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學練武」等慈善計劃外，還計劃擴大慈善服務的

範圍，通過更多的渠道來募集善款並聯合武術團體和

各社團團體，將太極拳、八段錦等傳統武術向社區推廣，

共享太極、共享健康，加強市民對身體健康的關注，鼓勵

他們練習太極拳，增強體魄。並且在推廣太極拳和武術

的同時，亦讓市民了解武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既提高了

市民身心健康素質，又增進了愛國情懷。

政府方面一些怎樣的建議？政府可以給予那些更多的

支持？

陳：武術不止是強身健體，也有很多層次，凝聚著中

國人的面貌、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哲學，這是中

國向世界獻出的一張文化名片，展現我們的文化

自信、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香港故事。武術作為一個

經久不衰的文化符號，未來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基金會在過去一年當中舉辦了兩次闖關賽，每一關

參賽人數與隊伍都有增加，這個交流和切磋的平台，

已經獲得香港市民的認同與信任。同時武術進校園

項目亦都有序推進中。我希望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推廣下，可以令更多學校和更多青少年可以接觸到

太極武術，從而慢慢愛上中華文化。

中央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太極

武術是作為了解中華文化一個很好的切入點。2021年

香港體壇健兒在東奧會獲得好成績，奧運熱令香港全社

會更加關注同喜愛運動，政府及社會亦都將會將更多

資源投放到發展體育方面，但武術作為中華民族代代傳

承的體育項目，目前得到資源還比較少。

2020年，武術已正式列入了第四屆青年奧運會正式

比賽項目，我希望從政府層面應將武術納入發展

體育的範疇，提供更多的資源給予支援，例如，將

武術納入中小學體育科目，推廣和普及武術。此外

我們也藉基金會這個平台，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攜手推廣，令更多人了解太極文化，在強身健體之

外找到文化自信。

李：作為社福界的選委，你不斷深入社區，

走訪調研，了解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及基層

情況，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未來也希望通過“太極進

社區”等項目，用募集的善款幫助社區基層市民尤其

是青少年學習太極武術、中華文化，這方面可以給我們

一些建議嗎？如何能夠更加深入到社區做好這些工作？

陳：作為社福界的選委，我參與「社福TEAM動力」，

因為這個團體代表擁有各行不同的經驗和資源，能夠

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更加貼地去聆聽民眾的聲音，

知道弱勢群體需要什麼，將這些需求傳達到政府，可以

為了加強「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簡稱「基金會」與成員之間的溝通，讓

大眾收到更多基金會的活動資訊，“月刊”將以月刊形式出版；一切活動及有關資訊，

除了通過基金會網站 www.hktcyc.org 發佈外，亦會在"月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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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本期邀請到香港太極

青年慈善基金會創會會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

主席、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主席陳晴女士JP與各位分享青

年培育及太極武術推廣等話題。

李：陳晴好，作為香港太極青

年慈善基金會的創會會員，可

以分享一下當時加入給予支持的心情嗎？

陳：青年人是社會的種子，基金會是種子成長的平台，每

顆種子從發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需要有心人、有緣人的

灌溉關愛。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會的創會初衷就是希望通過

授武傳道，能夠宣揚中華傳統文化，展現傳統文化在

香港社會的意義，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並以太極武術和

文化作為橋樑之一，將中華文化傳遞出去。

對於以太極為載體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我亦非常認可，並

希望能通過太極武術的推廣，不僅可以弘揚國術精粹，

還可以宣導文武德藝、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對國民身份

認同，以及引導青少年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

編輯組

主席的話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會在成立後，一直致力為本港

學校，社區及慈善機構提供服務，創新舉辦武術賽事

平台，推進「武術進校園」、「助學練武」等慈善計劃。

目前，已經在秀明小學、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東華

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東華三院

王余家潔紀念小學等學校，成功舉辦了武術比賽體驗

課程，並受到學校校長和家長們的高度讚揚和好評，

他們紛紛表示很開心有這樣一個為學生不斷提供練習、

進步和表現的平台。

我認為，作為國粹的武術文化通過現代創新形式進行

推廣，不僅可以讓中國傳統文化更富有時代感，讓年輕

一輩感受並能接受到國潮的美與自信，還可以從年輕

一代著力，推動太極武術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將

太極拳這個寶貴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李：去年你在公開發言中呼籲並建議青年人在面對挑

戰中要成為終身學習者，掌握四項基本技能，及基礎

訓練、可轉移能力、數碼知識、以及專業技能。擁有

這些技能，有助於年輕人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尋求

突破，太極作為培養青年一代身心兼修的基礎訓練，

你對太極未來在青少年中推廣有什麼建議？關於終身

學習方面可以給我們做更多的講解嗎？

陳：太極拳源遠流長，才俊輩出，融合了

中國武術文化精髓，涵蓋武術、哲學、科學、

養生等多個領域，不僅鍛煉體格，還能提升個人精神境

界。太極拳的練習可以增強免疫系統，長期練習對平衡

控制、動作靈活性和心肺功能皆有幫助，是一項老少

皆宜的運動。

我們希望透過武術及太極讓年輕人能夠鍛煉意志，

建立信心，讓年輕人通過習得這些技能，在未來能夠

發掘更多可能性及充分發揮個人潛力。並通過青年比賽

等有意義的形式，弘揚中華武術精神，推廣太極文化，

傳承中華文化的精粹、聯繫祖國與香港的情感，推動

兩地體育文化交流。

關於終身學習，我認為年輕人畢業後不能「一勞永逸」，

學界與職場存在錯配問題，香港持續教育工作不足，

難保持競爭力追上發展。香港近年大力鼓勵港人到

大灣區發展，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也很有需要

吸納世界各地及內地人材。

擴展年輕人的終身教育應從兩個方面來著手，第一，

應考慮大灣區等毗鄰地區經濟環境，預視技能需求；

可提供財政誘因，鼓勵業界參與課程設計、營辦及審批

過程，由院校提供相應課程、職場學習經驗。第二，

應加快香港與內地的資歷互認制度，考慮將微證書、

企業內部培訓與院校學分、微學士、微碩士等學術資

歷掛勾，將資歷認證、就業能力及學術要求結合。

李：在社會公職方面你一直不遺餘力推動動物保育及

環保方面的工作，做慈善事業真的很不容易，除了和

學校、社區、專業機構以及政府方面的合作，也需要

通過一些政府層面或者政策的幫扶及影響，對香港

青少年體育培養、太極運動的普及推廣，你覺得可以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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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議員或者特首，更有效地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

由於目前新冠疫情反覆，增強市民的體質和抵抗力

尤為重要，而太極拳及武術對增強抵抗力有著很好的

作用，並且該項運動無需很大的空間，在家或者公園

等地都可以進行鍛煉。

此外，太極還是一項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參與的運動，

近年來在社區愈趨普及。我們除了舉辦「武術進校園」、



「助學練武」等慈善計劃外，還計劃擴大慈善服務的

範圍，通過更多的渠道來募集善款並聯合武術團體和

各社團團體，將太極拳、八段錦等傳統武術向社區推廣，

共享太極、共享健康，加強市民對身體健康的關注，鼓勵

他們練習太極拳，增強體魄。並且在推廣太極拳和武術

的同時，亦讓市民了解武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既提高了

市民身心健康素質，又增進了愛國情懷。

政府方面一些怎樣的建議？政府可以給予那些更多的

支持？

陳：武術不止是強身健體，也有很多層次，凝聚著中

國人的面貌、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哲學，這是中

國向世界獻出的一張文化名片，展現我們的文化

自信、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香港故事。武術作為一個

經久不衰的文化符號，未來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基金會在過去一年當中舉辦了兩次闖關賽，每一關

參賽人數與隊伍都有增加，這個交流和切磋的平台，

已經獲得香港市民的認同與信任。同時武術進校園

項目亦都有序推進中。我希望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推廣下，可以令更多學校和更多青少年可以接觸到

太極武術，從而慢慢愛上中華文化。

中央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太極

武術是作為了解中華文化一個很好的切入點。2021年

香港體壇健兒在東奧會獲得好成績，奧運熱令香港全社

會更加關注同喜愛運動，政府及社會亦都將會將更多

資源投放到發展體育方面，但武術作為中華民族代代傳

承的體育項目，目前得到資源還比較少。

2020年，武術已正式列入了第四屆青年奧運會正式

比賽項目，我希望從政府層面應將武術納入發展

體育的範疇，提供更多的資源給予支援，例如，將

武術納入中小學體育科目，推廣和普及武術。此外

我們也藉基金會這個平台，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攜手推廣，令更多人了解太極文化，在強身健體之

外找到文化自信。

李：作為社福界的選委，你不斷深入社區，

走訪調研，了解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及基層

情況，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未來也希望通過“太極進

社區”等項目，用募集的善款幫助社區基層市民尤其

是青少年學習太極武術、中華文化，這方面可以給我們

一些建議嗎？如何能夠更加深入到社區做好這些工作？

陳：作為社福界的選委，我參與「社福TEAM動力」，

因為這個團體代表擁有各行不同的經驗和資源，能夠

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更加貼地去聆聽民眾的聲音，

知道弱勢群體需要什麼，將這些需求傳達到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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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方面的工作，做慈善事業真的很不容易，除了和

學校、社區、專業機構以及政府方面的合作，也需要

通過一些政府層面或者政策的幫扶及影響，對香港

青少年體育培養、太極運動的普及推廣，你覺得可以給

幫助議員或者特首，更有效地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

由於目前新冠疫情反覆，增強市民的體質和抵抗力

尤為重要，而太極拳及武術對增強抵抗力有著很好的

作用，並且該項運動無需很大的空間，在家或者公園

等地都可以進行鍛煉。

此外，太極還是一項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參與的運動，

近年來在社區愈趨普及。我們除了舉辦「武術進校園」、



「助學練武」等慈善計劃外，還計劃擴大慈善服務的

範圍，通過更多的渠道來募集善款並聯合武術團體和

各社團團體，將太極拳、八段錦等傳統武術向社區推廣，

共享太極、共享健康，加強市民對身體健康的關注，鼓勵

他們練習太極拳，增強體魄。並且在推廣太極拳和武術

的同時，亦讓市民了解武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既提高了

市民身心健康素質，又增進了愛國情懷。

政府方面一些怎樣的建議？政府可以給予那些更多的

支持？

陳：武術不止是強身健體，也有很多層次，凝聚著中

國人的面貌、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哲學，這是中

國向世界獻出的一張文化名片，展現我們的文化

自信、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香港故事。武術作為一個

經久不衰的文化符號，未來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基金會在過去一年當中舉辦了兩次闖關賽，每一關

參賽人數與隊伍都有增加，這個交流和切磋的平台，

已經獲得香港市民的認同與信任。同時武術進校園

項目亦都有序推進中。我希望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推廣下，可以令更多學校和更多青少年可以接觸到

太極武術，從而慢慢愛上中華文化。

中央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

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太極

武術是作為了解中華文化一個很好的切入點。2021年

香港體壇健兒在東奧會獲得好成績，奧運熱令香港全社

會更加關注同喜愛運動，政府及社會亦都將會將更多

資源投放到發展體育方面，但武術作為中華民族代代傳

承的體育項目，目前得到資源還比較少。

2020年，武術已正式列入了第四屆青年奧運會正式

比賽項目，我希望從政府層面應將武術納入發展

體育的範疇，提供更多的資源給予支援，例如，將

武術納入中小學體育科目，推廣和普及武術。此外

我們也藉基金會這個平台，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攜手推廣，令更多人了解太極文化，在強身健體之

外找到文化自信。

李：作為社福界的選委，你不斷深入社區，

走訪調研，了解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及基層

情況，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未來也希望通過“太極進

社區”等項目，用募集的善款幫助社區基層市民尤其

是青少年學習太極武術、中華文化，這方面可以給我們

一些建議嗎？如何能夠更加深入到社區做好這些工作？

陳：作為社福界的選委，我參與「社福TEAM動力」，

因為這個團體代表擁有各行不同的經驗和資源，能夠

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更加貼地去聆聽民眾的聲音，

知道弱勢群體需要什麼，將這些需求傳達到政府，可以

主席的話本期邀請到香港太極

青年慈善基金會創會會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

主席、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主席陳晴女士JP與各位分享青

年培育及太極武術推廣等話題。

李：陳晴好，作為香港太極青

年慈善基金會的創會會員，可

以分享一下當時加入給予支持的心情嗎？

陳：青年人是社會的種子，基金會是種子成長的平台，每

顆種子從發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需要有心人、有緣人的

灌溉關愛。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會的創會初衷就是希望通過

授武傳道，能夠宣揚中華傳統文化，展現傳統文化在

香港社會的意義，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並以太極武術和

文化作為橋樑之一，將中華文化傳遞出去。

對於以太極為載體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我亦非常認可，並

希望能通過太極武術的推廣，不僅可以弘揚國術精粹，

還可以宣導文武德藝、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對國民身份

認同，以及引導青少年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會在成立後，一直致力為本港

學校，社區及慈善機構提供服務，創新舉辦武術賽事

平台，推進「武術進校園」、「助學練武」等慈善計劃。

目前，已經在秀明小學、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東華

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東華三院

王余家潔紀念小學等學校，成功舉辦了武術比賽體驗

課程，並受到學校校長和家長們的高度讚揚和好評，

他們紛紛表示很開心有這樣一個為學生不斷提供練習、

進步和表現的平台。

我認為，作為國粹的武術文化通過現代創新形式進行

推廣，不僅可以讓中國傳統文化更富有時代感，讓年輕

一輩感受並能接受到國潮的美與自信，還可以從年輕

一代著力，推動太極武術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將

太極拳這個寶貴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揚光大。

李：去年你在公開發言中呼籲並建議青年人在面對挑

戰中要成為終身學習者，掌握四項基本技能，及基礎

訓練、可轉移能力、數碼知識、以及專業技能。擁有

這些技能，有助於年輕人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尋求

突破，太極作為培養青年一代身心兼修的基礎訓練，

你對太極未來在青少年中推廣有什麼建議？關於終身

學習方面可以給我們做更多的講解嗎？

陳：太極拳源遠流長，才俊輩出，融合了

中國武術文化精髓，涵蓋武術、哲學、科學、

養生等多個領域，不僅鍛煉體格，還能提升個人精神境

界。太極拳的練習可以增強免疫系統，長期練習對平衡

控制、動作靈活性和心肺功能皆有幫助，是一項老少

皆宜的運動。

我們希望透過武術及太極讓年輕人能夠鍛煉意志，

建立信心，讓年輕人通過習得這些技能，在未來能夠

發掘更多可能性及充分發揮個人潛力。並通過青年比賽

等有意義的形式，弘揚中華武術精神，推廣太極文化，

傳承中華文化的精粹、聯繫祖國與香港的情感，推動

兩地體育文化交流。

關於終身學習，我認為年輕人畢業後不能「一勞永逸」，

學界與職場存在錯配問題，香港持續教育工作不足，

難保持競爭力追上發展。香港近年大力鼓勵港人到

大灣區發展，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也很有需要

吸納世界各地及內地人材。

擴展年輕人的終身教育應從兩個方面來著手，第一，

應考慮大灣區等毗鄰地區經濟環境，預視技能需求；

可提供財政誘因，鼓勵業界參與課程設計、營辦及審批

過程，由院校提供相應課程、職場學習經驗。第二，

應加快香港與內地的資歷互認制度，考慮將微證書、

企業內部培訓與院校學分、微學士、微碩士等學術資

歷掛勾，將資歷認證、就業能力及學術要求結合。

李：在社會公職方面你一直不遺餘力推動動物保育及

環保方面的工作，做慈善事業真的很不容易，除了和

學校、社區、專業機構以及政府方面的合作，也需要

通過一些政府層面或者政策的幫扶及影響，對香港

青少年體育培養、太極運動的普及推廣，你覺得可以給

幫助議員或者特首，更有效地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

由於目前新冠疫情反覆，增強市民的體質和抵抗力

尤為重要，而太極拳及武術對增強抵抗力有著很好的

作用，並且該項運動無需很大的空間，在家或者公園

等地都可以進行鍛煉。

此外，太極還是一項適合任何年齡人士參與的運動，

近年來在社區愈趨普及。我們除了舉辦「武術進校園」、

2021-2022年度

第4關太極 賀歲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杯闖關賽」第四關太極賀歲於3月6日以創新線上比賽模式成功舉辦。全國人大代表、籌委會主席

鄺美雲，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董事、籌委會聯席主席何超蕸、文頴怡，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主席、籌委會執行

主席李暉等主禮嘉賓發表線上致辭鼓勵並祝賀參賽及獲獎選手。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杯闖關賽 第四關「太極賀歲」線上舉行

籌委會主席鄺美雲 JP

祝賀各位運動員在第四關闖關

賽中取得優異成績，希望大家

都能通過比賽達致強身健體、

修心養德的目的，在接下來

第五關及總決賽中再創佳績。

籌委會聯席主席何超蕸 BBS

很高興看到疫情沒有影響到參賽

運動員的毅力和決心。祝賀各位

運動員取得好成績，也寄語各位

喜愛太極武術的朋友們在疫情當

中要堅持練習，保持身心健康，

大家共同努力一同戰勝疫情。

籌委會聯席主席文　怡 BBS

慈善杯闖關賽已經來到第四關，雖然現在

疫情嚴峻，但是各位運動員都不斷挑戰

自我、努力不懈、戰勝疫境，取得了好

成績。再次祝賀各位運動員，希望各位在

本次賽事中學有所得，也祝福大家身體

健康。



非常感謝各位對慈善杯闖關賽持續的關注及支持，因疫情關係本次賽事啟用全新線上模式，

讓運動員在參賽同時學習視頻拍攝、學做自己的導演，學習調節角度背景、燈光明暗、

視頻連貫性等等，各位參賽者不但是武林前輩或新秀，也是太極數碼化、武術現代化、

賽事線上化的推動者及參與者。本次參賽者當中不少是已經連闖三關的好手，這次在視頻

拍攝當中呈現的架勢亦相當不俗，也看到有剛剛學習不久的青年俊才參賽，大家從服飾

選擇、拍攝背景選擇到動作的力度角度都非常用心，也看到大家在比賽中的精神面貌、

狀態及自信程度的進步。這兩年疫情以來大家更知道身體健康、自身免疫力強大的重要性，

大家在疫情當中依然在家、在室外公園、在任何合適及安全的場所繼續練習太極武術的持之以恆非常值得肯定，

希望大家繼續發揚太極武術當中的韌性和毅力，強健體魄、修煉內在，在持續的練習當中有所得、有所悟，並

應用到為人處世的哲學當中。

籌委會執行主席李暉 MH

在第四關圓滿落幕之際，第五關也將如火如荼的展開。鑑於目前疫情形勢，考慮到政府要求及各位的參賽防疫安全，

第五關將繼續採用線上形式，鼓勵大家繼續拍攝視頻參賽。基金會希望看到第五關參賽者會有更多的創新進步，

在不斷參賽中體會到陰陽融合、身心愉悅的體驗，在春生萬物的生機勃勃當中虎虎生威、如虎添翼。

專業評判團隊： 張頴衡裁判長、陳靜惠裁判、

(左起） 吳潔儀裁判、林𧶽顯裁判

參與團體 (排名不分先後)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德望小學

聖嘉勒小學

香港武術聯會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徐細英太極學會

康源太極拳會

東方體育會

香港天行武道

小荳芽教育中心

李暉太極中心

香港太極青年團

本次比賽的主要推廣項目為楊式太極，闖關賽項為楊式太極、長拳及和胃健脾功。儘管疫情下許多活動及比賽都

暫停了，本次比賽依然吸引近百人次報名成年組及中小學組的不同項目。比賽採用線上播放模式，所有參賽者

的參賽視頻均在線播出，讓各位參賽選手可以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反复觀摩。播出後短短半日內即錄得800

多人觀看，受到參賽者及觀眾的一致好評。

賽事重温請

掃描二維碼

成年組中小學組



小學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成年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中學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雙節棍競速挑戰賽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讀中二的林笑研同學年紀輕輕，學武已經8年，和武術隊

緣分是從小一開始結下。她回憶小時候自己亦算是體弱

多病，家人便為自己報了武術班，希望通過練武達致

強身健體。

從五步拳開始武術入門的她，現在最喜歡也最拿手的項目

是南拳和刀，也參加過這兩個項目的比賽，希望自己不斷

進步。平時除了練習武術外，個人興趣比較文藝，喜好

聽音樂及閱讀。她笑言自己正在學習花式跳繩，除了武術

外，身體的基本素質鍛煉也相當重要。

她很開心自己在練武後病痛少了，在青年團中也認識結交

了更多朋友。她很遺憾武術還沒有在校園體育課當中全面

普及，希望日後能夠有更多青年朋友加入到練武行列。

進校園術

就讀中四的梁以喬同學從幼兒園開始

就對武術產生興趣，因為覺得很有型。

從5歲開始習武的她長拳已學習5年，

小五小六年紀開始學太極。她認為

長拳不是很適合自己，部分跳躍動作

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爆發力不夠。

因此在家人建議下開始學習太極，

當時班裡幾乎都是男孩子，她拿出巾

幗不讓鬚眉的氣勢一直學習至今。

日常愛好除了武術，她也同步學寫

書法，希望做到身心兼修。笑言自己

還希望培養多一些興趣的她已經在學芭蕾舞、游泳，鋼琴已經考獲8級，但對太極饒有興趣，會一直練下去。在

學習太極的過程當中她也一直通過參加比賽激勵自己不斷進步，之前參加武聯分齡賽獲得太極項目少年組第二，

她給自己定下目標，希望在不懈練習下能夠拿到第一。

說到太極的學習之路，她覺得也有孤獨，因為身邊暫時沒有同齡朋友一起學習。她認為社會尤其是年輕人依然對

太極存在刻板印象，認為只有老年人才會學習太極，其實不然。她覺得青年人也可以先從長拳等開始接觸武術，

可能比較有興趣。

梁以喬青年英姿

林笑研青年英姿



太極薈

曾教練作為香港雙節棍界

的青年領軍，分享自己開

始學雙節棍是緣於幼時喜

歡李小龍電影，對武術尤

其是雙節棍產生濃厚

興趣。但早些年香港雙節棍的教學等方面尚未得到

普及，他便自己隻身回到內地無錫市找雙節棍師傅拜師

學藝。後來每年的寒暑假、聖誕等節假日他也都會回

內地學武練習。說到與太極的緣分，他笑說是從2012年

才開始學陳式太極，拜師身在北京的師傅，也是利用

自己假期會內地跟著師傅學習深造，一邊學習太極的過

程中也覺得太極文化非常有內涵，很有興趣。

現職全職教練的他，坦言一開始沒有想過要把武術、

雙節棍等當作是自己的終身職業，純粹作為個人興趣，亦

沒有想過要參加比賽。直到2017年機緣巧合下他開始參加

比賽，才體會到如果沒有比賽很難督促自己不斷練習

進步。2017、2018年在國內參加比賽的他一舉拿到雙節棍

冠軍，成為自己在雙節棍的習武道路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說起自己開始擔任教職角色，曾教練認為教課也是自己

提升和修煉的過程，在備課過程中自己也需要認真下

功夫。現在跟他學武的學生當中，最小的只有4、5歲，

年長的60、70歲都有。在因材施教方面，他認為教小朋

友有耐心非常重要，坦言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小朋友，

並不是每一個小朋友天生都喜好武術，所以如何培養

興趣、引導教育非常重要。對大人的授課反而需要動作

的精準度、詳細的解析、背後文化的背景講解等，他說

自己在面對不同年齡層及不同的授課對象中慢慢摸索找

到合適的授課方式。 

將雙節棍作為畢生愛好

的他也很希望幫專業的

推廣上及認受性方面能

夠做出更多貢獻，當前

雙節棍還未能像跆拳道

一樣有專門的國際認證

評級機構，在許多家長眼中，讓小朋友學習小提琴、

足球、籃球等等較多比賽及有評級的課外活動，對小朋友

日後升學等都有幫助。 

同樣在香港，整個大的武術範疇而言，國內武術比賽已

比較成系統，有評級機構，競賽太極、傳統太極等等已經

各自形成較為專業的運作系統。就雙節棍單項而言，他在

內地也接觸不少團體，大家都在致力將這項運動規範化、

標準化、國際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教練以

《周易》中等名句作為個人座右銘，也與各位同學共勉。

曾梓維同道分享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鳴
「修心圓融」 (HK$100,000) 周志文、陳玲、鄺美雲、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文頴怡

「生慧圓融」 (HK$50,000) 熊永耀

「傳道」  (HK$30,000) 褔名氏、褔名氏

「悟道」 (HK$10,000) 袁承志、何家珍、李希莉、HO MING YEE、福名氏、NELSON LEONG、劉咏、福名氏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精趣班

「中正」 (HK$5,000) 周永祥、李樂娟、莫宛螢、黃玉婷、福名氏、正氣慈善基金、岩盤浴瑜伽

「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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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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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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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機構：協辦單位：

2021-2022年度

現正接受報名  ｜掃描二維碼登入

個人項目報名表賽事規程及細則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為各位在疫情下持續習武的武道達人準備了

全新參賽模式，通過線上競賽平台，各參賽者不僅能夠在疫情下繼續

安全參賽，更可通過大會線上播放各參賽視頻及直播搶分賽等仔細

觀摩其他參賽者的一招一式，保持武道同好大家互相切磋學習的良好

互動，讓大家無論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健康積極狀態，在習武過程中

繼續進步，身心愉悅。

 2022年慈善盃闖關賽推出全新比賽模式
抗疫比賽兩不誤 線上競賽新套路

闖關賽：孫式太極拳/形意拳/易筋經 ｜ 推廣賽：英雄少年武術操/八法五步/功夫扇/洪拳/詠春 ｜ 挑戰賽：雙節棍競速

4月2日 截止報名

4月17日 截止上載參賽視頻

4月24日 裁判評審

5月1日 YouTube直播公布賽果

主題:孫式太極拳
線 上 直 播 競 賽 

參賽視頻上載

第5關養心 無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