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函

機關地址：806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路 34 號
聯 絡 人：邵佩翱 0929578759 07-6252333
聯絡方式：李永居 0928151389
許榮泰 0931179121
聯絡電話：07-8232888 07-8217101
傳
真：07-8232888
電子郵件：taiji_chen_kh@yahoo.com.tw

受文者：各協支分會及團體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0 日
發文字號：高市陳登字第 1050820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經費概算表 實施計畫暨競賽規程

主旨：本協會主辦 2016 年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敬請轉知所
屬會員踴躍報名參賽，恭請查照。
說明：本協會民國 10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一天主辦 2016 年台灣盃
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邀請國內外對太極拳有興趣者，均可
組隊報名參加。
地點：高雄市體育處技擊館東館(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96 號)

正本：各協支分會及團體
副本：本會存查

理事長 李進登

2016 年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
2016 TAIWAN CUP CHEN’s TAI CHI CHU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實施計劃暨競賽規程
EXECUTION PLAN AND GUIDELINES OF COMPETITION

一、宗

旨：在國際上，台灣亦肩負提升地球村全體公民健康之責。為提升陳氏太極拳國際水準及
增進全民學習太極拳之興趣及健康，特舉辦 2016 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以普
及全民太極拳運動。
為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及文化交流，特別舉辦此國際賽事並廣邀世界各地陳氏太極拳愛
好者，前來台灣切磋比賽競技，使得陳氏太極拳更壯大發揚，希望陳氏太極拳愛好者共
襄盛舉。
二、辦理單位：
1.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議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台灣太
極拳總會。
2.主辦單位：高雄市體育處、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陳太極拳發展協會。
3.承辦單位：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世界太極拳協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台灣分會、
高雄前鎮區體育會。
4.協辦單位：陳信瑜議員服務處、陳其邁立委服務處、李昆澤立委服務處、 管碧玲立委服務處、
許智傑立委服務處、趙天麟立委服務處、林岱樺立委服務處、賴瑞隆立委服務處、經
濟部自來水公司、中國鋼鐵公司、前鎮區區公所、小港區區公所、陳小旺在台弟子聯
誼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劉貴忠分會、世界陳小旺太極拳總會新竹分會、高雄市
陳氏世傳太極拳協會、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復興分會、第九支會、民生分會、台北市
木柵陳氏太極拳協會、中華陳長興太極拳研究發展協會、新北勢陳氏太極拳協會、新
北市陳氏太極拳氣功協會、陳家溝太極拳協會、台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台中市沙鹿區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彰化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
會、中華武當趙堡太極拳總會、中觀陳氏太極拳協會、屏東縣陳氏太極拳協會、陳小
旺太極拳術研究會、高雄市李派太極拳發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生命動能協會、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辦公處。
三、參賽資格 Qualification of Competitor：
凡對陳式太極拳有興趣者，不分國內外人士，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Whoever and wherever is interested in Tai Chi Chuan。
四、比賽日期 Competition Date：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3 日（日），計一天 13th November 2016。
五、比賽地點 Venue：高雄市體育處技擊東館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96 號）。
Martial Art Stadium East Hall
(No.96, Zhongzheng 1st Rd., Lingya Dist., Kaohsiung City 802, Taiwan (R.O.C.)）.

六、報名方式 Entry：
1.報名地點及辦法
(1)網路報名表可至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下載錦標賽簡章，及報名表可傳真至：07-8232888
或電子信箱 taiji_chen_kh@yahoo.com.tw，http://www.taiji-chen-kh.org.tw
Guidelines of Competion and Entry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ttp://www.taiji-chen-kh.org.tw,

The Entry Form can be sent by Fax 07-8232888 or email taiji_chen_kh@yahoo.com.tw.

2.(1)凡參加個人賽之選手應繳二吋半身照片二張，領隊、教練、管理等隊職員應繳一張。以上均
應填寫報名表。
(2)套路個人部分，毎一賽員限報名兩項，一項拳架、一項器械，學生組報名時，須附學生證影
印本。社會組報名時，須附身分證影印本。
3.報名地點 Entry venue：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高雄市前鎮區漁港路 34 號）
電話：0928151389、07-8217101、07-8232888
傳真：07-8232888（請來電告知轉換）
4.報名日期 Entry Date：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25 日止（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Entry deadline 25th October 2016。
5.報名費用 Fee：一律採郵政劃撥付費：劃撥收據影本與報名表應同時寄奕（勿傳真）：（高雄市
前鎮區漁港路 34 號）
郵政劃撥帳號：42199061
戶名：高雄市陳氏太極拳協會
(1)套路、器械個人組毎人毎項 500 元 Individual (Form and Weapon):TWD500/person/item
(2)團體套路及器械毎隊、毎項、繳交 1,000 元報名費 Group: TWD1,000/team/item。
6.抽籤日期：10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下午一點於本協會舉行。
7.抽籤地址：高雄市前鎮區漁港路 34 號。屆時未派代表出席之單位，則由
主辦單位代為抽定。
8.報到時間：105 年 11 月 13 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整。(中正技擊館)
9.裁判會議：105 年 11 月 13 日上午八時於比賽會場會議室。
10.領隊會議：105 年 11 月 13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九時整於比賽場地舉行。
七、參加資格與分組：（凡對陳式太極拳有興趣者，不分國內外人士均可組隊參加）
組別：
1.長青男子組（55 歲，民國 50 年（含）以前出生者）
2.長青女子組（55 歲，民國 50 年（含）以前出生者）
3.社會男子組（55 歲以下，民國 51 年（含）以後出生者）
4.社會女子組（55 歲以下，民國 51 年（含）以後出生者）
5.學生組，高中、國中、國小(大學列入社會組)
八、比賽項目及時間：
1.套路個人賽（另增加 60 歲以上男、女長青）
(1)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時間 6-7 分鐘。
(2)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時間 3-4 分鐘。
(3)陳氏 38 式太極拳，時間 5-6 分鐘。
(4)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時間 5-6 分鐘。
(5)陳氏太極拳新架二路，時間 4-5 分鐘。
(6)陳氏 56 式太極拳，時間 5-6 分鐘。
(7)趙堡忽雷架，時間 5-6 分鐘。
(8)趙堡和式架，時間 5-6 分鐘。
(9)陳氏 48 式太極拳，時間 6-7 分鐘。
(10)陳氏傳統老架（老架一路前之套路），時間 6-7 分鐘。
(11)陳氏太極拳混元架，時間 6-7 分鐘。
(12)陳氏小架，時間 4-6 分鐘。

(13)老式精要 13 式，時間 4-5 分鐘。
(14)老架基礎 24 式，時間 3-4 分鐘。
(15)陳氏精要 18 式太極拳，時間 4-5 分鐘。
(16)其他陳氏太極拳套路，時間 3-7 分鐘。
（凡同一套路６個單位以上報名參賽，均可單獨成立為一種競賽項目）。
2.套路團體賽（毎隊可派 5-10 人，男女不拘、不得有口令，可自行配樂）。
(1)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時間 6-7 分鐘。
(2)陳氏太極拳老架二路，時間 3-4 分鐘。
(3)陳氏 38 式太極拳，時間 5-6 分鐘。
(4)陳氏太極拳新架一路，時間 5-6 分鐘。
(5)陳氏太極拳新架二路，時間 4-5 分鐘。
(6)陳氏 56 式太極拳，時間 5-6 分鐘。
(7)趙堡忽雷架，時間 5-6 分鐘。
(8)趙堡和式架，時間 5-6 分鐘。
(9)陳氏 48 式太極拳，時間 6-7 分鐘。
(10)陳氏傳統老架（老架一路前之套路），時間 6-7 分鐘。
(11)陳氏太極拳混元架，時間 6-7 分鐘。
(12)陳氏小架，時間 4-6 分鐘。
(13)老精要 13 式，時間 4-5 分鐘。
(14)老架基礎 24 式，時間 3-4 分鐘。
(15)陳氏精要 18 式太極拳，時間 4-5 分鐘。
(16)其他陳氏太極拳套路，時間 3-7 分鐘。
（凡同一套路６個單位以上報名參賽，均可單獨成立為一種競賽項目）。
3.器械個人賽：
(1)太極器械，時間 1-4 分鐘以內（凡同一器械有六個人報名參賽時，均可單獨成為一種競
賽項目）
4.器械團體賽：
毎隊可派代表 5-7 人（男女不拘），比賽開始至完畢，皆不得有口令，何可自行配樂。
(1)太極器械，時間 1-4 分鐘以內（凡同一器械有四縣以上之個人報名參賽時，均可單獨成
為一種競賽項目）。以上各項，不含出入場時間。
5.套路比賽：
(1)各組報名人數，個人組超過 20 名，團體組超過十三隊時，可分兩組比賽。
(2)依主辦單位安排比賽順序出場比賽。
九、比賽規則：
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定之太極拳規則，規則中未盡之事宜，於領隊會
議中說明或由仲裁委員會解釋。
十、獎勵：
(1)個人賽按參加人數錄取名次，10 人以上錄取前六名，8~9 人錄取前五名，6~7 人錄取前
四名，4~5 人錄取前二名，頒發獎盃、獎狀，以資鼓勵。比賽未達 4 人以上時，主辦單位
得依狀況合併或取消比賽。
(2)團體賽各項十隊以上取前六名，八至九隊（含）錄取前五名，六至七隊（含）錄取前四
名，四至五隊（含）錄取前二名，分別頒發獎盃及獎狀。

(3)套路、器械學生組 7 人以上取前 6 名。6~5 人取前 4 名，3 人~4 人取前 2 名，分別頒發
獎盃及獎狀。不足 3 人主辦單位得依狀況合併或取消比賽。
十一、其他：
(1)大會供應賽員及隊職員午餐便當、茶水。
(2)比賽期間各隊交通、請自行負責。
(3)比用服裝器械請自備。
十二、須知事項：
(1)凡參加之各單位隊職員應按指定之位置參觀休息，比賽場地除各該場次之賽員、教練、
護理人員以外，均不得進入場內。
(2)各場次比賽時間、場地均編於秩序冊，大會如有變更則以當時決定為準。
(3)賽員毎次出場比賽，應攜帶賽員證備查，如與賽對手要求核對而提不出證明者，不得參
加該場比賽。
(4)賽員應於賽前三十分鐘接受撿錄。
(5)賽員如有冒名頂替或不法情事，應取消其比賽資格，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6)為維護團榮譽，各單位領隊請督促所屬參賽者，切實遵守大會規定，維持會場順序。
十三、申訴：如在比賽中發生爭論，必須在該場比賽結束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但需繳交保證金五
千元（勝訴時保證金全數退還，敗訴時保證金全數充公）
十四、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大會之會議決定改之。

2016 年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
團體報名表
請勾選組別一項，比賽項目一項或兩項（拳架及器械）
：
比 賽 項 目
□ 老架一路
□ 混元架
□ 砲捶（老架二路）
□ 陳氏小架
□ 陳氏 38 式
□ 老架精要 13 式
□ 新架一路
□ 老架基礎 24 式
□ 新架二路
□ 陳式精要 18 式
□ 陳氏 56 式
□ 其他陳氏太極拳套路
器械：
□ 趙堡忽雷架
□ 陳氏太極單劍
□ 趙堡代理架
□ 太極刀
□ 陳氏 48 式
□ 其他太極器械：_______________
□ 傳統老架（老架一路前之套路）
單位

電話

地址
E-mail
領隊
姓名

電話
全隊便當總數
葷：__________人
素：__________人
代訂便當數量
葷：_____人
素：_____人

（郵政劃撥收據影本黏貼處）

團體名稱：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1.

4.

7.

10.

2.

5.

8.

11.

3.

6.

9.

12.

姓名

2016 年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
個人報名表
請勾選組別一項，比賽項目一項或兩項（拳架及器械）
：
比 賽 項 目
□ 老架一路
□ 混元架
□ 砲捶（老架二路）
□ 陳氏小架
□ 陳氏 38 式
□ 老架精要 13 式
□ 新架一路
□ 老架基礎 24 式
□ 新架二路
□ 陳式精要 18 式
□ 陳氏 56 式
□ 其他陳氏太極拳套路
器械：
□ 趙堡忽雷架
□ 陳氏太極單劍
□ 趙堡代理架
□ 太極刀
□ 陳氏 48 式
□ 其他太極器械：
□ 傳統老架
_______________
（老架一路前之套路）

請服貼兩吋
半身
照片二張

組 別
個人賽：
長青組：□
社會組：□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男
男
男
男
男

□
□
□
□
□

女
女
女
女
女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年

電話

（

月

日

）

（郵政劃撥收據影本黏貼處）
手機
E-mail

便當

□ 葷 □ 素

地址
單位

同 意 書
貴弟子
參加第十一屆臺灣盃陳氏太極拳全國錦標賽，因未滿十八歲之
選手，按大會規定，須取得監護人同意簽名。
監護人簽名：
附註：1.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2.表格請務必詳細填寫。
3.參賽學生者必須攜帶學生證備查。
4.參賽長青組者必須攜帶身份證備查。

2016 年台灣盃陳氏太極拳國際錦標賽
個人賽報名總表
單位

電話

全隊便當總數
葷：__________人
素：__________人
代訂便當數量
葷：_____人
素：_____人

地址
E-mail
領隊姓名
編號

電話
選手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註：1.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2.參賽學生者必須攜帶學生證備查。
3.參賽長青組者必須攜帶身份證備查。

參加項目

參加組別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