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灣區作為當前發展重點，您認為香港青年應該

如何把握好大灣區內各項機遇，為自身發展前途拓寬

思路？對基金會等非牟利機構而言，除了在大灣區內

舉辦各類比賽及活動促進區內青年交流融合，您認為

還有什麼方式能夠更好推動青年工作？

鄺：青年人走進大灣區首先要找準自己的定位，根

據自身的興趣、優勢去創業和發展。香港政府設立

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青年發展基金等鼓勵和推動香港青年到內地實習

交流以及到大灣區發展創業，詳情大家可以上粵港

澳大灣區的官網了解。大灣區9+2城市各具特色，

支柱產業和對港澳創業人士的政策扶持和補貼各有

不同，青年人如果想到大灣區創業，發展，建議

要多看多聽，做好實地考察，了解當地政府的優惠

政策以及法律法規，因地制宜進行發展。對非牟利

機構而言，可以考慮與政府或者慈善公益資助機構

等合作舉辦活動，團結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各展

所長，實現1+1大於2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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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本期主席的話對話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鄺美雲女士, JP

李：太極青年慈善基金幸得閣下支持，至今運營一年

有餘，受到各界好評。基金會品牌賽事「慈善杯闖關

賽」在您及各方大力支持下辦得有聲有色。能否與大

家分享一下作為活動籌委會主席，您對培養青年人學

習太極武術及中華文化初心。

鄺：中華武術是國粹，太極拳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學習太極有利於我們強身健體，還能提升個人

精神境界，觀照自己，修心養德。當我們靜下心來，

凝神靜氣修練太極，活動身體的同時心神也在集中

能量，提升專注力，感受氣血在身體內的運行，達至

精、氣、神的協調統一。這幾年疫情大家更關注身體

健康的重要性，其實做好心的管理，保持心靈的健康

也非常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在太極研習的過程中感受

到中華文化中道圓融，和諧統一的智慧，在修行中潛

移默化提高自己的心境，修善心，修清心，修恆心。

以文化潤德。正如我們優秀的中華文化要以精品奉獻

人民，以明德引領風尚，最終的落點都是聚焦在人的

身上，從個人做起，保持自心和悅，人我和敬，自然

能夠家庭和順，達至社會和諧。

李：太極青年慈善基金的「武術進校園」計劃受到

學界及學生、家長一致好評，未來也計劃推動武術進

社區活動。疫情以來人們意識到身體健康乃一切之本，

練習太極對強身健體及身心兼修非常有益，您認為

未來基金會向社會更多的大眾推廣方面可以有哪些

工作可以做？可以尋求哪些方面更多的支持？

鄺：我們國家要建設健康中國，美麗中國，倡導提升

全民健康素養，推動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推廣武術進校園對於青少年武術文化的傳承，以及

培養青少年健康的心靈和體魄都有重要意義。進社區

能夠擴大武術研習的受眾，讓更多的市民能夠接觸

武術文化，強身健體，修心養德。出發點都是很好的。

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需要政府、社會、機構等多元主

體的參與和推動。過去康文署也開展過大型計劃，透

過開辦二百班親子簡易太極班課程，將這項有數百年

歷史的傳統運動介紹給更多市民。太極青年慈善基金

有業界翹楚李暉師傅為首的一批優秀師資，可以通過

和政府的合作更有效推動武術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等

系列工作。實現政府與太極青年慈善基金在推動武術

文化，促進全民健身上的合作共贏。

李：國家「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作為人大代表，在今年兩會期

間表示期待在政策落地、制度配套等方面促成更多進

步，為香港業界人才融入內地、香港文化發展融入國

家帶來更多便利。太極當中飽含中華文化的優秀思想

精華，在引導青少年關注、熱愛中華文化，更好認識

自己的祖國及了解自己的文化方面您有什麼建議？

鄺：國家頂層設計

為香港文化藝術的

發展指明方向。要求

香港在成為中西文化

藝術交流合作橋樑的

同時，更要主動擔當

優秀中華文化的推

動 者 和 傳 播 者 ，

保障文化安全，推廣文化共融。期待新成立的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在政策落地、制度配套等方面做好

統籌和長遠的藍圖規劃，推動香港文化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2019年珠海海外聯誼會與香港太極青年團

合辦的「武術王者盃挑戰賽2019粵港澳大灣區少年

武狀元大賽」在珠海日月貝圓滿舉行，珠海作為

首站開創活動走進大灣區的先河，作為一個系列

賽事，挑戰賽計劃於大灣區9+2城市開展比賽，

期待通關之後活動可以順利開展。在促進武藝交流

和切磋的同時推廣和傳承「文武兼備、尊師重道、

德技雙修、謙和仁愛」的武德智慧，共同推動中華

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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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資料來源：香港文聯網站
劇照由香港文聯提供，攝影Hiro Graphics

「鐘聲迴響」文藝晚會於7月27日晚於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舉行，作為由香港文聯 (全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

合會香港會員總會)主辦的今年13項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活動之一，活動獲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特

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和中聯辦宣文部支持，並得

到香港賽馬會獨家贊助。

這場動員了台前幕後逾150人參與的舞台演出，編導巧

妙地揉和了戲劇元素和視聽效果，以鐘聲、歌聲、音樂

和舞蹈貫穿八個場景故事：「晨鐘」、「武者」、「光影」、

「陽春」、「翩躚」、「菊韻」、「聚力」和「家路」。在引

領觀眾回望香港走過的歷程的同時，也展望對美好未

來的嚮往，齊步踏上新征程，共建更美好的家園。

在第二幕「武者」中，隨着王祖藍擊敲的鼓聲和演唱

鏗鏘有力的《葉問》，李暉師傅引領基金會一眾年輕武

林高手一同施展渾身解數展示功夫才藝，屏幕上也呈

現了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龍的雕像和武俠小說泰斗

金庸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讓觀眾猶如置身於神奇的武俠世界。

整場晚會結合了多種表演形式，包括流行曲演唱、

武術表演、西樂演奏、街舞展演，以及傳統的崑曲

和粵劇，還有現代西方的音樂劇和無伴奏合唱，當中

選唱的曲目也風格多元化，有懷舊的《小時候》、《當

年情》，有呼喚親情的《擁抱愛》，也有展示力量的

《葉問》；有瀟灑不羈的《四季天》，也有柔婉細膩的

《牡丹亭》。

李暉師傅與活動主持人王維(右)和陳煦莉（左）

本次演出是香港文聯2020年11月成立以來首次主辦的

大型文藝晚會，召集了其旗下多個文藝家屬會資深成

員組成主創團隊，不但在舞台上匯聚了各個領域的優

秀表演藝術家和武術界精英，還有兒童合唱團、無伴

奏合唱團、中國舞和現代舞的表演者，充分發揮了這

個香港藝術界最大團體的動員能力和團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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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賽事籌委會主席鄺美雲

在視頻致辭中表示，本屆

系列賽事總體來說相當

成功，特別是在疫情反復

肆虐下，賽事通過線下

實體化和線上數字化的

方式進行，提供多渠道平台讓大家展現自我，將參賽

選手們在台下努力練習的成果積極呈現給武林同道及

市民大眾。在未來賽事還會繼續舉辦，而且規模將會

越來越大，讓闖關賽成為香港武術界的代表性賽事，

成為同類型體育賽事的標桿，為香港作為國際武術之

都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

籌委會聯席主席文頴怡在致辭中提及，基金2020年

成立以來通過賽事籌組及慈善教學作為「一體兩翼」，

慈善杯闖關賽共6場賽事吸引近千人次參加，推廣超

過20項太極武術項目，Youtube頻道開通以來各條

賽事及推廣影片瀏覽點擊量也超過3萬次，看到基金

會這個慈善平台的發心能夠為這麼多人帶來受益，

能夠收到這麼多人的支持和鼓勵，心裡滿是欣慰。

基金會在教與學雙方面都給予投入，希望以這樣的

方式讓太極武術各方面的愛好者、參與者、持份者

都能有所得，保證可持續的發展運營模式。

2021-22年度慈善杯闖關賽年度頒獎禮成功舉辦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2021-2022年度慈善杯闖關賽年度頒獎禮於2022年7月24日成功舉辦，小學組、

中學組、成年組每組年度總積分前六名獲頒授獲獎證書及獎學金。籌委會聯席主席文頴怡、何超蕸，籌委會

名譽主席陳玲、周志文，籌委會青年部主席熊永耀、香港武術聯會黃志光師傅、徐鈿英太極學會徐鈿英師傅、

正氣慈善基金主席文嘉豪及一眾贊助人、獲獎代表出席頒獎禮，儀式簡單隆重、氣氛熱烈。

籌委會聯席主席何超蕸在致辭中回顧基金會一年多

來致力推動與東華三院旗下學校進行多方面合作，

在太極武術普及教學、運動苗子選拔培養、賽事合作

承辦等各個層面為青年學生教授更多項目、創造更

多機會，讓青年人在學校繁重的課業中有太極武術

作為體能訓練項目平衡身心，能夠學習招式而同時

潛移默化通過太極武術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載體而逐漸領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培養對民族

文化的認知、喜愛及傳承，培養青年人愛家、愛國

的民族自豪感。基金會未來將延展公益授課項目到

香港社會各大社區，營造全民健身社會氛圍，推動

太極武術等中華傳統體育項目在香港社會發揚光大，

受到更多人的喜愛，為更多人帶來身心健康，令更

多人受益。



基金會李暉主席在總結發言中寄語參賽者「參與比勝

負更重要，過程比結果更重要，超越自己比得失更重

要。重要的不是凱旋而是奮鬥。」她指出，太極拳講

究處處求圓，柔和圓活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

開放胸懷；太極拳講求順乎自然，含蓄、貴和、不爭

的博大胸襟。希望大家除了關注賽事本身以外，還能

享受太極帶來的樂趣。並引用陳氏太極拳第八代傳人

陳鑫之言「學拳先學讀書，書理明白，學拳就容易了。」

寄語各位參賽者，特別是年輕選手，除了習練太極，

還要關注自身的修養，多讀書、勤讀書，戒浮戒躁。

在書中悟太極、在太極中悟人生，身心健康的成長

為文武狀元。她表示未來基金會將繼續在香港、在

大灣區內舉辦系列性的賽事，能提供平臺給武術愛

好者前來聚首，比武交流。希望在接下來的賽事當

中能繼續看到大家的踴躍參與，未來還會有更多志

同道合、熱愛太極的朋友們加入，支持中國傳統武

術的傳承，並通過太極賽事交流促進香港與內地各

城市之間的人文交流。

三位年度總冠軍在

獲獎後與在場嘉賓

分享參賽感言，小

學組總冠軍楊紫淇

表示，自己雖獲冠

軍但自覺依然未盡

全力，仍有進步空間，希望下一年可以繼續參加太極

、武術等各項目比賽，不斷學習不斷提升；中學組總

冠軍梁以喬表示，沒有來自基金會、裁判組、教練組

等各方的努力，整個比賽也不會如此成功，自己在比

賽中學到很多新的項目，也是首次嘗試踏出舒適圈去

學習新的流派和招式，例如在精進太極的同時也開始

學習武術方面長拳等項目。成人組總冠軍曾翠賢表示

，自己視比賽為一個測驗的平台，因平時學習之後需

要有一個能夠檢視自己學習情況及進度的標準，這是

自己參賽的動力。參加比賽同時有專業評審的評分及

提示，讓自己知道不足，知道在那些方面需要更加努

力。未來只要自己有時間還會繼續參加比賽。

左起：籌委會名譽主席周志文、籌委會青年部主席熊永耀、籌委會聯席主席文頴怡、

基金會主席李暉、正氣慈善基金主席文嘉豪、籌委會聯席主席何超蕸共同出席頒獎禮

籌委會聯席主席文頴怡、何超蕸、基金會主席李暉共同為賽事裁判組頒授感謝狀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鳴

「修心圓融」 (HK$100,000) 李暉、陳玲、鄺美雲、褔名氏
「生慧」 (HK$50,000) 香港太極青年團、周志文
「傳道」  (HK$30,000) 褔名氏、褔名氏、熊永耀
「悟道」 (HK$10,000) 薛瓊、劉文玲、吳式太極同學、小荳芽教育中心、黃玉婷、何嘉珍、Sherman Tang
  精趣班、福名氏、曾慶煇/曾慶芸

「中正」 (HK$5,000) 周三太極樂、李敏寧、葉竪妹

「行道」 (HK$3,000) 李栢儒、劉坤賢、劉國榮、呂家寶、曾婉萍、李樂娟、吳潔霞、曾翠賢、陳桂英、福名氏

  Tensea Trading Ltd
「守德」 (HK$2,000) 李亮儀、邱福嬌、陳綺梅、Victoria Lam

基金會真誠感謝以下善長給予的大力支持，希望在去年基礎上今年能夠繼續得到各位的支持，不斷有更多同道同好大家一同

「發善心、捐善款、揚善行」，讓更多青年人能夠文武雙全、身心健康的成長。

2022-23年度

準備中‧十月見

感謝所有贊助人、嘉賓、友會、裁判團，競賽組、運動員、教練、家長、義工隊及工作人員的付出



7月26日上午基金會總幹事馮嘉恩及蘇衛紅教練、曾梓維

教練等來到東華三院周演森小學，為同學們帶來別開

生面的武術課堂體驗。每一節30分鐘的課程分為兩大

部分，首10分鐘由教練們講解示範包括掌、拳、勾等在

內的手型及弓步、馬步、虛步、歇步、仆步等基本步型，

第二部分則講解示範包括功夫扇、雙節棍、刀劍等在內

的基本兵器使用，在場

同學認真跟隨教練擺出

功夫架步，精神及氣勢

完全不輸大人。各項兵

器等同學們也在教練的

指導下邊學邊玩，不亦

樂乎。

五年班的何抒函分享自己練習太極武術已有3、4年，

在中心已學習了陳式太極、洪拳、刀劍、功夫扇、

雙節棍等項目的她在早前闖關賽中已在英雄少年武術

操、八法五步等項目上獲得亞軍、季軍的好成績。

功夫扇等項目更已在東華三院聯校畢業禮上表演過。

師從呂家寶教練的她目前最喜歡武術操和八法五步

項目，但希望未來仍會學習更多不同項目，精通十八般

武藝。她分享到練習過程中也有覺得辛苦的時刻，要在

一天當中學完整個套路，許多動作及細節需要記得。

何抒函青年英姿

聚焦

談到自己在習武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她笑說自

己已經有過“教學生”的經歷 – 原來是週末到公園

教晨運的婆婆們一起打太極，然後加入她們一起晨運。

疫情下基金會推動太極線上化，推出闖關賽的線上

賽事，她認為線下實體比賽和線上參賽各有千秋，

實體比賽可以獲得臨場經驗鍛煉，但如果現場表現得

不夠好也只有一次機會；線上賽事如果自己某一個

動作不夠完美還可以重拍，促進自己反复練習精進

動作細節。

進校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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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由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善長全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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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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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D, 10th Floor, Tung Chong Factory Building, 653-659 King's Roa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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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目標是培養一班文武雙全的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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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通過習得這些技能，未來

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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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掃 描 瀏 覧

週 日 公 益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