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 

宝得利杯2017第四届台湾国际武术文化节 
 

    大会荣誉主席:吴  彬        大 会 主 席 :刘会进           

大会荣誉会长:王培锟        大会荣誉会长:江百龙 

大会荣誉会长:张有峰        大会名誉会长:王世泉 

    大会名誉会长:潘小杰        大会名誉会长:曹茂恩         

   大会名誉会长:王子臣        大會名譽主任:李巧玲 

一、 竞赛日期和地点 

 2017年 07月27日 -- 30日      屏东县立体育场  

 2017年 07月28日上午7:00至8:00办理散打报到 8:30过磅 9:00开赛 

    2017年 07月28日晚上 18:00  宝得利杯2017第四届台湾国际武术文化节欢迎晚宴 

    2017年 07月29日            上午7:00至8:00办理武术报到 散打8:30过磅  

                                9:00开赛 

    2017年 07月29日            上午7:00至8:00办理报到 中午 12:00开幕式 

 2017年 07月29日30日        上午8:00至8:30领队裁判会议 8:30武术赛事开始 

 

 

二、 主办单位：中华洪门武术联盟 

合办单位：屏东县政府 

指导单位：中华全球洪门联盟 

承办单位：高雄市洪门武术协会、厦门中和武术馆、屏东县体育会国术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洪门五圣山、吴钟八极拳研究会、青岛市精英武术馆、 

          福建万籁声六合自然门功夫研究会、福建省龙威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五祖拳协会、厦门高殿武术馆、中国厦门万鹭武术馆、 

               漳州云霄励道健身俱乐部、鑫康旅行社有限公司 

           

           

 

           

 

 

 

 

 



参加办法： 

  各省市业余体校、武术馆校、各高校及社会团体、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三、 竞赛规程 

（一） 竞赛分组： 

1、 套路年龄分组： 

A 组:7周岁以下    B 组: 8岁-11岁    C 组:12岁-15岁    D 组:16岁-20岁 

E 组:21岁-25岁    F 组:26岁-30岁    G 组:31岁-35岁    H 组:36岁-40岁 

I 组:41岁-45岁     J 组:46岁-50岁    K 组:51岁-55岁    L 组:56岁-60岁 

M 组:61岁-65岁    N 组:66岁-70岁    P 组:71岁以上 

（二） 竞赛项目、级别分类： 

1、 套路竞赛项目  

 

拳  术： 

H001 五步拳 H002 初级一路 H003 初级二路 H004 初级三路 

H005 国际竞赛套路一路 H006 国际竞赛套路二路 H007 国际竞赛套路三路 H008 少年规定拳 

H009 自选拳 H010 规定南拳 H011 自选南拳 H012 形意拳 

H013 八卦掌 H014 八极拳 H015 少林拳 H016 连环拳 

H017 七星拳 H018 通臂拳 H019 通背拳 H020 罗汉拳 

H021 劈挂拳 H022 武当太乙游龙拳 H023 翻子拳 H024 象形拳 

H025 地躺拳 H026 查拳 H027 花拳 H028 华拳 

H029 炮拳 H030 红拳 H031 小洪拳 H032 大洪拳 

H033 童子功 H034 五祖拳 H035 金刚拳 H036 木兰拳 

H037 咏春拳 H038 心意六合拳 H039 螳螂拳 H040 六合自然门 

H041 地术拳 H042 其它传统拳术   

 

太极拳： 

F001  陈式太极拳(竞) F002  杨式太极拳(竞) F003  吴式太极拳(竞) F004  武式太极拳(竞) 

F005  孙式太极拳(竞) F006  18 式太极拳(竞) F007  24 式太极拳(竞) F008  32 式太极拳(竞) 

F009  36 式太极拳(竞) F010  42 式太极拳(竞) F011  48 式太极拳 F012  56 式太极拳 

F013  陈式太极拳(传) F014  杨式太极拳(传) F015  吴式太极拳(传) F016  武式太极拳(传) 

F017  孙式太极拳(传) F018  武当太极拳 F019  李式太极拳 F020  混元太极拳 

F021  杨式内功老六路 F022  太极五星锤 F023  赵堡太极拳 F024  龙身蛇行太极拳 

F025  其它太极拳类    

 

 

 

 

 

 

 



器  械： 

G001 初级刀术 G002 初级枪术 G003 初级棍术 G004 初级剑术 

G005 国际竞赛刀术一路 G006 国际竞赛刀术二路 G007 国际竞赛刀术三路 G008 国家规定枪术一路 

G009 国际竞赛枪术二路 G010 国际竞赛枪术三路 G011 国际竞赛棍术一路 G012 国际竞赛棍术二路 

G013 国际竞赛棍术三路 G014 国际竞赛剑术一路 G015 国际竞赛剑术二路 G016 国际竞赛剑术三路 

G017 自选刀术 G018 自选枪术 G019 自选棍术 G020 自选剑术 

G021 南刀 G022 南棍 G023 传统器械长 G024 传统器械短 

G025 传统器械软 G026 传统器械双 G027 传统器械单 G028 木兰剑 

G029 木兰扇 G030 木兰器械 G031 拂尘 G032 龙鞭 

G033 大刀 G034 双节棍（单） G035 双节棍（双） G036 双刀 

G037 双剑 G038 双枪 G039 双鞭 G040 其他器械 

 

太极器械： 

K001  太极器械刀 K002 太极器械剑 K003  32 式太极剑 K004  42 式太极剑 

K005  56 式太极剑 K006 杨式传统太极剑 K007  陈式传统太极剑 K008  吴式传统太极剑 

K009  孙式传统太极剑 K010 武当太极剑（49 式） K011  太极长穗剑 K012  其他式太极剑术 

K013  杨式传统太极刀 K014 吴式传统太极刀 K015  孙式传统太极刀 K016  陈式传统太极刀 

 

健身气功： 

M001 易筋经 M002 五禽戏 M003 六字诀 M004 八段锦 

M005 马王堆 M006 健身功法 M007 大舞 M008 武术操 

M009 太极养生丈 M010 其他气功 M011 福满乾坤 M012 天清地泰 

M013 吉祥如意 M014 和谐之光 M015 五运亨通 M016 德润心田 

M017 八福祥瑞 

M018 九州岛岛岛岛同

春 M019 慧海福源 M020 古月派太极健身操 

 

集体项目： 

N001 集体拳术 N002 集体器械 N003 集体太极拳 N004 集体太极器械 

N005 集体木兰拳 N006 集体木兰器械 N007 心意六合拳  

 

对  练： 

C001 徒手对练 C002 器械对练 C003 器械徒手对练  

 

 

 

 

 



 

赛会日程安排 

时间：2017 年 07 月 27 日-31 日 

地点：屏东县立体育馆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07 月 27 日 机场接机/码头接船 各队报到，领取参赛资

料和纪念物品 

各队报到，领取参赛资

料和纪念物品 

07 月 28 日 2017 首届台湾国际

散打锦标赛 

2017 首届台湾国际散打

锦标赛 

欢迎晚宴 

07 月 29 日 开幕式、武术赛事 

散打赛事 

武术赛事、散打赛事国

际武术名家汇演颁奖 

武术赛事 

散打赛事 

07 月 30 日 太极拳赛事 

太极拳推手赛事 

太极拳赛事 

太极拳推手赛事 

太极拳赛事 

太极拳推手赛事 

闭幕式 

07 月 31 日 交流拜访武术单位 旅游 专车送往机场 

 

赛事内容 

   （一）个人项目:含南北派武术、太极拳等各种单练、拳术和器械的个人项目 

   （二）健身气功、健身功法、绝技功力展示赛（项目见附表 2） 

   （三）太极拳推手 

   （四）武术散打 

    

参加办法 

   （一）各国家、地区武术及相关协会、团体、个人均可组队或个人参赛。 

  （二）参赛队可报领队、教练各 1 人，运动员男、女人数不限。16 人（含）以上的参 

        赛团队可报随队裁判 1 人。报名 16 人免 1 人来台湾落地费用。 

（三）套路比赛运动员每人参赛项目不得少于两项单项。 

（四）集体项目须报 5 人（含）以上。 

（五）团体：代表队人数超过 15（武术）人，即可参加团体总分积分评选。 

  （六）运动员年龄、健康状况均由各代表队自己审核，以报名单上盖章，或签在字后 

       确认。如因年龄不实，一经查出则取消该运动员竞赛资格。竞赛期间因健康情况 

       而引发的伤病等，均由各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费用自理。参赛运动员请自行办 

       理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七）参赛人员均须签署《安全责任声明》（附件），未签署的选手不能参赛。 

  （八）代表队和个人均可申报参加名家表演项目，闭幕式名家表演专场设特别表演金 

        奖、银奖、铜奖的评选。 

    (九)大赛设 武术推广贡献奖 对宣传、组织达到 20 人以上选手参加本届赛会，有特 

        殊贡献的组或是个人进行表彰，在开幕典礼上由主礼嘉宾颁发锦旗和证书 

 



 

 

 

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赛、集体项目赛、团体赛。  

（二）套路比赛竞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传统武术竞赛

办法》和本规程有关补充规定。 

（三）健身气功赛竞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审定的《健身气功交

流展示竞赛评分方法与标准》和本规程有关补充规定。 

（四）太极拳推手竞赛规则采用台湾国际武术文化节《首届国际太极拳推手精英大赛 

 规则》 

（五）武术散打竞赛规则采用《2015 年国际散打竞赛规则》 

  

比赛时间规定 

1. 单练项目：2 分钟以内 

2. 太 极 拳：6 分钟以内 

3. 太极器械、木兰拳械：4 分钟以内 

4. 对练项目：1 分钟以内；太极类 3 分钟以内 

5. 集体项目：武术套路、健身气功、（限 5 人以上）6 分钟以内（可配乐） 

6. 太极拳推手:定步推手每局比赛 1 分钟三局两胜制、活步推手每局比赛 2 分钟三局两

胜制 

7. 武术散打:三局两胜制，每局比赛 2 分钟（青年 比赛和少年比赛采用 1 分 30 秒），

局间休息 1 分钟。 

 

录取名次 

（一）武术套路锦标赛：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按国内、外分别录取。 

单练项目：按组别、项目，男、女分别录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其颁发奖牌、证书。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其颁发证书。 

     对练项目：分别录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颁发奖牌、证书。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其颁发证书。 

     集体项目：男、女分别录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颁发奖牌、证书。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其颁发证书。 

 

比赛服装、器械 

（一）参赛选手必须穿与参赛项目相符的各类服装参加比赛和表演。 

（二）比赛服装、比赛器材由参赛选手自备。 

 

咨询方式: 

 

海外联系人:刘大立 

大陆电话:+86-18559101585      

台湾电话:+886-986071130  +886-971258726 

微信号码: 1307713838 

Q Q 号码: 1307713838 

电子邮箱: 1307713838@qq.com  liutali888@hotmail.com 

mailto:liutali888@hotmail.com


 

    国内联系人:林耀辉 

   大陆电话:13924609477  

   微信号码:18017248066 

   邮箱：1463912334@qq.com 

 

   国内联系人:曹玲忠 

   大陆电话:13806009898  

   微信号码:13806009898 

   邮箱：zhangluhui@winmail.cn 
 

报名办法及收费标准 

 

赛事报名费如下: 

在台湾期间自行安排者: 

 

报名费 380\人，会务费 180\人(参加赛事活动相关费用)，项目费 360 元\项（单项）、200 元\人（集体），武术项目每

人必须参加 2 项单项 

 

收费标准 

 

(一) 随大会住宿的人员 

1. 报名费￥380 元/人，会务费￥180 元/人(参加赛事活动相关费用)。 

2. 五天四晚五花酒店费用︰￥3020 元/人 (含早餐+随车导游人员，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不含领队)；各

队伍领队五天四晚五花酒店费用︰￥2320 元/人 

3. 八天七晚五花酒店费用：￥3950 元/人 (含早餐+台湾景点旅游+随车导游人员，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

不含领队) ； 各队伍领队八天七晚五花酒店费用：￥3250 元/人 

4. 五天四晚高雄三凤宫庙宇禅舍经济通铺项目(限额 200名)费用：￥2000元/人 (含早斋+随车导游人员，

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不含领队)  限商务签自由行签证报名 

   各队伍领队五天四晚高雄三凤宫庙宇禅舍经济通铺费用：￥1300 元/人，限商务签自由行签证报名 

以上方案费用包含: 

1:来台湾住宿、保险、接驳车、随车导游人员、早餐 

2:免费 2 个单项、1 个对练、1 个集体或散打/太极推手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入住时间(7 月 27 日~7 月 31 日)12 点准时订、退房，全款订房。 

※备注︰入住时间可依照机票时间调整 

※备注︰需包含午晚餐请报名时注明，五天四晚午晚餐费用 440 元/人，八天七晚午晚餐费用 660 元/  

        人/(两餐夜市餐自理) 以队伍团队为单位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 300 元/人 

※备注︰需大会组委会协助来台湾机票，请洽组委会协助办理 

※备注：禅舍通铺有 15 人一室、24 人一室、31 人一室、34 人一室通铺且含中式早斋，经济实惠。 

        限商务签自由行签证报名 

(二) 跟随大会住宿人员待遇及优惠条件 

1. 随大会在台湾期间的交通费。 

2. 大会免费提供四个武术套路比赛项目分别是︰两个单练、一个对练、一个集体，此四项不可互换；

散打运动员赠送一个散打项目；太极推手运动员赠送两个项目：活步推手、定步推手。 

※备注︰超项者单项和对练各加收 ￥360 元/项/人，集体加收￥200 元/项/人 



※备注:因各地航班问题可以调整出发日期 

(三) 不随大会住宿人员(自由行人员)报名条件︰ 

1. 报名费︰￥380 元/人，会务费￥180 元/人(参加赛事活动相关费用)。 

2. 单项及对练项目费︰￥360 元/项(至少申报两个项目)、集体项目费︰￥200 元/人/项。 

3. 散打项目费︰儿童组、少儿组、少年组￥480 元/项，成年组￥580 元/项。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300 元/人 

※备注︰需大会组委会协助来台湾机票，请洽组委会协助办理 

 

五天四晚五花酒店 (含早餐+随车导游人员，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不含领队) 

项目 

身份 

报名费 会务费 项目费 五花酒店 费用合计(元) 

运动员 380 180 免 2 个单项、 

1 个对练、1 个集体 

或散打/太极推手 

3020 3580 

非运动员 380 180 无 3020 3580 

各队领队/

教练 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2880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入住时间(7 月 26 日~7 月 30 日) 15 点后进房、12 点前退房。 

※备注︰入住时间可依照机票时间调整 

※备注︰需包含午晚餐请报名时注明，五天四晚午晚餐费用 440 元/人。以队伍团队为单位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 300 元/人。 

※备注︰需大会组委会协助来台湾机票，请洽组委会协助办理。 

 

八天七晚五花酒店 (含早餐+台湾景点旅游+随车导游人员，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不含领队) 

项目 

身份 

报名费 会务费 项目费 五花酒店 费用合计(元) 

运动员 380 180 免 2 个单项、1 个对练、1

个集体或散打/太极推手 

3950 4510 

非运动员 380 180 无 3950 4510 

各队领队/

教练 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3810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入住时间(7 月 26 日~7 月 30 日) 15 点后进房、12 点前退房。 

※备注︰入住时间可依照机票时间调整 

※备注︰需包含午晚餐请报名时注明，八天七晚午晚餐费用 660 元/人/(两餐夜市餐自理) 

        以队伍团队为单位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 300 元/人。 



※备注︰需大会组委会协助来台湾机票，请洽组委会协助办理。 

 

五天四晚高雄三凤宫庙宇禅舍经济通铺项目(限额 200 名) 

限商务签自由行签证报名 备注:因各地航班问题可以调整出发日期 

(含早斋+随车导游人员，不含中晚餐不含机票不含领队) 
项目 

身份 

报名费 会务费 

 

项目费 禅舍 费用合计(元) 

运动员 380 180 免 2 个单项、1 个对练、1

个集体或散打/太极推手 

2000 2560 

非运动员 380 180 无 2000 2560 

各队领队/

教练 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1860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入住时间(7 月 26 日~7 月 30 日) 15 点后进房、12 点前退房。 

※备注︰入住时间可依照机票时间调整 

※备注︰需包含午晚餐请报名时注明，五天四晚午晚餐费用 440 元/人。以队伍团队为单位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 300 元/人。 

※备注︰需大会组委会协助来台湾机票，请洽组委会协助办理。 

※备注：禅舍通铺有 15 人一室、24 人一室、31 人一室、34 人一室通铺且含中式早斋，经济实惠。 

 

不跟随大会住宿人员(全程住宿与接驳交通自理、自由行专用) 

项目 

 

身份 

报名费 会务费 

 

项目费 费用合计(元) 

(不含中晚餐) 

套路运动员 380 180 单项/对练 360/项、 集体 200 元/人 

每个运动员至少申报两个单项项目 

1280 

散打运动员 380 180 少儿散打 480 元/项、成人散打 580 元/项 1040/1140 

非运动员 380 180 无 560 

各队领队/教

练 

380 180  560 

※备注︰适合不跟随大会住宿的队伍(住宿与交通自理) 

※备注︰所有参赛费须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交齐，均按人民币收取。 

※备注︰需参加欢迎晚宴/全球华人第八届洪门忠义文化高峰论坛，请报名时告知￥250 元/人。 

※备注︰需组委会办理来台湾入台证，费用 300 元/人。 

香港出发全程费用全包方案一:  

香港进出八天西线游 

天数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

地区 
参考住宿 

第一天 7 月 27 日 四 桃园机场-酒店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二天 7 月 28 日 五 武术比赛(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三天 7 月 29 日 六 武术比赛-开幕式(套路/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四天 7 月 30 日 日 武术比赛-闭幕式-夜市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五天 7 月 31 日 一 佛光山-莲池潭 台中 台中富信酒店或同等级 

第六天 8 月 1 日 二 日月潭-中台禅寺 桃园 桃禧新馆酒店或同等级 

第七天 8 月 2 日 三 故宫-士林官邸-土特产-夜市 台北 新北白金酒店或同等级 

第八天 8 月 3 日 四 酒店-桃园机场 回 回 

每人团费 6980/人民币。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6280/人民币 

全程行程中所列用车司机、导游、台湾当地五花住宿(如：深圳维也纳酒店)、餐食、小费、保险 

餐标每餐 250 台币，共 11 餐 

五花单房差 1630 人民币 

含香港-台北往返机票或平潭交通船往返费用 

含大会报名费、会务费、两项单项费用、一项团体费用、一项对练费用 

含大会欢迎晚宴 

含大会活动 T 恤、秩序册、大会会刊 

签证自理，需大会办理签证费用 300 人民币 

备注:因各地航班问题可以调整出发日期 

 

上海出发全程费用全包方案二: 

上海进出八天西线游 

天数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

地区 
参考住宿 

第一天 7 月 27 日 四 桃园机场-酒店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二天 7 月 28 日 五 武术比赛(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三天 7 月 29 日 六 武术比赛-开幕式(套路/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四天 7 月 30 日 日 武术比赛-闭幕式-夜市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五天 7 月 31 日 一 佛光山-莲池潭 台中 台中富信酒店或同等级 

第六天 8 月 1 日 二 日月潭-中台禅寺 桃园 桃禧新馆酒店或同等级 

第七天 8 月 2 日 三 故宫-士林官邸-土特产-夜市 台北 新北白金酒店或同等级 

第八天 8 月 3 日 四 酒店-桃园机场 回 回 

每人团费 7980/人民币。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7280/人民币 

全程行程中所列用车司机、导游、台湾当地五花住宿(如：深圳维也纳酒店)、餐食、小费、保险 

餐标每餐 250 台币，共 11 餐 

五花单房差 1630 人民币 

含上海-台北往返机票或平潭交通船往返费用 

含大会报名费、会务费、两项单项费用、一项团体费用、一项对练费用 

含大会欢迎晚宴 

含大会活动 T 恤、秩序册、大会会刊 

签证自理，需大会办理签证费用 300 人民币 

备注:因各地航班问题可以调整出发日期 

北京出发全程费用全包方案三: 

北京进出八天西线游 



天数 日期 星期 行程 
住宿

地区 
参考住宿 

第一天 7 月 27 日 四 桃园机场-酒店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二天 7 月 28 日 五 武术比赛(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三天 7 月 29 日 六 武术比赛-开幕式(套路/散打)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四天 7 月 30 日 日 武术比赛-闭幕式-夜市 高雄 高雄城市商旅或同等级 

第五天 7 月 31 日 一 佛光山-莲池潭 台中 台中富信酒店或同等级 

第六天 8 月 1 日 二 日月潭-中台禅寺 桃园 桃禧新馆酒店或同等级 

第七天 8 月 2 日 三 故宫-士林官邸-土特产-夜市 台北 新北白金酒店或同等级 

第八天 8 月 3 日 四 酒店-桃园机场 回 回 

每人团费 7980/人民币。各队领队/教练优惠价 7280/人民币 

全程行程中所列用车司机、导游、台湾当地五花住宿(如：深圳维也纳酒店)、餐食、小费、保险 

餐标每餐 250 台币，共 11 餐 

五花单房差 1630 人民币 

含北京-台北往返机票或平潭交通船往返费用 

含大会报名费、会务费、两项单项费用、一项团体费用、一项对练费用 

含大会欢迎晚宴 

含大会活动 T 恤、秩序册、大会会刊 

签证自理，需大会办理签证费用 300 人民币 

备注:因各地航班问题可以调整出发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