 7.8 6 7.4 1 7.9 6 49.9 第四名

 1 搶分賽 2 搶分賽 3 搶分賽 1 搶分賽 2 搶分賽 3 搶分賽
參賽人 總成績 名次

第一關賽項 第二關賽項

1) 比賽分為兩個支線，闖關賽及單項比賽：

   a. 闖 關 賽：一項武術類，一項太極類及一項養生類比賽

   b. 單項比賽：一項受大眾歡迎或較普遍的特別賽項

2) 組別：不分男女，設小學組、中學組及成年組 (18-70歲) 

3) 獎項：a.  闖 關 賽：前六名可獲得獎狀及獎牌，所有參賽者可獲參與證書

   b. 單項比賽：前六名可獲得獎狀及獎牌，所有參賽者可獲參與證書

   c. 獎 學 金： 為讚揚參與2021-2022年度所有闖關賽賽事及獲得前六名

     (總積分）的參賽者而設，將於2022年第六關比賽後宣佈。

注： 1) 搶分賽第一名可獲加6分，第二名加5分，如此類推，第六名加1分。2) 上圖中的1, 2, 3為A部份闖關賽單項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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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錦  -出場序八段錦  -出場序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A-1 比賽時間11:00

1. 葉竪妹 李暉太極中心

2. 冼偉明 李暉太極中心

3. 曾翠賢 李暉太極中心

4. 羅麗萍 李暉太極中心

5. 楊靜英 李暉太極中心

6. 章婉冰 李暉太極中心

特別賽項 - 八段錦 （成年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B-2 比賽時間11:10

1. 葉竪妹 李暉太極中心

2. 曾翠賢 李暉太極中心

3. 程偉彬 李暉太極中心

B-3 比賽時間11:15

1. 周利甡 李暉太極中心

2. 潘綺霏 李暉太極中心

3. 麥慧怡 李暉太極中心

4. 羅麗萍 李暉太極中心

闖關賽 - 養生太極掌（三） （成年組） 

養生太極掌（三）出場序養生太極掌（三）出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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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C-1 比賽時間11:20

1. 陳芷鈴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2. 戴琝霏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3. 黃天樂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特別賽項 - 八法五步 （小學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C-2 比賽時間11:25

1. 林笑研 香港太極青年團

特別賽項 - 八法五步（中學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C-2 比賽時間11:25

2. 曾國華 李暉太極中心

3. 葉竪妹 李暉太極中心

4. 黃鳳娟 李暉太極中心

5. 吳桂嬋 李暉太極中心

C-3 比賽時間11:30

1. 冼偉明 李暉太極中心

2. 陳綺梅 李暉太極中心

3. 周利甡 李暉太極中心

4. 潘綺霏 李暉太極中心

5. 余婉芬 李暉太極中心

6. 廖碧琪 李暉太極中心

特別賽項 - 八法五步 （成年組） 

八法五步  -出場序八法五步  -出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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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D-1 比賽時間11:40

1. 戴琝霏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2. 吳卓嵐 李暉太極中心

3. 楊紫淇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黃天樂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闖關賽 - 二十四式太極拳 （小學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D-2 比賽時間11:45

1. 吳卓羲 李暉太極中心

2. 楊樂怡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余沛林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嚴浩霖 香港太極青年團

D-3 比賽時間11:50

1. 梁以喬 香港太極青年團

2. 林笑研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高詠琳 王肇枝中學

闖關賽 - 二十四式太極拳 （中學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D-4 比賽時間11:55

1. 冼偉明 李暉太極中心

2. 曾翠賢 李暉太極中心

3. 陳綺梅 李暉太極中心

4. 劉麗嫦 李暉太極中心

5. 黃鳳娟 李暉太極中心

      

D-5 比賽時間12:00

1. 吳桂嬋 李暉太極中心

2. 曾國華 李暉太極中心

3. 程偉彬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葉竪妹 李暉太極中心

闖關賽 - 二十四式太極拳 （成年組） 

二十四式太極拳  -出場序二十四式太極拳  -出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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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團隊名稱 

E-1 比賽時間12:15
1. 鄺樂言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 曾礫鋒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3. 劉恩誠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E-2 比賽時間12:18
1. 李梓熙 秀明小學
2. 孫可盈 秀明小學
3. 余晧峯 秀明小學
4. 朱玟霏 秀明小學
5. 黃振軒 秀明小學
6. 李綽菲 秀明小學

E-3 比賽時間12:21
1. 吳卓嵐 李暉太極中心
2. 黃皓愷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楊紫淇 香港太極青年團

E-4 比賽時間12:24
1. 莫耀棟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 楊　澄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3 陳芷鈴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4. 黃曦朗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闖關賽 - 自選南拳 （小學組） 

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團隊名稱 

E-5 比賽時間12:27
1. 吳卓羲 李暉太極中心
2. 余沛林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嚴浩霖 香港太極青年團

E-6 比賽時間12:30
1. 林笑研 香港太極青年團
2. 梁以喬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楊樂怡 香港太極青年團

E-7 比賽時間12:33
1. 周俊宇 德信中學
2. 曾楚喬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闖關賽 - 自選南拳 （中學組） 

序號  姓名 學校名稱/團隊名稱 

E-8 比賽時間12:36
1. 葉竪妹 李暉太極中心

闖關賽 - 自選南拳 （成年組） 

自選南拳  -出場序自選南拳  -出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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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賽事）

「闖關賽」項目前6名由嘉賓/裁判長現場抽籤，分項進行「搶分賽」，一切需遵守大會決定。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F-1 比賽時間12:40
1. 曾礫鋒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 羅珮宜 漢鼎書院
3. 蔡東煜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4. 劉恩誠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5. 孫可盈 秀明小學
6. 郭芳慧 漢鼎書院
7. 吳惠淇 秀明小學
8. 陳俊傑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9. 何雨瞳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F-2 比賽時間12:45
1. 陳芷鈴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2. 朱玟霏 秀明小學
3. 鄺樂言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4. 楊澄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5. 何政孝 李暉太極中心
6. 楊芊樺 漢鼎書院
7. 莫耀棟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8. 王沛婷 秀明小學
9. 鄧字灝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F-3 比賽時間12:50
1. 黃曦朗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2. 何抒函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3. 張佩琳 漢鼎書院
4. 蔡梓俊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5. 李綽菲 秀明小學
6. 蔡梓軒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7. 鄭絺瑜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8. 陳碧宜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特別賽項 - 英雄少年武術操 （小學組） 

序號  姓名  隊伍名稱 

F-4 比賽時間13:00

1. 林笑研 香港太極青年團

2. 霍曉南 漢鼎書院

3. 霍曉正 漢鼎書院  

特別賽項 - 英雄少年武術操 （中學組） 

英雄少年武術操  -出場序英雄少年武術操  -出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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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osperous Offse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e g a n's  K i t c h e n
美味動人、廚藝用心

贊助鳴

「修心圓融」贊助
  HK$100,000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鄺美雲、周志文、陳玲

「生慧」贊助
  HK$50,000

熊永耀

「傳道」贊助
  HK$30,000

褔名氏、褔名氏

「悟道」贊助
  HK$10,000

袁承志、何家珍、HO MING YEE、福名氏

NELSON LEONG、劉咏、李希莉、福名氏

「中正」贊助
  HK$5,000

正氣慈善基金、周永祥、李樂娟、莫宛螢、黃玉婷

福名氏

「行道」贊助
  HK$3,000

李柏汶、吳潔霞、呂家寶、劉坤賢、廖碧琪、

李敏寧、麥幼姬、薛瓊、林蓉、黎澤林

「守德」贊助
  HK$2,000

劉國榮、劉文玲、曾翠賢、李亮儀、葉竪妹、

邱福嬌、陳綺梅、余和安

(排名不分先後)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3-659號東祥工廠大廈D座10樓
Block D, 10th Floor, Tung Chong Factory Building, 653-659 King's Road, Hong Kong

852 2882 2644 info@hktcyc.org852 2882 2464 www.hktcyc.org

賽事統籌

李暉 MH、馮嘉恩

技術顧問

薛瓊、蘇衛紅

特別嘉賓 (司儀)

葉宇澄
商業電台雷霆881

友情客串 (司儀)

莫宛螢
2018年亞運會
女子太極全能銀牌得主

公關及傳訊推廣

劉辰子、李希莉

攝影

何登雄、傅劍雄

崔偉聲、彭觀好

製作及網上直播

羅振宇、袁俊龍

教練團隊

羅偉青、呂家寶

陳栢禧、曾梓維

程偉彬

義工團隊

余嘉瑩、黎澤林

何志彬、龔智榮

冼偉業、楊秀群

黃偉安、簡嘉妍

吳潔霞、黃玉婷

冼文騫、陳佩珊

何彥政、何証騫

2021-2022年度

第2關國慶國慶國慶國慶 亮劍亮劍亮劍亮劍

九月預告

多謝
THANK YOU

幕後團
隊

特別賽項：1）英雄少年武術操    2) 八法五步太極拳    3）益氣養肺功

闖關賽項：1）42式太極劍    2）詠春拳    3) 八段錦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