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包括能夠實現香港首個太極體育館的落成，讓

太極像其他運動一樣能夠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及重視，

也可以回饋社會更多人。您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當中太極

武術的推廣落地有何建議。

文：在急速的生活節奏中，尤其疫情時間及之後，香港

市民愈趨重視運動的重要性，愈發重視保有固定的

運動時間。同前文所言，應從青少年工作入手，廣設

學校講座，廣設興趣班，使其成為社會大眾的運動

習慣，而不是僅僅集中於中老年人群。如此一來，或

可促使政府重視太極及武術文化，建設太極及武術

體育館。落成後，相信可以形成正向循環，吸引更多

大衆學習太極，接觸太極，更能夠減低天氣不穩定對

練習太極及其他武術的影響，強身健體，自強不息，

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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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正氣慈善基金主席文嘉豪

李：作為愛國英雄文天祥的後裔，您秉持正道發心及

善心成立「正氣慈善基金」，是否能為我們介紹一下

基金的宗旨和成立以來致力的工作方向。

文：正氣慈善基金取名自文天祥的名作《正氣歌》，

自然希望宣揚先祖文天祥的愛國精神，表達作為文氏

後人堅毅不屈的精神，透過進行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

慈善工作，向社會大眾普及「正氣」，以此「正氣」

化育萬物，建設和諧社會。正氣慈善基金成立之初多

專注於籌辦慈善音樂會，助力貧困兒童一完音樂夢。

近年來，香港受疫情所困，經濟及民生均受到一定

程度的打擊。作為正氣慈善基金主席，自覺不可袖手

旁觀，向方艙醫院捐贈物資，舉辦多場新田社區疫苗

接種日，專科醫生入村等等，期望改善新田的醫療

服務。未來，正氣慈善基金會將專注於新田的各項社區

工作，協助建設完善的社區服務設施，提升新田的

醫療、教育、法律等服務水平，為將來融入北部都會區

發展做好準備，提升新田居民生活質素。

李：除了正氣慈善基金主席，您還身兼大灣區聯合會

常務副會長、青晉義工團會長等多項社會團體職務，

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您聯合正氣慈善基金會和青晉

義工團開展中醫義診服務，並為近100位新界村民免費

配送中藥及積極開展中醫義診。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未來

亦希望在中醫養生等方面進行推廣，您對中醫藥在

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什麼看法，中醫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

的一部分，可以怎麼讓更多人認識及接受。

文：中醫藥必定會與西醫共同組成香港未來的兩大醫

療服務。近年來，隨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

研究及推廣，中醫藥愈來愈受到社會重視，亦愈來愈

有規範。政府的中醫醫院亦將於2025年投入服務，

提供400張病床，設70間診症室，涵蓋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骨傷科、針灸科、專病服務及復康服務，

預計每年服務31萬人次。現時不少市民往往偏好以

中醫藥「醫小病」，調理身體，緩和長期病的症狀，

中醫醫院的落成足見中醫藥在香港人心目中有一定地

位，可以與西醫藥互補長短。既然是中華傳統文化，

自然有其韌性，方可流傳千年。弘揚文化，應著手於

從小培養，在中小學校甚至高等院校廣辦講座，介紹

中醫藥的正確知識，使其有深入且精確的了解，自然

願意接受中醫藥。

李：您在大灣區青年工作上貢獻良多，太極青年慈善

基金亦致力推動太極武術在大灣區內的交流及推廣，

計劃在疫情緩和後繼續與灣區內其他城市的武道同好

大家通過比賽、互訪等模式交流切磋。您認為太極

推廣如何能夠在更廣闊範圍內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士，

尤其是青少年喜愛，在強身健體的同時也能學習到更

多中華優秀文化。

文：推廣文化是潛而默化的工作， 武術是國家的寶貴

文化，我認為，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去確保武術教練的

專業性及道德操守，是推廣中華武術的重要力量。

興趣需要從小培養，因此我積極與中小學合作，廣設

太極興趣班，青少年更早接觸太極、認識太極，成為

終身興趣。

 

李：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大計，太極

青年慈善基金亦希望在新界地區能夠未來有更長足的

正氣慈善基金主席、大灣區聯合會常務副

會長文嘉豪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祝賀各位

參加第六關闖關賽的選手獲得自己滿意的成績，各

位能夠一路堅守初心，堅持參加完全年六關賽事非

常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下訓練空間及條件受限，

大家秉持越是困難越是迎難而上的精神，在太極武

術的一招一式中感受自己的進步和成長，感受武道

精神為各位在疫情下帶來向上、前進的正能量。他

鼓勵各位在未來繼續加油，在日復一日的修煉中強

健體魄，修為內心，身心健康，自在圓融。

闖關賽裁判長張穎衡師傅在致辭中表示，慈善杯闖關賽

在李暉師傅及基金會各位同仁的努力下舉辦完成全年

六關，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值得慶賀，作為裁判長看到

各類太極及武術的項目在每一關中得到推廣及發揚廣大、

傳承及推陳出新，看到後輩才俊一批批成長起來不斷

進步，心中自是充滿欣慰。無論是線上線下賽事，各位

運動員的精神面貌、服飾造型、動作力度細節等裁判組

都看在眼裡，也希望未來能夠看到各位在今年的基礎上

再接再厲。在賽事籌組上，我們也希望更多富有歷史及

地方特色的武術項目，例如龍型拳等，能夠加入到比賽

項目中讓更多人認識及學習，一代一代把這些寶貴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正如基金會主席李暉總結所言，《易經》中六十四卦

提到，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具有生生不息的涵義，

是指宇宙陽陰的開始。本年度慈善杯闖關賽以第六關

作為年度的終點，作為各位一年以來即使在疫情下

也不懈努力，一路過關斬將來到第六關的選手的年

度成績總結，正如太極的圓，終點亦是起點。非常

欣喜看到比賽即使在疫情下依然能夠持續下來，辦得

有聲有色，各位參賽選手亦不忘初心，堅持到底，被

各位的武道精神深深感動。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各樣

的困難與挑戰，比如歷時兩年半的疫情給全球60億人

帶來了各種難題，但習武之人，內心就是要有不斷

強化的信心及堅定意志，無論在練習過程中遇到傷病，

又或者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都一定不要忘記以

樂觀通達的心態，找到與自身所在的當下融合相處

的方式。這就是太極武術帶給我們每個人的不止身體

健康，更是心靈成長。

李暉表示，恭喜各位年度總分名列前茅的獲獎者，

也同樣為各位慈善杯的參賽者、關注者加油，希望

能在新一年的比賽中繼續見到各位，在今年的成績

上有更長足的進步，更上層樓，以今天的成功作為

新的起點，繼續前行。



拓展，包括能夠實現香港首個太極體育館的落成，讓

太極像其他運動一樣能夠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及重視，

也可以回饋社會更多人。您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當中太極

武術的推廣落地有何建議。

文：在急速的生活節奏中，尤其疫情時間及之後，香港

市民愈趨重視運動的重要性，愈發重視保有固定的

運動時間。同前文所言，應從青少年工作入手，廣設

學校講座，廣設興趣班，使其成為社會大眾的運動

習慣，而不是僅僅集中於中老年人群。如此一來，或

可促使政府重視太極及武術文化，建設太極及武術

體育館。落成後，相信可以形成正向循環，吸引更多

大衆學習太極，接觸太極，更能夠減低天氣不穩定對

練習太極及其他武術的影響，強身健體，自強不息，

為市民服務。

圖片來源：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292640/回歸祖國廿五周年文藝晚會

李暉主席率20多位基金會及太極中心青年共同參與

到七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文藝晚會」的

演出，通過太極武術等動作演繹彙編，與成龍大哥及

劉德華兩位巨星同場演繹《中華力量》、《中國人》等

滿載中華文化能量及民族自豪感的曲目。本次文藝

晚會演出陣容鼎盛，有超過七百人參加演出，包括著

名歌星藝人、香港三個旗艦藝團（香港中樂團、香港

管弦樂團和香港舞蹈團）、表演藝術界精英、來自不同

藝術和體育團體的年輕人以及合唱團成員等。晚會

由五個環節串連，分別是「同慶」、「同心」、「同

行」、「同夢」和「共未來」，展示香港回歸祖國25年

來的發展和故事。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廿 五 周 年 文 藝 晚 會

李：作為愛國英雄文天祥的後裔，您秉持正道發心及

善心成立「正氣慈善基金」，是否能為我們介紹一下

基金的宗旨和成立以來致力的工作方向。

文：正氣慈善基金取名自文天祥的名作《正氣歌》，

自然希望宣揚先祖文天祥的愛國精神，表達作為文氏

後人堅毅不屈的精神，透過進行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

慈善工作，向社會大眾普及「正氣」，以此「正氣」

化育萬物，建設和諧社會。正氣慈善基金成立之初多

專注於籌辦慈善音樂會，助力貧困兒童一完音樂夢。

近年來，香港受疫情所困，經濟及民生均受到一定

程度的打擊。作為正氣慈善基金主席，自覺不可袖手

旁觀，向方艙醫院捐贈物資，舉辦多場新田社區疫苗

接種日，專科醫生入村等等，期望改善新田的醫療

服務。未來，正氣慈善基金會將專注於新田的各項社區

工作，協助建設完善的社區服務設施，提升新田的

醫療、教育、法律等服務水平，為將來融入北部都會區

發展做好準備，提升新田居民生活質素。

李：除了正氣慈善基金主席，您還身兼大灣區聯合會

常務副會長、青晉義工團會長等多項社會團體職務，

在第五波疫情期間，您聯合正氣慈善基金會和青晉

義工團開展中醫義診服務，並為近100位新界村民免費

配送中藥及積極開展中醫義診。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未來

亦希望在中醫養生等方面進行推廣，您對中醫藥在

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什麼看法，中醫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

的一部分，可以怎麼讓更多人認識及接受。

文：中醫藥必定會與西醫共同組成香港未來的兩大醫

療服務。近年來，隨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

研究及推廣，中醫藥愈來愈受到社會重視，亦愈來愈

有規範。政府的中醫醫院亦將於2025年投入服務，

提供400張病床，設70間診症室，涵蓋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骨傷科、針灸科、專病服務及復康服務，

預計每年服務31萬人次。現時不少市民往往偏好以

中醫藥「醫小病」，調理身體，緩和長期病的症狀，

中醫醫院的落成足見中醫藥在香港人心目中有一定地

位，可以與西醫藥互補長短。既然是中華傳統文化，

自然有其韌性，方可流傳千年。弘揚文化，應著手於

從小培養，在中小學校甚至高等院校廣辦講座，介紹

中醫藥的正確知識，使其有深入且精確的了解，自然

願意接受中醫藥。

李：您在大灣區青年工作上貢獻良多，太極青年慈善

基金亦致力推動太極武術在大灣區內的交流及推廣，

計劃在疫情緩和後繼續與灣區內其他城市的武道同好

大家通過比賽、互訪等模式交流切磋。您認為太極

推廣如何能夠在更廣闊範圍內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士，

尤其是青少年喜愛，在強身健體的同時也能學習到更

多中華優秀文化。

文：推廣文化是潛而默化的工作， 武術是國家的寶貴

文化，我認為，有一個權威的機構去確保武術教練的

專業性及道德操守，是推廣中華武術的重要力量。

興趣需要從小培養，因此我積極與中小學合作，廣設

太極興趣班，青少年更早接觸太極、認識太極，成為

終身興趣。

 

李：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大計，太極

青年慈善基金亦希望在新界地區能夠未來有更長足的

正氣慈善基金主席、大灣區聯合會常務副

會長文嘉豪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祝賀各位

參加第六關闖關賽的選手獲得自己滿意的成績，各

位能夠一路堅守初心，堅持參加完全年六關賽事非

常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下訓練空間及條件受限，

大家秉持越是困難越是迎難而上的精神，在太極武

術的一招一式中感受自己的進步和成長，感受武道

精神為各位在疫情下帶來向上、前進的正能量。他

鼓勵各位在未來繼續加油，在日復一日的修煉中強

健體魄，修為內心，身心健康，自在圓融。

闖關賽裁判長張穎衡師傅在致辭中表示，慈善杯闖關賽

在李暉師傅及基金會各位同仁的努力下舉辦完成全年

六關，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值得慶賀，作為裁判長看到

各類太極及武術的項目在每一關中得到推廣及發揚廣大、

傳承及推陳出新，看到後輩才俊一批批成長起來不斷

進步，心中自是充滿欣慰。無論是線上線下賽事，各位

運動員的精神面貌、服飾造型、動作力度細節等裁判組

都看在眼裡，也希望未來能夠看到各位在今年的基礎上

再接再厲。在賽事籌組上，我們也希望更多富有歷史及

地方特色的武術項目，例如龍型拳等，能夠加入到比賽

項目中讓更多人認識及學習，一代一代把這些寶貴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正如基金會主席李暉總結所言，《易經》中六十四卦

提到，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具有生生不息的涵義，

是指宇宙陽陰的開始。本年度慈善杯闖關賽以第六關

作為年度的終點，作為各位一年以來即使在疫情下

也不懈努力，一路過關斬將來到第六關的選手的年

度成績總結，正如太極的圓，終點亦是起點。非常

欣喜看到比賽即使在疫情下依然能夠持續下來，辦得

有聲有色，各位參賽選手亦不忘初心，堅持到底，被

各位的武道精神深深感動。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各樣

的困難與挑戰，比如歷時兩年半的疫情給全球60億人

帶來了各種難題，但習武之人，內心就是要有不斷

強化的信心及堅定意志，無論在練習過程中遇到傷病，

又或者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都一定不要忘記以

樂觀通達的心態，找到與自身所在的當下融合相處

的方式。這就是太極武術帶給我們每個人的不止身體

健康，更是心靈成長。

李暉表示，恭喜各位年度總分名列前茅的獲獎者，

也同樣為各位慈善杯的參賽者、關注者加油，希望

能在新一年的比賽中繼續見到各位，在今年的成績

上有更長足的進步，更上層樓，以今天的成功作為

新的起點，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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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氣慈善基金主席、大灣區聯合會常務副

會長文嘉豪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祝賀各位

參加第六關闖關賽的選手獲得自己滿意的成績，各

位能夠一路堅守初心，堅持參加完全年六關賽事非

常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下訓練空間及條件受限，

大家秉持越是困難越是迎難而上的精神，在太極武

術的一招一式中感受自己的進步和成長，感受武道

精神為各位在疫情下帶來向上、前進的正能量。他

鼓勵各位在未來繼續加油，在日復一日的修煉中強

健體魄，修為內心，身心健康，自在圓融。

闖關賽裁判長張穎衡師傅在致辭中表示，慈善杯闖關賽

在李暉師傅及基金會各位同仁的努力下舉辦完成全年

六關，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值得慶賀，作為裁判長看到

各類太極及武術的項目在每一關中得到推廣及發揚廣大、

傳承及推陳出新，看到後輩才俊一批批成長起來不斷

進步，心中自是充滿欣慰。無論是線上線下賽事，各位

運動員的精神面貌、服飾造型、動作力度細節等裁判組

都看在眼裡，也希望未來能夠看到各位在今年的基礎上

再接再厲。在賽事籌組上，我們也希望更多富有歷史及

地方特色的武術項目，例如龍型拳等，能夠加入到比賽

項目中讓更多人認識及學習，一代一代把這些寶貴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正如基金會主席李暉總結所言，《易經》中六十四卦

提到，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具有生生不息的涵義，

是指宇宙陽陰的開始。本年度慈善杯闖關賽以第六關

作為年度的終點，作為各位一年以來即使在疫情下

也不懈努力，一路過關斬將來到第六關的選手的年

度成績總結，正如太極的圓，終點亦是起點。非常

欣喜看到比賽即使在疫情下依然能夠持續下來，辦得

有聲有色，各位參賽選手亦不忘初心，堅持到底，被

各位的武道精神深深感動。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各樣

的困難與挑戰，比如歷時兩年半的疫情給全球60億人

帶來了各種難題，但習武之人，內心就是要有不斷

強化的信心及堅定意志，無論在練習過程中遇到傷病，

又或者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都一定不要忘記以

樂觀通達的心態，找到與自身所在的當下融合相處

的方式。這就是太極武術帶給我們每個人的不止身體

健康，更是心靈成長。

李暉表示，恭喜各位年度總分名列前茅的獲獎者，

也同樣為各位慈善杯的參賽者、關注者加油，希望

能在新一年的比賽中繼續見到各位，在今年的成績

上有更長足的進步，更上層樓，以今天的成功作為

新的起點，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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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樂協會在7-8月舉辦「仲夏

保健養生小組」，通過註冊

中醫師、註冊營養師關於養生

諮詢、穴位按摩、健康食療、

筋絡運動等內容的分享，增進

學員的養生知識、舒緩生活

壓力、促進身心健康。基金會

派出教練呂家寶7月15日參與該課程義務教學，帶領學員

共同學習「舒心平血功」。

進校園術

6月25日瑪歌瑞特國際幼兒園邀

請基金會在傳統文化開放日當日

到校園舉辦親子太極活動，基金會

教練曾梓維親切教導小朋友從

簡單動作做起，蹲在小朋友當中

耐心講解動作的要領，受到小朋

友及家長的歡迎及好評。基金會

未來還將繼續參與到更多服務社群的公益項目當中，

務求讓更多青年人、更多家庭能夠接觸到太極，享受

學習太極帶來的身心裨益。

進社區



能夠取勝，按武術賽事當中評分機制有分步型分和

難度分，自己主要不是主攻難度分，不以動作的超高

難度取勝，反而基本功，一步一個腳印的紮實每一個

動作，打出自己的風格和水平，也是武道精神的體現。

談到未來發展方向，沛林表示自己希望繼續在成為

專業運動員的道路上不斷前行，想成為像兒時喜歡的

武打明星成龍、李連杰一樣的武林模範。他說雖然

社會上大家認為武打明星好像都是花拳繡腿，沒有

實在的功底，但其實作為內行人他看得出來，以前的

明星都是有真的功夫底蘊的。說到現在的青年同齡人，

他也看到社會上大家比較推崇唱歌跳舞等才藝節目，

許多同齡人也喜好打機、電競等，沒有太多同齡人

願意加入學武的行列。他希望

自己未來如果能夠出道成為動

作演員，也是在為這一行繼

續推廣出一份力。

就讀中三的余沛林回憶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接觸太極

武術，已經有6年的練武經歷。他記得小時候和家人

一起看成龍、李連杰的電影，自己很喜歡武打的同時，

家人亦幫自己在學校挑選運動項目的時候選擇了武術。

學習一段時間之後，學校教練蘇教練也覺得自己有

潛質，於是在初中時候引薦自己加入港隊，在更為

嚴格的要求下苦練基本功。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6-

9點到體院練武，每天的學習強度都非常大。在南拳上

不斷精進的同時，沛林也開始不斷參加各種比賽。

第一次參加在九龍公園舉行的賽事即獲得第三名，但

他笑言對手更道高一尺，特別記得有選手上來就是

一個後空翻。在自己的不斷苦練之下，到2019年的

同一賽事上自己終於獲得第一個冠軍。他認為自己

余沛林青年英姿

聚焦

正氣慈善基金主席、大灣區聯合會常務副

會長文嘉豪在視頻致辭中表示，祝賀各位

參加第六關闖關賽的選手獲得自己滿意的成績，各

位能夠一路堅守初心，堅持參加完全年六關賽事非

常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下訓練空間及條件受限，

大家秉持越是困難越是迎難而上的精神，在太極武

術的一招一式中感受自己的進步和成長，感受武道

精神為各位在疫情下帶來向上、前進的正能量。他

鼓勵各位在未來繼續加油，在日復一日的修煉中強

健體魄，修為內心，身心健康，自在圓融。

闖關賽裁判長張穎衡師傅在致辭中表示，慈善杯闖關賽

在李暉師傅及基金會各位同仁的努力下舉辦完成全年

六關，非常不容易也非常值得慶賀，作為裁判長看到

各類太極及武術的項目在每一關中得到推廣及發揚廣大、

傳承及推陳出新，看到後輩才俊一批批成長起來不斷

進步，心中自是充滿欣慰。無論是線上線下賽事，各位

運動員的精神面貌、服飾造型、動作力度細節等裁判組

都看在眼裡，也希望未來能夠看到各位在今年的基礎上

再接再厲。在賽事籌組上，我們也希望更多富有歷史及

地方特色的武術項目，例如龍型拳等，能夠加入到比賽

項目中讓更多人認識及學習，一代一代把這些寶貴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正如基金會主席李暉總結所言，《易經》中六十四卦

提到，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具有生生不息的涵義，

是指宇宙陽陰的開始。本年度慈善杯闖關賽以第六關

作為年度的終點，作為各位一年以來即使在疫情下

也不懈努力，一路過關斬將來到第六關的選手的年

度成績總結，正如太極的圓，終點亦是起點。非常

欣喜看到比賽即使在疫情下依然能夠持續下來，辦得

有聲有色，各位參賽選手亦不忘初心，堅持到底，被

各位的武道精神深深感動。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各樣

的困難與挑戰，比如歷時兩年半的疫情給全球60億人

帶來了各種難題，但習武之人，內心就是要有不斷

強化的信心及堅定意志，無論在練習過程中遇到傷病，

又或者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都一定不要忘記以

樂觀通達的心態，找到與自身所在的當下融合相處

的方式。這就是太極武術帶給我們每個人的不止身體

健康，更是心靈成長。

李暉表示，恭喜各位年度總分名列前茅的獲獎者，

也同樣為各位慈善杯的參賽者、關注者加油，希望

能在新一年的比賽中繼續見到各位，在今年的成績

上有更長足的進步，更上層樓，以今天的成功作為

新的起點，繼續前行。

(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鳴

「修心圓融」 (HK$100,000) 李暉、陳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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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TAI CHI YOUTH CHARITABLE FOUNDATION
慈善基金

主辦

公
益
課

費用全免
歡迎有興趣人士參與

課程由香港太極青年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善長全額資助

2882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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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hktcyc.org www.hktc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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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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