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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館等等各種體育項目嘅官方場地，唯獨係武術

仲停留係私人武館嘅層面，未有綜合嘅中心場館。

我亦都呼籲武林同好大家一齊向政府及有關方面去為

武術中心爭取一席之地，唔係為咗一己榮耀，而係為

咗我哋鍾愛嘅事業代代傳承。

基金會喺未來嘅一年必將再接再勵為太極文化嘅

發展盡能力和義務！希望係2022年嘅活動繼續見到

大家，再次祝願各位朋友係新嘅一年，虎虎生威，

心想事成。

今日進入咗高鐵時代，各位同好大家都要更加團結，

發揮協同效應，就正如我哋呢一關叫飛武迎新，大家

一齊努力先可以令到武術再次騰飛。

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嘅責任同使命，80年代開始，

香港的武俠電影令到全世界關注到中國武術同武俠

明星，依家我哋都唔應該令到武術沉寂，十四五規劃

賦予香港嘅8大定位當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呢

一個定位如何能夠推動落實，本人建議可以借用武俠

題材，打造一個實體武俠世界，成為全世界旅客嚟到

香港嘅必到之處。以體驗館模式去構造嘅武俠文化

中心當中可以包含演武廳、武俠電影歷史展演及體驗

館、易經及中華傳統文化學習園地等等，可以實現

旅遊同文化嘅雙方面成效。現時香港已經有單車館、

一元復始、乾元啟泰，2022年嘅元旦，祈望疫情能夠

盡快消退，大家安居樂業，身心健康。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慈善杯闖關賽第三關-飛武迎新

喺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展開，我僅代表主辦方

衷心感謝東華三院嘅大力支持，亦要一如既往感激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同飛越啟德嘅全力贊助。

基金會喺過去嘅一年當中舉辦咗兩次闖關賽，每一關

參賽人數與隊伍都有增加，這個交流同切磋嘅平台，

慢慢獲得大家的認同與信任。同時武術進校園項目亦

都有序推進中，我哋希望連接更多學校，令更多青少年

朋友可以接觸到太極武術，從而慢慢愛上太極武術。

在教學與推廣武術太極20年當中，了解到香港好多

市民大眾對太極武術文化相當熱衷，亦有一班默默

支持捐助嘅忠實支持者，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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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由太極作為大家深入

理解同埋喜愛中華文化嘅其中一個切入點，以太極

帶領大家進入中華文化精髓嘅更廣闊天地。

編輯組

主席的話

2021年的香港體壇健兒在東京奧運帶動嘅奧運熱令到

香港全社會更加關注同喜愛運動，係值得鼓舞的

事情，而政府及社會亦都將會更多資源投放喺發展

體育方面。太極作為中華民族代代傳承嘅體育項目，

暫時得到嘅資源仲係好少，我哋希望藉基金會為各位

武林同好搭建嘅平台，能夠大家一齊攜手繼續向社會

推廣，令更多人知道太極嘅好處，亦在強身健體之外

找到文化自信。

一時一刻嘅熱點關注並不代表能夠延續長久，太極

作為經久不衰嘅經典項目，時間越久越能夠令人獲益

更多，找到為人處事、心境意念嘅平衡點。呢個同

太極起源當中的周易文化亦分不開，周易文化作為

中華文化同思想史嘅源頭之一，陰陽平衡係佢嘅中心

思想，無論順逆都有着平衡嘅一面。每個練習太極嘅

同好都會係自己嘅修煉當中逐漸領會到平衡之美，

上善若水、自強不息，萬物變與不變，了解咗陰陽

變化嘅辯證之後，慢慢對任何事情亦都會想的通透。

本次闖關賽的主題係陳式太極拳，記載明末

陳家溝陳長興所創，“剛柔相濟”的特點貫穿

始末，整個拳法當中令人體驗到陰陽平衡嘅

力與美。慈善杯今次嚟到第三關，之後我哋每一關嘅主

題會以楊式、吳式、孫式太極拳為主要項目，最後一關

參賽者可以選擇自己心儀嘅套路嚟發揮。

基金會只是一歲的BB，希望能夠喺大家嘅認同支持下

將太極呢個內涵豐富嘅運動同文化逐步推廣，令到

社會大家能夠有更多人支持同欣賞。今日都有好多同好

到場參賽支持，我哋非常感激。打個比喻就好似以前

係各自火車頭，大家各自獨立勇往直前，但係到今時

(慈善杯闖關賽第三關頒獎禮籌委會執行主席李暉MH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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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暉師傅連同賽事籌委會名譽主席周志文先生及

 青年部主席熊永耀先生表演陳式太極拳

亞運會銀牌得主莫宛螢小姐連同參與基金會「週日公益課」

 同學們一起為慈善杯頒獎禮表演



提到薛瓊老師，各位會稱她為中心元老級的前輩，雖然

從她神采奕奕的臉上完全看不出歲月的痕跡。薛老師分享

自己在做運動員時期已和李暉師傅通過同場比賽認識，

但不是很熟悉，直到來到香港後經其他同道介紹，開始

到中心與李暉師傅一起教學，到現在已有15個年頭。她說

一直覺得李暉師傅是好「叻」

的女人，對李暉師傅個人的敬重

讓她不改初心一直在團隊中教學

至今。

薛老師回憶自己和武術的淵源

和家人不無關係，小時候在上海

奶奶帶著去公園打太極，爸爸

是戲曲愛好者，因此送她到文

工團學戲班子的身段武打動作，後來因體校老師介紹

而進入體校。小時候個人喜歡有速度的項目，學習武術

時喜歡長拳、刀槍劍棍等項目，十幾歲才開始接觸太極，

第二年已經試過在比賽中拿到第一，教練也認為她身體

條件適合太極。18歲進入專業隊成為專業運動員，薛老師

笑言18歲才入隊已算年紀大，但幸好自己耐力耐心、

勤奮練習取勝，入隊第二年已經進入全國排名前6，也以

雲南省隊的身份參加全國比賽直至被國家隊選中，先後

參加世界錦標賽、日本對抗賽等等，也就是在馬來西亞

的世錦賽上，當時同場李暉師傅代表香港參加世界

錦標賽，後來回看真是奇妙的緣分。

現在致力教小朋友學太極的薛老師提到不是每個小朋友

都會一開始就喜歡太極，本身小朋友定力相較大人會

差一點，性格比較斯文一點的

小朋友相較活潑好動性格的可

能更容易接受開始學習太極。

她坦言一開始引起興趣很重要，

在教授基本動作的同時，也會

分享太極與為人處世的簡單

道理，講講張三豐的故事等等

慢慢培養小朋友的興趣。她提

到之前去台灣比賽的時候遇到

專業隊的女孩子，得知台灣在學校裡面推廣太極都是

從小學4、5年班就開始，她也認同太極不應該只有

年紀大的人學，太極文化的思維應當從小開始灌輸。

她認為當下香港的太極武術發展整體而言比之前好很

多了，例如基金會這裡推廣的「武術進校園」就是

一個非常好的思路。她認為讓小朋友在學習太極的

過程中培養耐心、恆心、凡事不要急於求成，太極

不單是肢體運動，對年輕人成長當中的心態思維都

很有幫助。

太極薈
薛瓊同道分享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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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鳴



進校園術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

小學劉秀萍校長親切

談起學校開始接觸武術

項目，表示合作早在2014

年已經開始，當時自己

尚未到任。王余家潔紀念

小學屬於東華三院旗下學校中最早開始引入武術教學

的學校之一，同期的還有呂潤才中小學。她說當時李暉

師傅親自到訪學校示範教學，師生見到師傅都很開心，

校長解釋當時剛開始也是以興趣班形式，學校原本已有

很多不同的興趣班，要吸引到小朋友報名並不容易，師傅

親身到校園還是成功吸引了一幫學生的興趣。

校長介紹到2017年開始東華旗下各學校與太極中心有

更多合作，開始和體育課結合，推行能夠普及到更多

學生的專家入課項目，體育課有計劃的安排一部分時間

給太極青年團導師來上課，授課對象為2-3年班學生，

她說低年班開始較容易培養學生從小興趣，同時也注重

教學的連貫性，如果到5-6年級才開始教，學生很快

畢業就容易脫節。後來專家入課項目在學校發展到共

有10個班，每個學期安排4節武術課，能夠讓學生初步

認識什麼叫武術，引起興趣及關注的同時，授課教練

也可以物色一些有潛力的小朋友，從而進一步培養入選

學校武術隊。現階段東華旗下學校武術隊已選拔形成

區隊，並伴有暑期班課程等，給同學提供了各類表演

及比賽機會。

校長表示很開心有闖關賽、武狀元等比賽的持續舉辦，

為學生不斷提供練習、進步和表揚的平台。她回憶

2019年曾帶領學生前往珠海參加武狀元大賽，記得當時

學生都很稚嫩，功架不夠，但是大家很記得比賽場地

氣勢恢宏，同時看到許多優秀運動員及武林高手即場

表揚，讓學生們也有了開眼界的機會。後來有已畢業

的學生自己進了體院，也有仍在讀的新生被選中即將

可以進一步接受專業訓練，作為校方她很欣慰看到

孩子們在武術方面也學有所成。

說到中華文化傳承方面，校長表示武術也是國粹之一，

她覺得大部分學生學習武術不一定去到很精通的地步，

但通過武術他們也能多點認識中華文化的不同面向。

學校一直以來每個學年都舉辦“中國文化日”等主題

活動日，之前的主題包括書法、水墨畫、四大名著、

戲曲等等，在校6年的孩子們就能夠體驗6年的不同

主題。她笑說主題日當天小朋友都會開心得以不同的

造型打扮來到學校，比如四大名著主題日，有學生化身

諸葛亮，也有人扮唐僧，又如戲曲主題日，同學們紛紛

仔細裝扮、粉墨登場，很肯下功夫。學校的操場外專門

開闢了中國文化坊，待裝修完成後未來將在裡面舉辦

水墨畫班、書法班等各種有趣的中華文化活動。

她承認武術在校內的推廣中除了需要面對許多不同興

趣班的競爭，也因武術還未是學體會的項目之一而會

有部分同學及家長覺得沒有足夠實用性，尤其這兩年

疫情以來因復課後星期一至五只上半日課，課外項目

基本沒時間進行，只能全部堆在週六時間，很多學生

報了這一項就沒時間上另外一項，確實也會影響學生

報名的規模。她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希望學生早日恢復

到在多元的學習機會及選擇中快樂學習，健康成長。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武術隊和蘇衛紅教練積極準備

 慈善杯闖關賽第三關頒獎禮表演項目



2021-2022年度

第三關元旦開賽 飛武迎新賽事回顧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陳娟副處長在頒

獎禮致辭上表示，很榮幸2022年第

一天來到這個場合祝賀太極青年慈

善基金舉辦精彩比賽，她認為武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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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東西都被武術這個載體包含進來了，這是我們中國

對世界獻出的一張文化名片。今天看到各參賽隊伍及

參賽者虎虎生威的精神面貌，她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契機，中國開始對世界更好地展現我們的文化自信、講

好中國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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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鼓勵各位參賽選手尤其是年輕

一輩新的一年可以繼續以武術精神去學習、工作和生活。

香港武術聯會副會長關志翔在致辭上

提到，他認為今天的活動不僅只是比賽

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背後的宗旨。李暉

師傅作為國際比賽獲獎的知名優秀

運動員，多年來一直身體力行弘揚太極

武術，不只是為了獎牌或個人榮譽，更是為了培育下一代

青少年身心德育的全面發展。她讓大家明白習武不是只為

了強身健體，更重要是的為了保存及弘揚中華文化。她做

慈善選擇了以培養下一代的形式來回饋社會，做的活動

都是為了幫助扶持青少年這個目的，非常值得敬佩。

「慈善杯闖關賽」第三關飛武迎新2022元旦於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成功舉辦。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陳娟副處長、

香港武術聯會關志翔副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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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比賽並致辭。

本次比賽以陳式太極為主要推廣項目，特設創意演繹獎、尚武崇道獎、時代風尚獎、精韻傳承獎、神采魅力獎、

傳統風範獎等6個陳式太極團體大獎。賽項包括陳式太極拳、英雄少年武術操、功夫扇、八法五步、益氣養肺功、

初級劍術等，活動吸引超過300人次報名不同項目。

男子成年組
陳式太極拳

女子成年組
陳式太極拳

陳式太極拳冠軍隊伍

中學組陳式太極拳

益
氣
養肺功

小
學
組

陳
式
太
極
拳

初
級
劍



科技為太極賦能，為太極數碼化開創了新的可能；第二關

國慶亮劍於9月26日於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會堂舉行，活動

以四十二式太極劍、詠春拳、八段錦為主要賽項，與青年

同慶國慶72周年。

陳式太極拳神采魅力獎-週三陳式隊陳式太極拳神采魅力獎-週三陳式隊

陳式太極拳傳統風範獎-乘風破浪陳式隊陳式太極拳傳統風範獎-乘風破浪陳式隊

陳式太極拳創意演繹獎-週三晚陳式隊陳式太極拳創意演繹獎-週三晚陳式隊

由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主辦的「慈善杯闖關賽」全年

共將舉辦6場比賽，第一關於2021年7月1日在香港數碼港

成功舉辦，以回歸論拳之初心，與香港有志青年、與香港

社會各界同慶香港回歸祖國24週年，同慶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活動全程特設Motion Capture環節，以高新

陳式太極拳冠軍隊伍-李暉太極中心陳式太極拳冠軍隊伍-李暉太極中心

陳式太極拳精韻傳承獎-香港陳式太極拳總會陳式太極拳精韻傳承獎-香港陳式太極拳總會

陳式太極拳季軍隊伍-和宸太極中心A隊陳式太極拳季軍隊伍-和宸太極中心A隊

陳式太極拳亞軍隊伍-姜九九太極學會陳式太極拳亞軍隊伍-姜九九太極學會

陳式太極拳尚武崇道獎-和宸太極中心B隊陳式太極拳尚武崇道獎-和宸太極中心B隊

陳式太極拳時代風尚獎-香港太極武術學院陳式太極拳時代風尚獎-香港太極武術學院

集
體

陳
式
太
極
拳

雙節棍競速挑戰賽八法五步英雄少年武術操 功夫扇



「蒙趣班」和「蒙萃班」 
通過學習武術和太極讓年輕人鍛煉意志，建立信心；終極

目標是培養一班文武雙全的青年。年輕人透過習得這些

技能，發掘更多可能性及充分發揮個人潛力。

‧有興趣了解武術及太極背後的文化和理念

‧有恆心參與多樣化的活動比賽及表演

‧有決心嘗試、探索及創新

週日公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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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秘書處查詢。 2882 2644

查詢熱線

小學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1 楊紫淇 22.52 23.44 35.90 81.86 香港太極青年團

 2 吳卓嵐 24.69 26.09 15.68 66.46 李暉太極中心

 3 戴琝霏 10.49 13.80 15.23 39.52 德望小學

 4 陳芷鈴 7.43 7.54 21.68 36.65 東華三院鶴山學校

 5 黃天濼 13.95 14.10 - 28.05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6 鄺樂言 13.91 - 11.37 25.28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7 楊澄 7.58 14.15 - 21.73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8 劉恩誠 11.91 - 8.26 20.17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9 莫耀棟 7.43 - 8.25 15.68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0 黃曦朗 7.25 - 7.57 14.82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1 鄒宇航 - - 14.36 14.36 香港武術聯會

 12 唐子然 - - 13.48 13.48 香港武術聯會

 13 陸安諾 - - 12.44 12.44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14 曾礫鋒 10.81 - - 10.81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5 廖文宇 - 10.69 - 10.69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16 何政孝 - - 10.40 10.40 香港太極青年團

 17 丘凱睛 - 9.81 - 9.81 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

 18 黃皓愷 8.93 - - 8.93 香港太極青年團

 19 黃啟檳 - 8.74 - 8.74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20 何雨曈 - - 8.23 8.23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排名 姓名
 第一關 第二關 第三關 三關 

學校/團體   成績 成績 成績 總成績

中學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1 梁以喬 23.33 38.60 36.17 98.10 香港太極青年團

 2 嚴浩霖 15.81 36.41 37.00 89.22 香港太極青年團

 3 楊樂怡 20.17 30.45 29.62 80.24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余沛林 23.56 14.24 30.50 68.30 香港太極青年團

 5 林笑研 20.10 19.08 15.01 54.19 李暉太極中心

 6 吳卓羲 20.24 15.79 15.78 51.81 香港太極青年團

 7 高詠琳 14.18 13.36 12.38 39.92 香港武術聯會

 8 李天樂 - 14.42 14.50 28.92 香港武術聯會

 9 鍾卓言 - 11.24 13.41 24.65 香港武術聯會

 10 李諄 - 10.00 8.00 18.00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11 谷旻憙 - 7.86 7.88 15.74 香港太極青年團

 12 李芊昫 - 15.73 - 15.73 香港太極青年團

 13 周俊宇 14.67 - - 14.67 德信中學

 14 陳雅喬 - - 14.60 14.60 香港國際武術文化中心

 15 曾楚喬 12.59 - - 12.59 香港武術聯會

 16 文敏森 - - 12.30 12.30 萬均匯知中學

 17 常洛僖 - - 8.03 8.03 香港太極武術學院

 18 羅日謙 - - 7.96 7.96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19 鄧詠蘄 - - 7.30 7.30 和宸太極中心

 排名 姓名
 第一關 第二關 第三關 三關 

學校/團體   成績 成績 成績 總成績

成年組 - 慈善杯闖關賽 2021-22年度

 1 曾翠賢 28.81 42.07 38.70 109.58 李暉太極中心

 2 葉竪妹 40.54 34.81 27.17 102.52 李暉太極中心

 3 程偉彬 22.57 18.48 22.07 63.12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陳綺梅 8.24 20.46 31.22 59.92 李暉太極中心

 5 黃鳳娟 12.30 19.51 25.12 56.93 李暉太極中心

 6 劉麗嫦 8.21 17.52 30.82 56.55 李暉太極中心

 7 張潔梅 - 27.02 23.29 50.31 李暉太極中心

 8 吳桂嬋 11.29 7.94 15.75 34.98 李暉太極中心

 9 曾國華 9.29 8.13 15.82 33.24 李暉太極中心

 10 冼偉明 8.25 11.27 8.27 27.79 李暉太極中心

 11 林嘉麗 - 13.48 12.46 25.94 太極耆緣養生會

 12 潘綺霏 9.09 15.86 - 24.95 李暉太極中心

 13 余復良 - 8.04 15.76 23.80 李暉太極中心

 14 黃伊倩 - - 23.79 23.79 李暉太極中心

 15 何銀英 - - 23.50 23.50 李暉太極中心

 16 黃德華 - - 23.32 23.32 李暉太極中心

 17 陳慧麗 - 12.32 10.33 22.65 李暉太極中心

 18 廖碧琪 - - 19.78 19.78 李暉太極中心

 19 羅麗萍 11.13 8.21 - 19.34 李暉太極中心

 20 周利甡 10.07 7.98 - 18.05 李暉太極中心

 排名 姓名
 第一關 第二關 第三關 三關 

學校/團體   成績 成績 成績 總成績

雙節棍競速挑戰賽 - 挑戰成功排名榜 2021-22年度

 1 余睿璋 70 59 129 香港天行武道

 2 吳卓羲 67 48 115 李暉太極中心

 3 谷旻憙 64 45 109 香港太極青年團

 4 陳宇丞 62 45 107 香港天行武道

 5 林琛崴 60 46 106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6 林笑研 52 49 101 李暉太極中心

 7 陳韋呈 57 39 96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8 風太 57 39 96 香港天行武道

 9 梁偉珊 55 40 95 香港天行武道

 10 何雨曈 53 41 94 東華三院高可寕紀念小學

 11 鄧宇灝 51 43 94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12 趙天朗 53 39 92 東華三院高可寧紀念小學

 13 何彥政 49 43 92 李暉武術文化中心

 14 霍志滔 48 42 90 香港天行武道

 15 鄺樂言 49 40 89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16 黃澤川 47 41 88 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

 17 陳姿德 36 51 87 香港天行武道

 18 丁咏杰 48 36 84 香港天行武道

 19 殷芷琪 49 33 82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20 簡旭茗 44 36 80 香港天行武道

 排名 姓名 蘇奏背劍 移花接木 總成績 學校/團體



苗 記萃
文 武 雙 全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萃苗文武雙全小記者計劃

 正式展開！

 培訓將從交流採訪、新聞寫作、攝影攝錄三方面培養青年太極愛好者成為基金會的小記者，

並為參加此計劃的學生提供不同的訪問機會，讓他們在學習到基本技巧的同時，從採訪的優秀太極

 武術運動員、太極長輩、師兄師姐、文化名人等身上學習到為人的道理及習武精神。

傳承中華優秀武道精神，幼苗有賴各位的栽培灌溉。

     歡迎各界善長同道慷慨捐輸，為本計劃添磚加瓦。

香港英皇道653-659號東祥工廠大廈 D座10樓 info@hktcyc.org www.hktcyc.org

2882 2644
捐款熱線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您的善款將會作為日後小記者們投稿之稿費津貼，為鼓勵更多同學參與更添激勵。

掃描二維碼瀏覧

慈善基金會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