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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二届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大赛规程 
一、日    期：2011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星期六.日） 

二、地    点：台湾台中港区体育馆（台中县梧栖镇文昌路 400 号）  

三、指导单位：行政院体育委员会、内政部、教育部、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 

四、主办单位：中华少林拳道协会、台中县政府 

五、协办单位：浙江省武术协会、香港武术学校、全球功夫网、辽宁省武术运动协会等 

壹、宗    旨：发展国际体育，提升我国国际体坛能见度，促进我国全民国际体育参与程度，

提升我国国际武术气功文化水平，发展国际全民武术，促进全人类健康，提升武术气功文

化水平，培养正当休闲活动，使武术气功运动向下扎根，加强国际团体体育交流活动，促

进武术气功国际文化交流，互相观摩学习，提高各阶层人士武术气功运动水平及运动风气。 
贰、指导单位：行政院体育委员会、内政部、教育部、中华体育运动总会 

参、主办单位：中华少林拳道协会、台中县政府 

肆、承办单位：中华少林拳道协会沙鹿分会、桃园分会、宜兰分会、屏东分会 

伍、协办单位：浙江省武术协会、香港武术学校、全球功夫网、辽宁省武术运动协会
及世界各国武术团体单位、世界各国县市州郡政府、台中县警察局、世界各国武术气功团

体协会、世界各国县市州郡体育会、世界各单项武术协会、世界各国各级学校单位 

陆、竞赛分级分组及项目：（以下分级年龄皆为公元实龄） 

（一）竞赛分级： 

（1）幼龄组：7 岁以下 

（2）少年 B组：7～9 岁 

（3）少年 A组：10～12 岁 

（4）青少年 B 组：13～15 岁 

（5）青少年 A 组：16～18 岁 

（6）青年组：19～24 岁 

（7）社会青年组：25～30 岁 

（8）社会 A组：31～40 岁 

（9）社会 B组：41～50 岁 

（10）社会 C 组：51～65 岁 

（11）社会 D 组：年满 65 岁以上 

（12）混合组（不限年龄性别） 

（二）竞赛分组： 

⑴ 男子组  

⑵ 女子组 

（三）竞赛项目分类：(凡单一拳术器械套路报名参赛超过 10 人者得独立分项)  

1、太极武术类： 

（1）太极拳术套路个人赛（单一套路不足 6 人得并组, 超过 10人得分组） 
编号 项目 备注 

101 十三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全民运动会版本） 

102 二十四式简易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4-5分钟传统杨氏太极拳 

103 郑子三十七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 

104 四十二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 

105 六十四式第二段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全民运动会版本） 

106 陈氏 38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 

107 九十九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 

108 陈氏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新架,老架,炮捶,40式,48式,56式,… 

109 传统杨氏太极拳个人赛 32 式,36式, 37式,64式, ,一百零八式,…等 

110 易简太极拳个人赛 时间 5-6分钟（1、4、5、6段） 

111 传统赵堡太极拳个人赛 和氏架,忽雷架,… 

112 李派太极个人赛  

113 熊氏太极个人赛  

114 传统吴氏太极拳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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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传统孙氏太极拳个人赛  

116 传统武氏太极拳个人赛  

117 传统太极拳个人赛 薪传太极…等其它未表列的太极拳种 

118 观海威太极拳  

119 传统牛式太极拳  

120 杨式竞赛太极拳  

（2）太极拳术套路团体赛（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单一套路不足 6 队得并组, 超过 10队得分组） 
编号 项目 备注 

121 十三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全民运动会版本） 

122 二十四式简易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4-5分钟传统杨氏太极拳 

123 郑子三十七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 

124 四十二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 

125 六十四式第二段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全民运动会版本） 

126 陈氏 38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 

127 九十九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 

128 陈氏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新架,老架,炮捶,40式,48式,56式,… 

129 传统杨氏太极拳团体赛 32 式,36式, 37式,64式, ,一百零八式,…等 

130 易简太极拳团体赛 时间 5-6分钟（1、4、5、6段） 

131 传统赵堡太极拳团体赛 和氏架,忽雷架,… 

132 李派太极团体赛  

133 熊氏太极团体赛  

134 传统吴氏太极拳团体赛  

135 传统孙氏太极拳团体赛  

136 传统武氏太极拳团体赛  

137 传统太极拳团体赛 薪传太极…等其它未表列的太极拳种 

（3）太极器械套路个人赛（时间 3-5 分钟以内,单一套路不足 6人得并组, 超过 10人得分组） 
编号 项目 备注 

141 42 式太极剑个人赛 时间 3-4分钟 

142 32 式太极剑个人赛  

143 陈氏太极剑个人赛  

144 54 式太极剑个人赛  

145 武当太极剑个人赛  

146 杨式 13氏太极刀个人赛  

147 陈氏太极单刀个人赛  

148 陈氏太极扇个人赛  

149 38 式太极功夫扇个人赛  

150 夕阳美功夫扇个人赛  

151 如意功夫扇个人赛  

152 如意混元扇个人赛  

153 传统太极器械个人赛 其它太极刀、太极扇、太极剑、太极枪、太极尺、太极棒、双环等 

154 杨式太极扇  

155 太极组合拳  

156 组合太极器械  

157 太极拳镜像 观海威太极拳镜像 

（4）太极器械套路团体赛（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单一套路不足 6 队得并组, 超过 10队得分组） 
编号 项目 备注 

161 42 式太极剑团体赛 时间 3-4分钟 

162 32 式太极剑团体赛  

163 陈氏太极剑团体赛  

164 54 式太极剑团体赛  

165 武当太极剑团体赛  

166 杨式 13氏太极刀团体赛  

167 陈氏太极单刀团体赛  

168 陈氏太极扇团体赛  

169 38 式太极功夫扇团体赛  

170 夕阳美功夫扇团体赛  

171 如意功夫扇团体赛  

172 如意混元扇团体赛  

173 传统太极器械团体赛 —其它太极刀、太极扇、太极剑、太极枪、太极尺、太极棒、双环等 

（5）太极对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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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 备注 

181 传统太极拳术对练 可男女混合 

182 传统太极器械对练 可男女混合 

（6）自选太极 
编号 项目 备注 

183 自选太极拳 可配乐、请自备播放音响设备 

184 自选太极器械 太极刀、太极扇、太极剑、太极枪、太极尺、太极棒、双环等 

（7）太极气功操 
编号 项目 备注 

191 气功操个人赛  

192 气功操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单一套路不足 6队得并组, 超过 10队得分组 

2、传统内家武术类：  
编号 项目 备注 

201 传统形意拳 含形意五行连环拳.心意六合拳…等 

202 传统八卦掌 含两仪掌.四象拳.八卦拳.柔身连环八卦掌.龙形八卦游身掌.八卦 64掌.纯阳掌… 

203 传统鹤拳 含白鹤拳.纵鹤拳.食鹤拳.梅鹤神拳.猴鹤双形.龙鹤双形.虎鹤双形.梭身鹤.…等 

204 传统柔拳 含花拳柔术、行拳二十四势. 柔拳第一形～第五形，五方组手等类 

205 传统武当拳术 武当花拳.太乙五行拳.火龙拳等 

206 传统劈挂拳术 劈挂掌～连环拳.青龙拳.飞虎拳.太淑拳. 

207 传统八极拳术 含忠义拳.大八极.小八极.八极连环.六大开八大式….等 

208 传统迷踪拳术 含燕青拳. 十面埋伏拳.迷踪一趟.迷踪二趟…等 

209 传统通臂（背）拳术 含五行通背六合通背..劈挂通背少林通背.祈家通背. 洪洞通背…等） 

210 传统少林内家拳术 少林五形拳－龙蛇虎豹鹤、岭南内家拳.铁线拳.咏春.达春及心意把….等 

211 传统内家拳术对练 可男女混合 

212 传统内家拳术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213 传统内家短兵器 武当剑.形意剑.形意刀.劈挂刀.苗刀.龙行剑…等 

214 传统内家长兵器 八卦棍、疯魔棍 

215 传统内家双器械 双刀.双剑.劈挂双刀…等 

216 传统内家奇门器械 除刀、枪、剑、棍外之器械如武当扇、.梅花拐…等 

217 传统内家器械对练 可男女混合 

218 传统内家刀术团练  

219 传统内家剑术团练  

220 传统内家棍术团练  

221 传统内家枪术团练  

222 传统内家器械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223 船拳类 舟山船拳 

224 温州南拳  

3、传统外家武术类（含导引）：  
编号 项目 备注 

301 少林导引操、 

十八罗汉导引功、少林回春操…… 

个人赛 

302 气功操、导引操 以动功为主如八段锦.易筋经.罗汉功.鹤翔庒.五禽戏.大雁功及其它

导引操个人赛 

303 基础拳 简易拳.初级拳.忠义拳……等 

304 传统外家北拳 查.华.炮.红.潭.少林.诸家及地躺…等 

305 传统外家南拳 洪.刘.蔡.李.莫.诸家及太祖、南罗汉拳…等 

306 传统外家象形拳 鹰爪、金鹰、螳螂、猴、醉拳…等类 

307 木兰花架拳 如木兰报春徒手拳.二十八式木兰拳…等 

308 传统外家拳术对练 可男女混合 

309 少林导引操、 

十八罗汉导引功、少林回春操…… 

团练 

310 气功操、导引操、硬气功操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 

311 木兰拳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 

312 传统外家拳术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 

313 传统外家刀术 时间 3分钟为限 

314 传统外家剑术 时间 3分钟为限 

315 传统外家棍术 时间 3分钟为限 

316 传统外家枪术 时间 3分钟为限 

317 双节棍  

318 传统外家双器械 双刀、双枪、双剑、双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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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传统外家奇兵器 除刀、枪、剑、棍外之器械，含.扇子.大刀…等 

320 木兰单器械 木兰单扇.单刀.单圈…等 

321 木兰双器械 木兰双扇.双刀.双圈…等 

322 木兰器械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 

323 传统外家器械对练 可男女混合 

324 传统外家刀术团练  

325 传统外家剑术团练  

326 传统外家棍术团练  

327 传统外家枪术团练  

328 传统外家器械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 

4、综合竞技武术类：  
编号 项目 备注 

401 创意综合武术套路个人赛  

402 创意综合武术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403 功力击破个人赛  

404 功力击破团体赛  

405 空手道个人型锦标赛  

406 空手道团体型锦标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407 其它武术型场套路个人赛  

408 其它武术型场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409 初级长拳  

410 世界杯三段初级长拳 国际武联版 

411 武术基本拳  

412 亚洲杯青少年长 拳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长拳 

413 亚洲杯青少年南 拳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南拳 

414 亚洲杯青少年太 极 拳  国际武联规定之二十四式太极拳 

415 亚洲杯青少年刀 术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刀 

416 亚洲杯青少年剑 术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剑 

417 亚洲杯青少年棍 术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棍 

418 亚洲杯青少年枪 术  国际武联规定之乙组枪 

419 甲组长拳 国际武联第一套、第二套 

420 甲组南拳 国际武联第一套 

421 甲组太极拳 四十二式太极拳 

422 甲组刀术 国际武联第一套、第二套 

423 甲组南刀 国际武联第一套 

424 甲组棍术 国际武联第一套、第二套 

425 甲组南棍 国际武联第一套 

426 甲组剑术 国际武联第一套、第二套 

427 甲组枪术 国际武联第一套、第二套 

428 甲组太极剑 四十二式太极剑 

429 自选长拳 可配乐 

430 自选南拳 可配乐 

431 自选太极拳 可配乐 

432 自选刀术 可配乐 

433 自选剑术 可配乐 

434 自选棍术 可配乐 

435 自选枪术 可配乐 

436 竞技拳术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437 竞技器械团练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438 创意武术个人拳术 可配乐、可对白编剧 

439 创意武术个人器械 可配乐、可对白编剧 

440 创意武术拳术团练 可配乐、可对白编剧,每队3－12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6 队 

441 创意武术器械团练 可配乐、可对白编剧, 每队 3－12 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

队） 

5、木兰武术类： 

编号 项目 备注 

501 28 式木兰拳套路个人赛  

502 38 式木兰扇套路个人赛  

503 48 式木兰单剑套路个人赛  

504 54 式木兰双扇套路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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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28 式木兰拳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506 38 式木兰扇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507 48 式木兰单剑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508 54 式木兰双扇套路团体赛 每队 4-6名，可男女混合，每单位可报 10队 

509 木兰拳全能个人赛 501+502+503 

510 木兰拳全能团体赛 505+506+507 

511 自选木兰拳  

512 木兰单剑  

513 长穗剑  

514 木兰双剑  

515 木兰单扇  

516 木兰双扇  

517 木兰花刀  

518 韵律蝶恋花拳  

519 韵律剑术  

520 抒怀系列拳  

521 抒怀系列器械  

522 自选木兰拳团体赛  

523 自选木兰器械团体赛  

柒、竞赛规则： 

（一）依据国际武术运动联合会颁定附件规则为评分依据。 

1、传统武术及传统太极.气功武术类 ：        

(1)动作招式 30％ (2) 劲力协调 30％ (3) 精神内涵 30％ (4)武德—服装仪容器械礼节 10％ 

(1)+(2)+(3)+(4)=总得分 

2、现代综合竞技类：        

(1)动作规格 6 分(2) 劲力协调 2 分(3) 精神节奏 2分 (4)其它错误扣分 

 (1)+(2)+(3)-(4)=总得分 

3、创意武术类： 

(1)动作规格 4 分(2)劲力协调 2 分(3)精神节奏 2 分(4)创意结构 2 分 

 (1)+(2)+(3) +(4)=总得分 

（二）采五角裁判亮分制，每场地设场地主任裁判一人，裁判五人。 

五位裁判之分数去最高及最低分者余三个中间分总和平均后为该场次之得分。 

得分相同者，以最高加上最低分除 2，以最接近得分者为胜。若仍同分，则并列名次。 

（三）比赛规定： 

1.选手须穿着武术气功…等武术道服及表演服装,不得穿着一般运动休闲服。  

2.太极拳类比赛时间以太极拳总会规定该拳套之比赛时间为准; 气功操、硬气功每场次以 5分钟以

内为限；其余项目比赛时间每场次以 3分钟以内为限，超时由主任裁判吹哨，强制下场。 

3.对练团练之男女报名组别以男女人数多者为准，人数相同时以报名单位意愿为准，惟报名截止后

不得再更改男女报名组别，对练团练比赛自下场至结束皆不得喊口令，违者扣技术分数。 

捌、竞赛方法： 

采“分类分组分级一起依序竞赛，分别取名”的方式进行。同一类别、同一项目、同一分级、同一

分组，同时依序进行比赛，按照成绩高低，分别取名次。 

玖、奖励办法：  

（一）个人奖：各组竞赛项目奖状颁发方式：报名人数在七人组（含）以上时取优胜前六名：七人

组以下时减 1 录取名次，仅一人组参加则列入表演不计名次；个人颁发奖状。 

个人赛参加者超过(含)7 名录取前六名组项,前三名选手另颁发金银铜奖牌乙面 。 

（二）团体奖：团体总锦标颁发采绩分制，取六名依 6.5.4.3.2.1.计分，取五名依 5.4.3.2.1.计

分，取四名依 4.3.2.1.计分，取三名依 3.2.1 计分，取二名依 2.1.计分，仅一人参加则不列入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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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单位所得各项目总积分，各类组团体总锦标超过(含)7 队者取前三名分别发给奖杯乙支及奖状乙

面，未足 7队者前三名颁发奖状乙面。 

（三）指导奖：选手入选指导老师得申请发给指导奖状乙张,并得报县府及相关单位叙奖申请奖金。 

（四）大会另设总成绩总冠军杯、总亚军杯、总季军杯及精神总锦标共四座。 

将各参赛单位各类各组各项参赛项目绩分总加后取最高分前三名颁发之； 

精神总锦标则以各队参赛纪律及礼节、运动员运动精神仪态为评分内容，取最高分者颁发之。 

（五）奖金： 

总成绩总冠军杯得奖单位颁发奖金 NT50，000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理事长奖。 

总成绩总亚军杯得奖单位颁发奖金 NT 30，000 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秘书长奖。 

总成绩总季军杯得奖单位颁发奖金 NT20，000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执行长奖。 

个人总绩分第一名得奖选手颁发奖金 NT6000 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大会会长奖。 

个人总绩分第二名得奖选手颁发奖金 NT5000 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大会总干事奖。 

个人总绩分第三名得奖选手颁发奖金 NT3000 元整，指导教练并颁发优秀教练大会裁判长奖。 

拾、参加办法及费用：  
﹙一﹚ 未参加旅游行程计划单位之职员及选手车旅保险及膳宿费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二﹚ 参赛运动员达 15 人（含）以上的团队，可报随队裁判 1 人。随队裁判年龄在 50 岁以内，

等级为二级（含）以上。确有裁判和组织能力的社团骨干，身体健康，经当地武协推荐，

年龄可放宽至 60 周岁。随队裁判须经组委会确认后，才可作为大会正式聘用裁判，须交

纳部分会务费，其差旅费自理（随队裁判员不能兼报领队、教练和运动员）。 

﹙三﹚参加单位应于 2011 年 3 月 1日下午五时前，将选手数据及参加项目名称详细填妥以 

限时挂号送达大会办公室中华少林拳道协会会址注册 

﹙台湾省 437 台中县大甲镇光明路 277号 ﹚，并以规定日期内邮戳为凭。 

             报名同时每位职员及选手请缴交一吋照片乙张，以供大会制作职员证及选手证。  

报名参加“2011 年第二届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大赛大会”的相关费用如下： 

一、报名费：美金 30 美元/位，(领队、教练、运动员、随队人员均应缴纳报名费)。 

二、参赛项目费：1.单项、对练项目：25 美元 /每位·项；2.集体项目：15 美元 /每位·项； 

3.全能项目每组每人得缴交 100 美元。（不参加比赛者无须缴纳参赛项目费）。  

三、保险费：5 美元 /每位 (200 万意外险及 20 万医疗险，领队、教练、参赛运动员均须由大会

统一办理，随报名费上缴，参加大会旅游行程缴交综合服务费者得不缴交)。 

四、随队裁判员会务费：每人 100 美元 

五、台湾五日游或台湾七日游旅游行程综合服务费： 

1. 凡由大会统一安排食宿及旅游行程者，均需缴纳综合服务费：430 美元/每位（台湾五日游 4/1

入住,4/5 日离台）；或 580 美元/每位（台湾七日游 4/1 入住,4/7 离台）【含 5 天 4夜或 7 天

6 夜住宿（四星以上标准）及全天餐饮、外宾礼品、台湾岛内交通、台湾岛内观光、闭幕颁奖

晚宴和大会期间的活动费用；4/1入住，4/5 或 4/7日 12 时前离会。中途离会，不退综合服务

费】； 

2. 凡交纳综合服务费的团体，组团队人数超过 16人（含 16 人）可免其中 1 人全额综合服务费；

超过 32 人（含 32 人）可免其中 2 人全额综合服务费,依此类推。 

3. 宾馆住宿安排双人标准间，每间安排两位。 

4. 如需其它住房标准，报名时请提出书面申请，其大会的综合收费标准如下： 

(1)双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 40 美元；(2)单人住套间：每人每天增缴 100 美元； 

(3)单人住标准间：每人每天增缴 35 美元。 

5. 凡食宿自理的境外代表队和个人无须缴纳综合服务费，不享受大会综合服务项目；如要参加

闭幕颁奖晚宴，则每人须缴纳 35 美元。 

六、、随队观摩、旅游人员的费用： 

凡随队前来观摩、旅游的人员（报名时注明随队人员），交纳综合服务费后，在大会比赛期间均

可享受大会综合服务的优惠待遇（无须缴纳报名费和项目费）。并可免费安排参加开幕式、闭幕

颁奖晚宴、观摩比赛和市内观光，还可获得大会赠送的礼品。 

七、以上费用为各代表团与大会组委会结算价。各国武术团体组团产生的手续费用，可根据各队

具体情况，由组织者自己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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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名方式：请填妥报名表 。附一吋照片乙张（照片背面请记得写上单位、姓名、组别） 

（1）请将报名费用汇入以下户口：（参加旅游行程计划单位之旅游费用亦请一并汇入） 

汇入银行：台湾银行大甲分行 

银行地址：台湾省台中县大甲镇民生路 61 号 

银行代码（Swift Code）：BKTWTWTP072 

户口（Account）： 072-007-01830-6  户名：CHEN,CHING-CHIN－陈清钦 

汇款注明：汇款单位、联系人电话及 EMAIL 和台湾国际武术比赛参赛费用。 

（2）以现金袋报值挂号将报名费寄至 

「台湾省 437 台中县大甲镇光明路 277号     中华少林拳道协会收」 

（NO.277,GWANG MING ROAD,TA CHIA CHENG,TAICHUNG HSIEN,TAIWAN,R.O.C.） 

并连同报名表正本、照片一同寄至会址,并将报名表电子文件 email 至大会 

电子信箱 shaolinchuando@yahoo.com.tw 或 stars33368@yahoo.com.tw 即可 TEL:866923634030 

拾壹、申  诉： 

﹙一﹚比赛以主任裁判之宣判为终决，选手不服宣判可提出申诉。  

   ﹙二﹚凡在比赛中发现组别错误或冒名顶替者，必须于该项目比赛结束后三十分钟内，                        

由领队（或教练）以书面并签名盖章，向审判委员会提出申诉，如该项目赛毕三十                        

分钟后，则不予受理。 

   ( 三 )各项比赛成绩如有登记错误时，由领队（或教练）向大会裁判提出更正，但各项比                        

赛名次之评定则由裁判委员会议之判决为终决，不得有异议。 

   ( 四 )比赛中申诉事件应由领队或教练以书面签名盖章，向裁判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                       

并 以 审 判 委 员 会 之 判 决 为 终 决 ， 提 出 申 诉 书 时 须 同 时 缴 交 保 证 金 美 金 300 元 。                       

若经审判委员会认为申诉不成立时，没收保证金（作为大会筹办经费）。 

    ( 五 )有关竞赛所发生之问题除当时应以口头提出外，仍需依规定于三十分钟内补具正式                        

手续，否则视同放弃申诉权。 

拾贰、选手应注意事项： 
﹙一﹚选手须于赛前卅分钟准时报到，并接受检录员之检查。唱名三次不到以弃权论。  

﹙二﹚选手在比赛场地不得发出无意义之声音或妨碍会场秩序，如违背规定则取消其比赛资格。 

﹙三﹚选手需服从裁判﹙审判﹚员之判定及裁判﹙审判﹚长之指导。 

﹙四﹚选手应穿着正式比赛规定之武术服装，不得头上缠布巾、赤膊，穿着内裤、汗衫、衬衣、 

皮鞋、或奇装异服，如有违反情事，不得登场比赛。  

﹙五﹚比赛程序及比赛赛程一经大会排定，各选手不得要求更改提前或延后。 

﹙六﹚选手应携带具相片之身分证件并佩戴选手证，以备裁判员随时抽检。 

拾参、参加单位应遵守事项：  
﹙一﹚各单位应依照大会之规定准时报到入座, 并保持比赛场所肃静,严禁吸烟及嚼槟榔。 

﹙二﹚各单位请确实做好垃圾分类及场地之清洁维护等环保工作。 

﹙三﹚参加比赛选手出场时应接受检录入场,非当场次选手及家属观众禁止进入比赛场地。 

﹙四﹚各参赛队伍人员，请自行办理保险，大会提供比赛期间意外责任险。 

﹙五﹚各单位应依照大会规定手续办理参加事谊，个人应以学校或团体单位名称报名，    

                凡以个人名义或比赛临时向大会报名参加者，概不受理。 

﹙六﹚各单位之领队、教练、管理及选手进入比赛场地时需佩戴识别证。 

﹙七﹚各单位有关旅游、住宿、交通问题可与大会接洽联络。 

拾肆、洽询联络电话： 

 00886+923634030  00886988-102098、008864-26880086 

联络 QQ：1516902278      email：1516902278@qq.com   shaolinchuando@yahoo.com.tw 

大陆地区联络人：浙江 陈顺安    电话：0571-85060395  1560681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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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二届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大赛 

报     名     表 1  -----  队职员名册 第  1 页 
单位名称：  单位印（无则免）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联络人 1  电话： 

行动： 
Email： 

联络人 2  电话： 
行动： 

Email： 

职    称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籍  贯 身分证字号 参赛组别 性别 

领  队       

教  练       

管  理       

01 选手       

02 选手       

03 选手       

04 选手       

05 选手       

06 选手       

07 选手       

08 选手       

09 选手       

10 选手       

11 选手       

12 选手       

13 选手       

14 选手       

15 选手       

16 选手       

17 选手       

18 选手       

19 选手       

20 选手       

*本表不敷使用者请自行影印! 

注意：为办理团体平安保险¸请务必填写身分证字号及出生年月日,另表演套路名称亦请详

实.（照片背面请记得写上单位、姓名、组别）*本表不敷使用者请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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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二届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大赛 

报     名     表 2 -----  相片黏贴栏 第     页 
 

单位名称：  
领队：                                             教练：                                    
管理： 
队员： 

 
领队：  教练：  管理：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01： 02： 03： 04： 05：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06： 07： 08： 09： 10：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11： 12： 13： 14： 15：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16： 17： 18： 19： 20：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一吋照片浮贴 
 

（照片背面请记得写上单位、姓名、组别）*本表不敷使用者请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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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二届台湾妈祖杯国际武术大赛 

报名表 3 
单位名称：                                                        参赛项目数

据第 1 页（组别：                  ） 
参赛类别：  □1 太极武术类－                            □2 传统国术类－内家 

□3 传统国术类－外家                    □4 综合竞技武术类 

序

号 

单位名

称 
选手姓名 教练 套路名称 

参加项

目 
参加组别 

段级 

（无则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注意：每组请独立填写、不同组请勿填于同张报名表*本表不敷使用者请自行影印! 

联络人 1  电话：                    行动： Email： 
联络人 2  电话：                    行动： Email： 
 

注：教练请填写选手本人的教练员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