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美

張少遜

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1001 師大武場 師大體育館前 一~日 07:00~09:00 呂學煐 0919-255932
黃長福

周延陵

1002 中正紀念堂武場 台北中正紀念堂 一~日 06:00~07:00 王照楓 (02)2395-1357
王照楓

吳以忠

1003 台北奉天宮武場 松山奉天宮西側廣場 一~日 06:00~07:00 李冠毅 0987-979241

胡晉閥

(總教練)

賴煥明

李冠毅

1004 台大武場 臺灣大學新體育館 六 06:00~08:00 傅鉅厚 0910-391583 傅鉅厚

1005 龍門武場 師大蒲葵林 三~五 06:00~08:00 王夢蘭 0935-315642 王夢蘭

1006 美崙武場 台北市士林社教館 三~五 07:00~08:30 楊乾隆 0928-830357 楊乾隆

1007 天母國際聯誼會 士林電機仰德大廈 二~日
06:30~08:30

 (代表)

林沛堯

賴芳玲

呂麗華

0955-514008

0935-165155

0937-088922

林沛堯

(總教練)

陳月嬌

呂麗華

限私人會所會員

1008 海洋大學武場 海洋大學育樂館 二,五 12:30~13:30 張少遜 0928-082165 張少遜

1009 海洋大學A 海洋大學 二,五 12:00~13:00 張少遜 0928-082165 張少遜

1010 海洋大學B 別墅新世界 六 07:00~08:30 張少遜 0928-082165 張少遜

1011 海大天母武場 士林電機仰德大廈 日 10:40-11:40 黃瑞華 0905-619313 黃瑞華 限私人會所會員

1012 天和武場 天母活動中心 三,四 14:30~16:00 吳錫榮 0932-307366 吳錫榮

1013 中油武場
中油大樓1F大廳

松仁路3號
三,五 07:00~08:00 黃若記 (02)2579-2287 黃若記

1014 北一女武場 數雲臺 二 20:00~21:30 余美麗 (02)273-55070 余美麗

1015 平菁武場 陽明山平等國小 三~四 05:30~07:00 蔡佩蓉 0935-315642 蔡佩蓉

1016 藍天武場 萬芳社區活動中心 三 19:45~21:30 黃州和 0936-952306 張妤英

1017 秀明武場 秀明路2段1號 四 20:00~21:30 黃州和 0936-952306 張妤英

1018 淡水新市武場 淡水新市國小 一~五 05:50~07:00 林正大 0926-001161 林正大

1019 中信武場 中國信託南港總部 四 18:00~20:00 胡晉閥 0928-287005 胡晉閥

呂文創

周仁元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 註

中華世界楊家老架太極武藝總會  國內武場表   01.2022

1. 台北市楊家老架太極武藝協會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22-531939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37-879 747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28-082165

2. 新北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39-62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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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2001 至正坐-樟新武場  
台北市一壽街22號10F(樟新活動

中心)
六 09:00~11:00 張煥洲 0921-997-688 張煥洲

2002 至正坐-中央新村武場
新店市中央五街60號2F(中央新

村活動中心)
二 19:00~21:00 張煥洲 0921-997-688 陳再欽

2003 至正坐-明興武場 木柵名興里活動中心 四 19:30~21:30 張煥洲 (02)8661-8645 張煥洲

2004 至正坐-木柵武場 木柵活動中心 三 19:30~21:30 張煥洲 0921-99-7688 張煥洲

2005 淡水淡中武場 淡水國中 一~日 06:00~07:30 尤德林 (02)2805-1512 尤陳雲娥

2006 淡水中興武場 中興里活動中心 三,五 19:30~21:30 尤德林 (02)2805-1512

2007 道心坐-華福武場
中和華福活動中心

(中和民德路311號二樓)
二、四 13:00-16:00 王敏成 0919-297 171 王敏成

2008 艾因板和武場 板橋後埔國小正門穿堂 六、日 08:00~11:00 王敏成 0988-120 562 王敏成

2009 艾因明德武場
中和民德路300號

對面明德公園
一、三、五 07:30-10:30 劉麗君 0919-106 186

王敏成

劉麗君

2010 艾因重慶公園武場
板橋重慶路重慶公園

(擎天雙星旁)
二、四 19:00-21:00 楊憲軫 0928-282-917 楊憲軫

2011 艾因重慶國中武場 板橋重慶路重慶國中 一-五 05:30-07:00 黃秀蓉 0919-106 186 黃秀蓉

2012 艾因仁愛武場 永和仁愛公園 一-四 07:30-09:30 楊憲軫 0928-282 917 楊憲軫

2013 艾因泰山武場
泰山新台五路(BMW銘德汽車)

新北大道五段206號
二、五 19:30-21:30 楊憲軫 0966-377-465 楊憲軫

2014 藍天武場 萬芳活動中心 三 19:30~21:30 張妤英 0918-153-121 張妤英

2015 倉刀-張北武場 新店張北里活動中心 一 10:00~11:30 呂文創 0939-625-900
呂文創

常文萍

2016 倉刀-景興武場
台北市景興區活動中心(文山區

景後街151號4樓)
二 09:00~11:00 呂文創 0939-625-900

呂文創

曹麗琴

2017 倉刀-木新武場
台北市木新區活動中心(木新路

三段310巷4號2F(木新市場2樓)
五 19:30~21:30 呂文創 0939-625-900

呂文創

曹麗琴

2018 木柵武場 木柵活動中心 日 09:00~11:00 高秀霞 0918-287-856
高秀霞

潘沁萍

2019 央平武場
新店市中央五街60號2F(中央新

村活動中心)
三 14:00~17:00 常文萍 0933-712-884 常文萍

3.  苗栗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羅偉文

葉建志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註

3001 公館武場
苗栗縣公館鄉鶴岡村5鄰200-5

號
二 20:00 ~ 21:30 江俊毅 0937-429-996 練習武場

3002 桃園東埔武場 桃園市桃園區東埔活動中心 三 09:30 ~ 11:30 劉鑫基 0935-590 010

3003 幸福武場兵器班(一) 苗栗市玉華里活動中心 一 19:30 ~ 21:00 羅偉文 0927-666-986

3004 幸福武場(二) 苗栗市玉華里活動中心 二 19:30 ~ 21:00 羅偉文 0927-666-986 企業武場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27-666 986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12-531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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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3005 苗栗巨蛋兵器班(三) 苗栗巨蛋正門廣場 三 19:30 ~ 21:00 羅偉文 0927-666-986

3006 苗栗救國團班(三)A 苗栗救國團教室 三 08:20 ~ 09:50 羅偉文 0927-666-986 苗栗救國團招生

3007 苗栗救國團班(三)B 苗栗救國團教室 三 10:00 ~ 11:30 羅偉文 0927-666-986 專線037-322134

3008 苗栗救國團班(五) 苗栗救國團教室 五 20:20 ~ 21:50 羅偉文 0927-666-986

3009 苗栗救國團班(六)A 苗栗救國團教室 六 08:20 ~ 09:20 許晨聲 0926-817 539

3010 苗栗救國團班(六)B 苗栗救國團教室 六 10:00 ~ 11:30 許晨聲 0926-817 539

3011 苗栗社大班 後龍鎮北龍社區活動中心) 三 19:00 ~ 21:00 溫國光 0933-546733 助教:鄭淑貞

3012 田美國小班 苗栗縣南庒鄉田美村9鄰191號 一 07:55 ~ 08:15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3 獅山社區關懷班
苗栗縣南庒鄉獅山村活動中心

(二)
二 08:30 ~ 09:3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4 田美社區發展協會班
苗栗縣南庒鄉獅山村活動中心

(一)
一 09:10 ~ 10:0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5 文心坐教練班11期 南庄文心坐 日 19:00 ~ 21:0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6 文心坐師承班8期 南庄文心坐 五 20:00 ~ 21:3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7 文心坐師承班9期 南庄文心坐 五 20:00 ~ 21:3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8 文心坐師承班10期 南庄文心坐 六 20:00 ~ 21:30 徐運金 0928-389828

3019 信義武場(一)
兆品酒店對面西側鋼棚(運動

公園)
一 19:30 ~21:00 溫國光 0933-546733

3020 信義武場(四)
兆品酒店對面東側鋼棚(運動

公園)
四 19:30 ~21:00 溫國光 0933-546733 練習武場

3021 頭份義民廟武場 頭份義民廟廣場 一, 二, 四 19:00 ~ 21:00 饒瑞賢 0922-497066 練習武場

3022 建國國小武場 頭份市建國國小 六 07:00 ~ 08:30 鄧文凱 0926-380-107 練習武場

3023 蟠桃國小武場(日) 頭份市蟠桃國小 日 06:30 ~ 07:45 饒瑞賢 0922-497066

3024 為恭武場 頭份為恭醫院 一 17:30 ~ 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25 頭份救國團(一) 頭份救國團 一 20:10 ~ 21:40 吳家敏

3026 頭份救國團(四) 頭份救國團 四 20:10 ~ 21:40 郭志盛 0930-998398

3027 青草湖武場
新竹市柴橋市民活動中心門口

廣場
六 8:30 ~ 10:00 郭志盛 0930-998398

3028 頭份民生里武場 頭份市民生里活動中心 六 10:00 ~ 11:30 鄧文凱 0926-380-107

3029 照南國小武場 竹南運動公園槌球場
二、四

六

06:30 ~ 08:00

07:00 ~ 10:00
陳朝明 0933-516-367

3030 里仁武場 竹南里仁福智基金會 四 10:30 ~ 1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31 國衛院武場(A) 國家衛生研究院圖書館B1 二 18:30 ~ 20:00 蕭朝陽 0928-263 874 企業武場

3032 國衛院武場(B) 國家衛生研究院韻律教室 三 17:30 ~ 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企業武場

3033 新竹景觀(二)武場 新竹市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二 19:30 ~21:30 葉建志 0912-531 536

3034 新竹景觀(四)武場 新竹市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四 19:30 ~2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35 遙園教練班1期 新竹市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一 19:50 ~2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教練班武場

3036 遙園教練班2期 新竹市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一 09:30 ~ 1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教練班武場

3037 遙園教練班3期 新竹科園里活動中心 日 19:00 ~ 2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教練班武場

3038 遙園教練班4期 新竹市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一
09:30 ~ 12:00

19:50 ~ 2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教練班武場

3039 科園武場 新竹市鎮安宮活動中心 三 19:30 ~ 2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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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3040 台大新竹(一)武場
台大醫院新竹醫院六樓多媒體

會議室
一 18:30 ~ 20:00 潘其鈞 0978-021 387 助教:楊淳如

3041 台大新竹(三)武場
台大醫院新竹醫院六樓多媒體

會議室
三 18:30 ~ 20:00 葉建志 0912-531 536

3042 新竹馬偕醫院武場 新竹市馬偕醫院13樓藝廊 二 17:30 ~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43 中華大學武場
新竹中華大學行政大樓7樓川

堂
四 17:10 ~18:4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44 興南武場(A) 新竹市興南公園德成街32巷 一,三,四,五 07:00 - 08:20 郭武夫 0911-060-851

3045 世界島武場 新竹市崇和路 五 19:30 ~ 21:30 涂元添 0928-701 268

3046 綠水武場(一) 綠水里活動中心 一 20:00 ~ 21:3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47 綠水武場(三 綠水里活動中心 三 07:00 ~ 09:0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48 綠水武場竹光班(六) 新竹市竹光國中 六 07:00 ~ 09:0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49 綠水武場竹光班(日) 新竹市竹光國中 日 08:00 ~ 10:0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50 新竹市救國團班二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二 20:10 ~ 21:40 楊鎮守 0910-809150 新竹救國團招生

3051 新竹市救國團班三A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三 09:30 ~ 11:30 楊鎮守 0910-809150 專線035-248226

3052 新竹市救國團班五A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五 09:00 ~ 10:3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53 新竹市救國團班五B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五 18:30 ~ 20:0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54 新竹市救國團班五C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五 20:10 ~ 21:40 洪劍鋒 0926-976821

3055 竹北救國團班(六) 竹北市救國團教室 六 14:00 ~ 16:00 楊鎮守 0910-809150

3056 苗栗縣政府班 苗栗縣政府前廣場 三 19:00 ~ 20:30 劉鑫基 0935-590010

3057 四季山莊武場 苗栗縣頭份市花園東路75號
一

四

18:45 ~ 19:45

07:15 ~ 08:15
張和本 0933-917150 練習武場

3058 明昇武場 竹北體育館-西號門 三 19:30~21:00 沈里安 0932-110-807

3059 新竹南寮代天府武場
新竹市代天府廣場 (西濱路一

段355號)
一 19:30~21:00 沈里安 0932-110-807

5.  台中市楊家老架太極武藝協會

周志源

李育英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人 備註

5001 師承--惠中敞 惠文高中 六 07:00~08:30 李坤田 0923-199577 李坤田 0923-199577

5002 積善樓武場 兒童公園對面牌樓 一三五 06:00~07:30 李坤田 0923-199577 艾國曙 0919-830877

5003 師承--安侯敞 惠來國小後段 六 07:00~08:30 許文基 0919-668620 許文基 0919-668620

5004 安侯科博武場 科博館生命科學廳廣場 二五 19:30~21:00 許文基 0919-668620 李靜姬 0921-397376

5005 安侯正形班 科博館生命科學廳廣場 三 19:30~21:00 許文基 0919-668620 許文基 0919-668620

5006 師承--慧來敞 惠來國小後段 日 09:40~11:00 馮奇偉 0928-934093 陳元昌 0937-202489

5007 台中學苑武場 台中學苑 日 08:00~09:30 馮奇偉 0928-934093 王秀柑 0910-870965

5008
行雲太極

惠文場
惠文國小 六日 06:30~09: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09 行雲-科博早場 科博館太空劇場廳穿廊 一二三四五 06:00~07:3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0 行雲-漢口場
(拳)漢口國中

(兵器)何成里土地公廟
二 14:30~16:3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11-794657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21-3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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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5011 行雲-東興晚場 東興公園 日 18:30~20: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2 行雲-黎明早場 黎明社區網球場 一二三四五 06:00~07:3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3 行雲-市議會晚場 市議會走廊

一劍

三刀

四槍

19:00~21: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4 行雲-精明早場 精明一街
一二三五

四

06:30~07:30

10:30~12: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5 行雲-麗緻早場 麗緻生活會館(會員制) 一 08:20~09:2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6 行雲-東興早場 東興國小(會員制) 五 09:00~10:3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7 行雲-紐約之星場 紐約之星大樓(會員制) 二 18:30~20: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8
行雲-永豐棧麗緻生活會

館場
麗緻生活會館(會員制) 三 07:00~08: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19 行雲-惠中寺場 惠中寺(社區大學) 三 09:30~11:3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20 行雲-朝馬運動中心場 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二四 09:00~10:00 王智慧 0932-548511 王智慧 0932-548511

5021 台中文心坐武場 科博館廣場 四 19:30~21:00 徐運金 0928-389828 蕭樹國 0932-514208

5022 東興武場 東興公園 一二三四五 06:00~07:00 許昌祥 0938-590927 許昌祥 0938-590927

5023 言意武場 科博館廣場 一 07:30~09:30 郭明權 0931-375987 曾鳳凰 0980-005537

5024 水武場 市民廣場
一二三四五

六

06:00~07:30

07:00~08:30
許貴蓮 0931-375987 許翠華 0915-359169

5025 六藝武場
老樹公園

陳平國小

三

日

06:30~08:00

(冬延30分)
周志源 0921-381422 周志源 0921-381422

5026 民俗公園武場 民俗公園 一三 20:00~21:30 陳麗雲 04-22442568 楊景松 0927-695466

5027 三光武場 中興泳池前廣場 一二三四五
06:00~07:30

(冬延20分)
游澤虎 0935-300548 游澤虎 0935-300548

5028 優建武場 惠來里土地公廟 一四 20:00~22:00 廖俋超 0928-314536 廖俋超 0928-314536

5029 福壽武場 福壽宮 一二三四五 06:40~08:30 藍金煌 0963-007524 藍金煌 0963-007524

5030 惠中武場 公益路土地公廟 一二三四五六 07:00~08:30 吉民中 0930-720072 吉民中 0930-720072

5031 炁武場 公益路土地公廟 一二三四五 07:00~08:30 毛玉萍 0952-620809 毛玉萍 0952-620809

5032 炁大葉武場 大葉大學 一 13:20~14:20 毛玉萍 0952-620809 毛玉萍 0952-620809

5033 大墩武場 大墩公園 一四 19:30~21:30 洪子超 0932-178701 洪子超 0932-178701

5034 育英武場 科博館太空劇場廳廣場 二五六 19:30~21:00 李育英 0911-794657 林鴻哲 0932-617714

5035 崇德武場 崇德榕園-三角公園 二四 20:00~21:00 王碧惠 0937-211547 闕秀卿 0923-581907

5036 靚武場 忠明國小 三五 19:00~21:00 林志琴 0937-254166 林志琴 0937-254166

5037 太原武場 崇德榕園-三角公園 一二三四五六
06:00~07:00

(冬延20分)
杜德馨 0921-371059

游通勝

朱應麟

0928-504919

0910-126072

5038 文心經典武場 何成里土地公廟 一二三四五六 06:00~07:00 楊玉梅 0937-278329 楊玉梅 0937-278329

5039 何成武場 溝墘里活動廣場 一二三四五六 06:00~07:00 徐秋香 0921-753106 李仰莉 0910-952820

5040 日月武場 溝墘里活動廣場 二五 20:00~21:30 康銘熙 0988-202367 康銘熙 0988-202367

5041 民興武場
法務部台中行政執行分署正門

前廣
一三五 20:00~21:30 宋柏浤 0928-085686 宋禮臣 0934-007887

5042 向心園武場 科博館生命科學廳廣場 四 20:30~22:00 張綺麗 0911-818827 張綺麗 0911-818827

5043 一武場 公一之三公園 一四六 06:30~08:30 林旺德 0913-182997 陳玉坤 0913-250766

5044 大雅武場 大雅國小司令台 三 19:30~21:30 梁崇漢 0928-912712 江裕震 0926-931788

5045 神林武場 大雅寶興宮 五 20:10~21:30 王春美 0910-582561 劉念沂 0935-70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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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5046 岸裡武場 傳發機械廠區 四 19:30~21:30 廖淑華 0919-664519 潘東朋 0988-672839

5047 萬壽武場 萬壽棒球場外直排輪場 二四 19:30~21:00 莊美菊 0972-506036 莊美菊 0972-506036

5048 興大武場 興大人文大樓前 二 19:30~21:00 曾聰益 0933-689578 廖崇斐 0928-603923

5049 追分武場 追分國小籃球場東穿廊 一 19:00~21:00 宋文禮 0932-610088 陳金蓮 0932-529693

5050 平福民俗武場 民俗公園 一二三四五 06:30~07:30 張永輝 0932-648615 張永輝 0932-648615

5051 椰林武場 三信公園 一三五 20:00~21:30 李坤田 0923-199577 黃金鈴 0919-048384

5052 太極研修武場 傳發機械廠區 每月第四週六 18:30~20:30 康銘熙 0988-202367 康銘熙 0988-202367

6.  彰化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施國寶

王宥勛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人 備註

6001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靜思堂中庭 一 19:00~21:00
王滄陣

張錫男

0921-685962

0926-730933
張慶宗

6002 和美大霞武場 和美大霞里活動中心 一 20:00-22:00
許宏鑫

林育慈

0937-803385

04-7559406

6003 鹿港佛光武場 鹿港公會堂前廣場 一,三 19:00~21:00
蔡宗進

黃麗雪

0963-332285

0934-332285

6004 和美高中武場 和美高中 二 19:00~21:00 林明國 0930-088778

6005 經口厝武場
埔心鄉經口路

(員林大潤發附近)
二 20:00-21:00 張錫男 0926-730933

6006 松華武藝修練班 彰化市南興國小 二 17:30-19:00
周通能

張筱易

0905-027327

0905-592701

6007
玥瑨武場

(光南社區)
彰化市南郭國小 二/四 19:00-20:30

陳孟玥

許峻誠

施國寶

0922-483688

0932-572889

0933-415938

6008 清水慈濟社大武場 清水慈濟社大 三 19:00-21:00
王滄陣

蔡雪蓮

0921-685962

04-7627299

6009 彰化美學館武場 彰化美學館 三 9:00-11:00 林明國 0930-088778 蔡雪蓮 0921-685962

6010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靜思堂清涼地 三 19:00-21:00 張慶宗 0935-922839 黃麗雪 0963-332285

6011
玥瑨武場

(華龍國小社團)
華龍國小(操場) 三 07:50-08:40 陳孟玥 0922-483688

6012
松華武藝

(文山社大武場)
台中市世貿中心戶外廣場 三 20:00-21:40

周通能

張筱易

0905-027327

0905-592701

6013 和美公所武場 和美鎮公所前廣場 三 19:30-21:30
許宏鑫

林育慈

0937-803385

04-7559406

6014 田中坐 田中武場(田中鎮) 五 15:00-17:00
蔡宗進

黃麗雪

0963-332285

0934-332285

6015 彰化社大武場 福山寺五樓走廊 四 19:00-21:00 鄭世淵 0958-654503

6016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靜思堂中庭 四 19:00-21:00 許丁泉 0911-853205

6017 東芳武場 彰化市東芳公園 四 19:00~21:00 李勝興 0933-555556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33-415 938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10-590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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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6018
松華武藝

(台電武場)

台電彰化配電中心(南興國小

對面)
四 17:15-18:30

周能通

朱春嬌

0919-524029

0918-520658

6019 精誠武場
彰化市精誠高中附近

(創會會址)
五 07:00-09:00 王滄陣 0921-685962

6020 彰化美學館武場 彰化美學館 五 19:00-21:00 林明國 0930-088778

6021
松華武藝

(文山社大武場)

台中市世貿中心

(中工教室)
五 09:50-11:30 張筱易 0905-592701

6022 武勝武場 和美(南佃里) 五 19:30-21:30 張錫男 0926-730933

6023 彰化市白雲寺武場 彰化市白雲寺 六 07:30-09:00
蔡宗進

黃麗雪

0963-332285

0934-332285

6024 彰化慈濟社大武場 靜思堂清涼地 六 09:00-11:00
李明燦

王滄陣
0921-685962

6025 世川武場 鹿港南勢庄 日 19:30-21:00 林明國 0930-088778

6026 寶山武場 彰化市(師大寶山校區) 日 07:30-09:30
蔡宗進

黃耀聰

0963-332285

0972-065284

7.  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林福助

吳文靜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人 備註

7001 嘉義高工武場 嘉義高工運動場 一~日 06:00~07:20 林福助 (05)2288422

7002 宣信武場 宣信街111巷89號 一 19:30~21:30 林福助 (05)2288422

7003 嘉基武場 嘉基醫院B棟9樓 六 09:30~11:00 林福助 (05)2288422

7004 楊家老架C班 嘉義救國團 二 19:15~21:15 林福助 (05)2770482

7005 楊家老架A班 嘉義救國團 三 19:30~21:30 陳志銘

(藍拳,

很會推手)

(05)2770482

7006 楊家老架B班 嘉義救國團 四 19:30~21:30 許哲峰

(藍拳/刀,

黃劍)

(05)2770482

7007 楊家老架初級A班 嘉義救國團 一 06:30~08:10 陳秀惠

(藍拳,

黃/刀劍)

(05)2770482

7008 楊家老架.初級B班 嘉義救國團 一 08:30~10:10 陳秀惠 (05)2770482

7009 楊家老架中級A班 嘉義救國團 二 08:30~10:10 陳秀惠 (05)2770482

7010 文化中心武場 文化中心外庭 二,四 19:30~21:30 林吉雄

(藍三)

(05)2321724

7011 文化廣場武場 文化路文化廣場 一,三 19:30~21:30 林吉雄 (05)2321724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29-372 965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58-10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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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7012 伍興武場 嘉義市垂楊路400號6樓之１ 四,六 19:00~21:00 劉熙銓 (05)2221220

7013 嘉義大學武場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

嘉大樂育堂

二 19:00~21:00 劉熙銓 (05)2221220

7014 嘉義公園武場兵器班 嘉義公園溜冰場 六 15:30~17:00 林福助 (05)2288422

7015 慈濟嘉義靜思堂 嘉義市彌陀路26號 三 15:00~17:00 陳秀惠 (05)2762471

7016 武當山武場 嘉義市新民路555巷8號 五 19:20~21:20 蕭富光 0939-405-899

7017 三賢宮武場 二 19:30~21:00 謝憲成 0936-157-688

8.  嘉義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陳俊正

王維莉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人 備註

8001 朴子公園武場 朴子公園 一~日 06:00~07:30 蔡文賓 0920582817

8002 朴子体育館武場 朴子体育館 一,三,五 20:00~21:40 陳俊正 0910754083

8003 牛挑灣龍安宮廣場 朴子牛挑灣龍安宮廟旁廣場 二 19:30~21:30 陳俊正 0910754083

8004 埤麻里武場 太保市埤麻里社區活動中心 五 19:00~20:30 陳俊正 0910754083

8005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3F 二 19:30~22:00 林銘棟 0911-194906

8006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4F 一,三,五 06:00~08:00 黃毅翔 0934-338278 許正勳

8007 中正大學武場 中正大學社科教室4F 六 15:00~17:00 黃永辰 0989-787154

9.   台南市中華楊家老架太極武藝協會
賴淑琴

陳國輝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人 備註

90001 薪園師承班(I) 新營國小 六 08:00~10:00 蘇清標 0933-623 992 蘇清標
每月第一周日

08:00~10:00體用班

90002 薪園師承班(II) 黃家古厝 五 19:30~22:00 蘇清標 0933-623 992 賴淑琴 周一、二、四練習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10-754 083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10-066 735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83-171 161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70-90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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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90003 薪園師承班(III) 成功大學 日 15:00~17:30 蘇清標 0933-623 992 陳建宏

90004 薪園師承班(IV)
薪園講堂

(元亨書院薪園講堂)
四 19:00~21:30 蘇清標 0933-623 992 曾聰益

90005 薪園師承班(IV)
薪園講堂

(元亨書院薪園講堂)
四 19:00~21:31 蘇清標 0933-623 992 曾聰益

90006 新營國小武場 新營國小 日 08:00~10:00 賴淑琴 0970-900 158 賴淑琴

90007 青商OB武場 黃家古厝 四 19:30~22:00 賴淑琴 0970-900 158 賴淑琴
每月第一周四

19:00~21:00初級班

90008 公誠國小 公誠國小 三 19:30~22:00 賴淑琴 0970-900 158 賴淑琴

90009 公誠國小 公誠國小 五 19:30~22:00 賴淑琴 0970-900 158 賴淑琴

90010 元亨興大 中興大學 一 19:00~21:30 曾聰益 0933-689 578 曾聰益

90011 月津國小 月津國小 日 06:30~08:30 曾聰益 0933-689 578 曾聰益

90012 新營社大武場 新營文中心 六 15:00~17:00 徐淑玲 徐淑玲

90013 新營文化中心武場 新營文化中心 三 06:30~08:00 吳乃亮 0921-206 862 吳乃亮
每月第一周四

19:00~21:00初級班

90014 東明武場 新泰國小 一 19:30~21:00 吳信宏 0934-050 072 吳信宏

90015 北門社大武場 學甲東陽國小 四 19:00~21:00 吳信宏 0934-050 072 吳信宏

90016 新營社大鹽水 鹽水活動中心 五 19:00~21:00 吳玉山 0932-846 216 吳玉山

90017 公誠國小 公誠國小 三,四 06:00~07:00 吳玉山 0932-846 216 吳玉山

90018 新營社大柳營 篤農活動中心 一 07:00~09:00 吳玉山 0932-846 216 吳玉山

90019 總爺武場 總爺藝文中心 六 08:00~10:00 李淑華 0987-741 960 李淑華

90020 六甲武場 六甲國中 三 19:30~21:30 李淑華 0987-741 960 李淑華

90021 成大EMBA 成功大學 二 19:00~21:00 薛文榮 薛文榮

90022 台南文化中心 台南文化中心 一,三 19:00~21:00 郭玉麗 郭玉麗

90023 台南新興國小 台南新興國小 一 16:30~17:30 郭玉麗 郭玉麗

90024 華新武場 華新麗華鹽水廠 四 17:30~19:00 陳國輝 0910-066 735 陳國輝

10.   高雄市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蔡金枝

蔡清玉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註

蔡金枝
07-742-9619

0930-165051

蔡清玉
07-813-5978

0952-071975

張東聲
07-745-9001

0932-784657

陳世穎
07-780-9159

0919-765873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30-165 051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52-071 975

10001 中正高中 鳳山區婦幼館旁籃球場 每日 06:00~07:10 蔡金枝
07-742-9619

0930-16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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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蔡金枝
07-742-9619

0930-165051

蔡清玉
07-813-5978

0952-071975

10003 中正高工
中正高工籃球場旁

(臨光華路)
週二.四 20:00~21:30 蔡清玉

07-813-5978

0952-071975
蔡清玉

07-813-5978

0952-071975

蔡金枝
07-742-9619

0930-165051

蔡清玉
07-813-5978

0952-071975

10005 中鋼
中鋼公司

中正堂東側迴廊
週一 17:00~18:30 盧進興 0911-737558 盧進興 0911-737558

週一~五 08:00~09:00

週三.五 20:00~21:30

10007 新光 新光大樓二樓韻律教室 週一.四.五 20:00~21:30 林春生
07-338-3530

0910-215660
蔡明義 0971-155983

10008 鎮北 鎮北國小 每日 06:00~07:00 陳春月
07-731-0853

0929-939486
陳春月

07-731-0853

0929-939486

陳春月
07-731-0853

0929-939486

魏金隆
07-719-0037

0931-743571

10010 五福A班 五福國中操場 週日 07:00~9:00 謝世經
07-552-6710

0936-417881
鍾莉香

07-322-0888

0933-312020

10011 五福B班 高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前 周二.四 19:30~21:30 謝世經
07-552-6710

0936-417881
謝世經

07-552-6710

0936-417881

10012 自由
新莊國小

左營區自由三路一號）
週一、二

16:30-17:30（寒

暑假停課）
吳淑妃 0958-731353 謝世經 0936-417881

羅聖賢
07-226-0863

0933-319982

蔡根祥 0952-619377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吳國昇
07-749-0758

0910-800387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黃懋棟 0937-625532

陳泉桂 0939-606496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莊文秀
07-397-2147

0937-431512

10002 大東 鳳山區三民里活動中心 週一.四 19:30~21:00 李永莒
07-701-9168

0921-166978

08:00~09:30 游文邦
07-722-4435

0955-983372
10004 文生堂

聖文生堂教會

(三多和平路口)
週一.五

07-803-2327

0911-109539
蔡明義 0971-15598310006 小港 小港區社教館 宋寶惜

08:00~10:00 魏金隆 0931-74357110009 光遠 鳳山大東公園 週一~五

20:00~21:00 羅聖賢
07-226-0863

0933-319982
10013 文化中心 高市文化中心至德堂前 週一.三.五

05:40~06:40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10014 建軍

鳳山行政中心

新建大樓川堂
週一~五

19:30~21:00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10015 忠孝 鳳山行政中心新建大樓川堂 週一.二.四

19:30~21:00 陳德炭
07-749-1220

0921-530697
10016 長興

寶業滯洪公園生態教育推廣教

室
週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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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吳文卿 0932-724212

周清榮 07-771-1004

侯富雄
07-841-7013

0919-538933

10018 自然師
高師大附中川堂

臨凱旋路）
週一.三 20:00~22:00 朱來春

07-761-1294

0910-776133
周清榮

07-771-1004

0921-261016

10019 文華 鳳山商工體育館前 週二.四.六 06:00~07:00 陳坤龍 0919-100796 黃俊哲 07-742-7523

10020 清美 新甲國小 每日 06:00~07:00 柯三益 0983-583157 王美珠 0982-918716

侯清月 0956-922340

陳鴻昌 0912-735933

10022 旗津 旗津國小 週三.日 17:00~19:00 王麗玲
07-571-7861

0953-975707
陳光炎

07-793-0610

0929-821023

週二.四 19:30~21:00

週日 07:30~09:30

10024 正義 中正高中川堂 週一.四 19:30~21:00 侯春美
07-791-8631

0929-082846
鄭振忠

07-749-0158

0928-729085

10025 高美館 高雄美術館前廣場 每日 05:45~07:00 高明賢 0933-303018 游勝雄 0937-331608

10026 半屏山 台鐵新左營站一樓走廊 週一~六 06:00~07:30 張條旺 0960-125815 游勝雄 0937-331608

國昌國中 週一 19:30~21:00
週五 20:10~21:40

週六 08:30~10:00

海清工商 週六 14:30~16:30

10028 福山 福山國中 週三 19:00~21:00 黃得恩
07-582-8666

0912-031685
黃得恩

07-582-8666

0912-031685

10029 澄清湖
澄清湖

傳習齋後方太極墩
每日 06:00~07:30 陳國男

07-370-8402

0931-761873

莊政雄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註

11001 台東家扶 台東駕駛員工會 一~四 19:30~22:00
蘇建榮

吳泰興
(089)336650 李光珠

11002 日光寺 台東市蘭州街58巷25號 一、四 19:30~21:00 李素琴 (089)225756 徐秀蕙

11003 東美
台東市浙江路350號

台東美術館
一、三 19:30~21:00 楊麗珍 楊麗珍

07-761-1294

0910-776133
10017 三餘

高師大附中中庭

臨凱旋路）
週六

10021 清雲 左營國中 周六

07:30~10:00 朱來春

10023 正心 苓洲國小 鄭景仁
07-751-1838

0938-685898

黃得恩
07-582-8666

0912-031685
楠梓救國團

08:00~09:30 侯清月 0956-922340

鄭景仁

11.  台東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32-582032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7-751-1838

0938-685898

10027 海青 黃得恩
07-582-8666

0912-03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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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12. 新竹縣楊太亟武藝協會
胡偉恭

劉士賢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註

12001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一 9:00~1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2 新竹市救國團班 西門教室 一 10:40~12:1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3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一 19:00~21:0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4 竹北體育場 竹北體育場 二 9:00~1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5 竹北體育場 竹北體育場 二 13:30~15:0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6 新豐國小武場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國小 三 19:00~2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7 新竹市救國團班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四 9:00~1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8 新竹市救國團班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四 10:40 ~ 12:1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09 新豐鳯蓮宮武場 新豐鳯蓮宮廣場 四 19:00~2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10 竹北救國團 竹北教室 五 8:50~10:2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11 竹北救國團 竹北教室 五 10:30~12:0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12 竹北救國團 竹北教室 五 13:30~15:0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13 竹東鎮竹中 頭重活動中心 五 19:00~20:30 盧美琉 0916-331117

12014 竹北社大 竹北國中 五 19:00~21:00 楊中宇 0933-085185

12015 竹東鎮社大 橫山國小 一 21:00~22:00 楊中宇 0933-085185

12016 新竹市景觀武場 中埔里里民活動中心 二 19:30~21:30 葉建志 0912-531536

12017 新竹 TAF武場  TAF全國認證公司 四 18:00~19:30 葉建志 0912-531536

12018 竹東鎮社大 竹東鎮自強國中 二 19:00~21:00 沈嘉豐 0926-987250

12019 竹東鎮社大 橫山國小 三 19:00~20:30 楊中宇 0933-085185

12020 竹東鎮社大 竹東郵局 四 19:00~20:30 沈嘉豐 0926-987250

12021 竹東鎮東寧武場 東寧里集會所 五 19:00~20:30 沈嘉豐 0926-987250

12022 竹東鎮東寧武場 專修班 五 20:30~22:00 沈嘉豐 0926-987250

12023 竹東上館武場 上館國小 六 06:30~08:00 沈嘉豐 0926-987250

12024 明昇武場 竹北體育館-東號門 三 19:30 ~ 21:00 沈里安 0932-110807

12025 台大新竹(一)武場 台大醫院新竹醫院靜心樓三樓 一 18:30 ~ 20:00 潘其鈞 0978-021387

12026 台大新竹(三)武場 台大醫院新竹醫院靜心樓三樓 三 18:30 ~ 20:00 葉建志 0912-531536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19-364522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33-15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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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武 場 名 稱 訓 練 場 地 日 期 時 間 負 責 人 連 絡 電 話 教 練 備 註

賴伶蓉

施文彬

編號 武場名稱 訓練場地 日期 時間 負責人 連絡電話 教練 備註

13001 逍遙二(教練班)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一 09:30~1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02 逍遙四(教練班)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一 09:30~11:30 賴伶蓉 0910-809150

13003 逍遙一(教練班)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一 19:40~2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04 逍遙三(教練班)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一 19:40~22:0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05 逍遙三(教練班) 科園里市民活動中心 日 18:00~21:00
楊鎮守

賴伶蓉

0910-809150

0912-602855

13006 逍遙四(教練班)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一 20:00~22:00 賴伶蓉 0910-809150

13007 西門二 新竹市救國團教室 二 20:10~21:4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08 馬偕二 新竹馬偕醫院13樓藝廊 二 17:30~19:0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09 西門三 新竹市救國團教室 三 09:30~11:0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10 科園三 新竹市鎮安宮活動中心2樓 三 19:20~21:10 賴伶蓉 0912-602855

13011 中華四 中華大學行政大樓7樓川堂 四 17:10~18:40 楊鎮守 0910-809150

13012 景觀四 中埔里市民活動中心 四 19:30~21:30 賴伶蓉 0912-602855

13013 西門五 新竹市救國團西門教室 五 09:30~11:00 賴伶蓉 0912-602855

13014 竹北六 救國團竹北教室 六 14:00~15:30 賴伶蓉 0912-602855

13015 興南武場 興南公園 一三四五 06:30~08:00 郭武夫 0911-060851

13016 川流武場 體育場二樓 二五 09:00~11:00 李姿瑩 0921-641986

13017 川流武場 湳雅公園 六 09:00~10:30 李姿瑩 0921-641986

13018 川流武場 舊社國小 日 09:00~11:30 李姿瑩 0921-641986

13019 湳雅武場 湳雅公園 四 07:10~09:00 吳明月 0981-347475

13020 湳雅武場 湳雅公園 六 07:30~09:00 吳明月 0981-347475

13021 朗朗武場 湳雅公園 二 20:00~21:30 吳明月 0981-347476

13022 康和富武場
安富街戶外場地

康和富(安康)社區
六 16:00~17:30 施文彬 0956-176797

13.  新竹市楊家老架太極武藝協會

理事長 連絡電話: 0912-602855

總幹事 連絡電話: 0956-17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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