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2018 年第二十三屆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錦標賽競賽暨檢定規程
(V14)
一、宗旨：
宗旨：
(一)發揚中華文化、以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為載體、提倡全民運動，促進社會祥和、增進全民
健康。
(二)藉競技切磋、檢定晉級，以健心強身並完善楊家老架太亟武藝運作體系，達強身強國的
共識。
(三)與國內外團體交流，促進整體水平並強化國民外交。
二、辦理單位
辦理單位：
：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南市政府、臺南市議會。
主辦單位：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
承辦單位：臺南市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處新營區體育館、臺南市環保局。
贊助單位：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臺灣電力公司、臺南市救國團…等。
三、日 期 、 地 點 ：
日期：2018 年 11 月 17-18 日兩天(星期六、星期日)。
地點：臺南市新營區體育場體育館。
地址：730 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 號。
電話：886-6-656-0688
四、參加單位：
參加單位：
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簡稱總會)轄下國內各協會的「武場」為單位，但由協會彙
整報名、及總會所邀請參加之友好協會為參賽單位則不在此限；而參加之國際隊伍則以該國
之中華世界楊太亟武藝協會為參賽單位。
檢定項目與資格：
五、檢定項目與資格
：
(一)拳術白亟組：限未取得拳術資格者，得分達白亟拳術標準者可晉升白亟資格。
(二)拳術黃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白亟滿 1 年者，得分達黃亟拳術標準者可晉升黃亟資格。
(三)拳術藍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黃亟滿 2 年者，得分達藍亟拳術標準者可晉升藍亟資格。
(四)刀術黃亟組：限取得拳術黃亟及以上者，得分達黃亟刀術標準者可晉升黃亟刀資格。
(五)劍術黃亟組：限取得拳術黃亟及以上者，得分達黃亟劍術標準者可晉升黃亟劍資格。
(六)刀術藍亟組：限拳術為藍亟取得黃亟刀術滿 1 年者，得分達藍亟刀術標準者可晉升藍亟資
格。
(七)劍術藍亟組：限拳術為藍亟並取得黃亟劍術滿 1 年者，得分達藍亟劍術標準者可晉升藍亟
劍資格。
註：1.檢定規則及評分，採總會訂定之最新〈楊家老架式太亟武藝評分規則〉
（2016 年 3 月修
訂）
。
2.拳術檢定節數將於檢定前一個月，由大會總會公開抽籤決定並公告於大會網站。

3.檢定藍亟拳術、刀術、劍術年資計算以年度做計算(滿一年, 只要跨年即可)。
六、競賽項目組別及資格：
競賽項目組別及資格：
(一)個人賽：共 18 組（拳術個人賽每人限參加 1 組，兵器個人賽每人限參加 1 組）
。
1.個人拳術男子太亟組:限未取得白亟拳術資格者。
2.個人拳術女子太亟組:限未取得白亟拳術資格者。
3.個人拳術男子白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白亟者。
4.個人拳術女子白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白亟者。
5.個人拳術男子黃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黃亟者。
6.個人拳術女子黃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黃亟者。
7.個人拳術男子藍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藍亟者。前兩屆第一名者不得參加。
8.個人拳術女子藍亟組：限取得拳術資格藍亟者。前兩屆第一名者不得參加。
9.個人拳術菁英組：限以前總會舉辦之國際賽或全國賽拳術資格藍亟前三名者。
10.個人拳術少年組：限年齡在 15 歲以下。
11.個人拳術長青組：限年齡在 70 足歲(含)以上。
12.個人刀術黃亟組：限取得刀術資格黃亟者。
13.個人劍術黃亟組：限取得劍術資格黃亟者。
14.個人刀術藍亟組：限取得刀術資格藍亟者。前兩屆第一名者不得參加。
15.個人刀術菁英組：限以前國際賽或全國賽藍亟刀術前三名者。
16.個人劍術藍亟組：限取得劍術資格藍亟者。前兩屆第一名者不得參加。
17.個人劍術菁英組：限以前國際賽或全國賽藍亟劍術前三名者。
18.雙人拳術鴛鴦組：限夫妻組隊，拳術資格不限，一方為正架，另一方為反架。
以上各項比賽不得越級或降級參賽，比賽亟數以報名時資格為準。每單位每一項目比賽限報名
2 人/隊，然而長青組、鴛鴦組不在此限。各項比賽報名不足 3 人(雙人拳術鴛鴦組不足 3 組)，
改為表演賽，不計名次及積分。8-9 項比賽參賽者年齡以 民國 107 年 11 月 18 日 計算足歲
年齡。
(二)團體賽：男女合項共 9 組（團體賽刀術、劍術、拳術三項每人限只能選擇參加一項）
。
1.團體拳術太亟組：每隊拳術 6 人(含)以上，限未取得白亟拳術資格者。
2.團體拳術白亟組：每隊拳術 6 人(含)以上，限取得最高拳術資格白亟者。
3.團體拳術黃亟組：每隊拳術 6 人(含)以上，限取得最高拳術資格黃亟者。
4.團體拳術藍亟組：每隊拳術 4 人，限取得最高拳術資格藍亟者。
5.團體拳術長青組：每隊拳術 4 人，限年齡在 70 足歲(含)以上。
6.團體刀術黃亟組：每隊限 4 人，限取得最高刀術資格黃亟者。
7.團體劍術黃亟組：每隊限 4 人，限取得最高劍術資格黃亟者。
8.團體刀術藍亟組：每隊限 4 人，限取得最高刀術資格藍亟者。
9.團體劍術藍亟組：每隊限 4 人，限取得最高劍術資格藍亟者。
以上各項比賽報名不足 3 隊，改為表演賽，不計名次及積分。長青組不在此限。凡不符資格
而參賽者，取消資格或取消所獲之獎項及積分(每單位每一項目比賽限報名 2 隊)。團體賽同
門可越級但不得降級參賽，越級參賽人數不得超過團體賽該隊人數(4 人組)四分之一及(6 人
組)三分之一。

(三)團體總錦標：分協會總錦標與武場總錦標兩種，分別以協會及武場為單位。對所屬個人及
團體賽成績累計之，計算方法如獎勵辦法，協會總錦標取前三名，武場總錦標取前六名頒發
獎盃。
競賽獎勵辦法
獎勵辦法：
七、競賽
獎勵辦法
：
(一)團體賽、個人賽，參賽 13(含)隊(人)以上時錄取前 6 名，11～12 隊(人)錄取前 5 名，9～
10 隊(人)錄取前 4 名，7～8 隊(人)錄取前 3 名，5～6 隊(人)錄取前 2 名，3~4 隊錄取 1 名，
前 3 名各頒獎盃及獎狀、4~6 名各頒獎狀。3 隊(人)以下改為表演賽，不計名次及積分，各頒
「特優獎」獎狀，而長青組不在此限，以鼓勵年長者儘量組隊參加。
(二)團體總錦標：
1.分協會總錦標與武場總錦標兩種。將各項比賽獲獎名次換算為積分分數，以總積分之多寡決
定團體總錦標名次，取前三名頒發獎盃，武場總錦標則取前六名頒發獎盃。
2.總積分相同時以第 1 名得獎數之多寡判分，如第 1 名數目亦相同，則以第 2 名得獎數之多寡
判分，依此序類推至第 6 名，如仍不能判分時其名次並列。
3.獲獎名次換算積分分數方式如下(獲頒獎狀以上才有積分):
個人賽錄取前 6 名，按 6、5、4、3、2、1 計分。
個人賽錄取前 5 名，按 5、4、3、2、1 計分。
個人賽錄取前 4 名，按 4、3、2、1 計分。
個人賽錄取前 3 名，按 3、2、1 計分。
個人賽錄取前 2 名，按 2、1 計分。
個人賽錄取 1 名，按 1 計分。
團體賽錄取前 6 名，按 12、10、8、6、4、2 計分。
團體賽錄取前 5 名，按 10、8、6、4、2 計分。
團體賽錄取前 4 名，按 8、6、4、2 計分。
團體賽錄取前 3 名，按 6、4、2 計分。
團體賽錄取前 2 名，按 4、2 計分。
團體賽錄取 1 名，按 2 計分。
競賽與檢定規則
與檢定規則：
八、競賽
與檢定規則
：
(一)套路規則與評分依據：依總會 2016 年 3 月修訂之〈楊家老架式太亟武藝評分規則〉為準
則、刀劍以鄧老師刀劍套路影像為原則。
(二)檢定服裝:請著輕便之上衣服裝並紮入功夫褲頭以利裁判審度規矩。
(三)競賽服裝：一律著總會藍色或白色制服或大會發與之服裝並紮入功夫褲頭以利裁判審度規
矩，違者扣分。
九、比賽節數
比賽節數：
節數：
(一) 個人拳術太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一節。
(二)
(二)
(三)
(四)
(五)

個人拳術白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一節。
個人拳術黃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四節。
個人拳術藍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二節。
個人拳術長青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一節。
個人拳術少年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三節。

(六) 團體拳術太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一節。

(七) 團體拳術白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一節。
(八) 團體拳術黃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四節。
(九) 團體拳術藍亟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二節。
(十) 團體拳術長青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四節。
(十一) 雙人拳術鴛鴦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三節。
(十二) 個人拳術菁英組：楊家老架式太亟拳術第二節。
報名辦法：
十、報名辦法
：(一律以 Excel 格式 e-mail 報名，
報名，本會確認後以 PDF 回覆，
回覆，有疑問截止日次日
前確認)
前確認
)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9 日止。
(二)報名信箱：kuohuei@pchome.com.tw
kuohuei@pchome.com.tw
臺南市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總幹事陳國輝 電話：
： 0910066735
(三)報名須知：
1.報名以武場為單位，向所屬協會報名，由各協會彙整統一報名，不接受個人報名，報名截止
日後不再接受報名，且截止日前 7 日(9/2)(保險作業時間)應完成繳費。
2.各項報名表(如附件)，請自行至本大會網站下載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gtaichi2018/)。
3.報名表請各隊(武場)負責人，確認參賽者年齡、拳術、兵器亟別及參賽項目等資格。(各協
會與武場負責人應事先確認賽員是否符合參賽資格，如有不實，除當事人取消相關資格外，
負責人提報總會議處並公布於總會網站。)
十一、
十一、報名費用：
報名費用：
(一)報名費用：
1.報名檢定或比賽同門皆視為與會，所有與會人員每人新台幣 800 元整(含飲用水、午餐、紀
念衫、大會手冊)，檢定每人每項新台幣 1000 元整；其他個人或團體賽不另加收費用。於報
名截止後進行保險作業與賽序排定故不得要求退費，且檢定未通過亦不退費。
2.11/17 日「感恩祝壽晚宴」如欲參加，請預繳 600 元，以上餐費隨同報名費同時繳交，惟工
作人員及志工可免費參加。
(二)繳費帳號：
戶名：臺南市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賴淑
郵局：新營郵局(代號 700) 局號：0191001 帳號：0946325
十二、
十二、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一)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次序，於賽前 30 分鐘檢錄報到，不另行通知，檢錄時唱名 3 次未
到場者，以棄權論(大會不廣播唱名，務必自行注意場次與比賽順序)。
(二)檢定及競賽之正確日程以大會公告為準，檢定及競賽當天時間如有變動，以大會公告為準，
不得另有異議。
(三)各隊參加比賽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否則裁判有權停止比賽。
(四)凡比賽中發生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裁判不能解釋時，則由裁判長召集審判委
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終決。
(五)比賽賽員參賽 2 項目以上，因賽程同時舉行，應自行決定參賽項目不得異議。
(六)參加個人賽項目同門得參加團體賽相同項目。

(七)團體賽報名同門如人數多，可以組成 A 或 B 隊參賽。
(八)開幕典禮及千人樁，請各同門穿著大會紀念服裝或總會制服。
(九)楊家老架創意表演(感恩壽宴晚會表演項目)，於報名時作以下準備：
1.凡參加創意表演之協會可提出一隊表演，並請以多人團體形式演出，由總會與大會統一遴選，
一個月前決定。
2.請各協會將表演隊名、主題與內容以 50 字以內的簡介於報名時一併繳交大會，以便遴選參
考及刊載於大會手冊。
3.創意表演以 5-7 分鐘為原則，以楊家老架各項武藝(綜合/單獨)演出或編劇演出均可。
裁判人員：
十三、裁判人員
：由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總會於比賽前兩個月，依資格遴聘審判委員及
裁判長，成立審判委員會。
十四、報到時間及地點：
報到時間及地點：
(一)報到時間：(如有更正另行通知)
11 月 17 日：當天
當天辦理個人檢定
辦理個人檢定，
參加檢定人員
檢定人員上
論
當天
辦理個人檢定
，參加
檢定人員
上午 12 點 50 分前報到完畢
前報到完畢。當天另有舉辦論
完畢
文發表會，
分前報到完畢。
文發表會
，請發表者與武場代表聽講者於上午 8 點 50 分前報到完畢
。
11 月 18 日：辦理開幕及各項比賽，全體同門上午
上午 7 時 50 分前報到完畢。
分前
(二)報到地點：檢定、競賽至臺南市新營體育場體育館、論文發表至體育場第一會議室。
十五、
十五、申訴：
申訴：
(一)裁判之評分不得申訴。其他申訴事項應於事件發生 1 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簽章，
並繳保證金 3000 元整，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充抵大
會基金。
(二)申訴期間比賽不停止，繼續比賽。
(三)申訴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
十六、附註：
附註：
(一)本次比賽以「薪傳永續」精神為主題，傳承中華文化以「楊家老架太亟武藝」為載體的思
想。
(二)比賽秉持太亟的天、地、人一體觀念為理念，環保節能訴求。活動過程以「5R」為行事原
則【凡事以 Refuse-拒絕沒需要的、Reduce-減少所要消耗的、Reuse-重複使用、Recycle 可循環再生、Rot-廢棄可腐敗不造成環境負擔】
，故請大家自備環保餐具、環保背袋...，本
大會不提供塑膠提袋等一次性用具，大家一起來友善我們的環境，希望將活動對環境衝擊降
到最低(目標本活動產生垃圾量小於 1000kg)，讓環境永續發展。
(三)11 月 17 日賽程暫定為個人檢定、11 月 18 日為個人比賽及團體比賽。正式賽程以大會公
告為準，如有變更不得異議。
(四)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正公布於網站。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gtaichi2018/
十七、
十七、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承辦單位與主辦單位會議修訂之。
得由大會承辦單位與主辦單位會議修訂之。
十八、
十八、版本變更記載:
版本變更記載:
V13

: 首度正式公佈版

V14

: 修正檢定檢定節數規定

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
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計通報指出，
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計通報指出，104 年我國垃圾產生量為 722.9 萬公噸，
萬公噸，年平均每人每日垃
公斤，
萬公噸，
55.2%。
圾產生量為 0.844 公斤
，回收再利用垃圾量共 399.3 萬公噸
，垃圾回收率為 55.2%
。105 年平
公斤。
公斤，
大家一起來攻堅。
均為 0.833 公斤
。本活動估計 1500 人挑戰每人日產生量 0.5 公斤
，大家一起來攻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