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一
11:00-12:30 楊式太極拳
 學習內容：簡易24式太極拳、楊式40式太極拳、

 經典42式太極拳／劍、楊式太極對練及四正手

12:30-13:00 網上養生功

星期二
11:00-12:30 養生／太極／武術
 學習內容：養生功法、五大流派太極拳／劍、

 自選拳術／器械／形意／對練

星期三
10:00-12:00 楊式太極拳
 學習內容：簡易24式/40式太極拳、

 楊式32式太極劍、經典42式太極拳／劍

12:30-13:00 網上養生功

18:30-20:00 陳式太極拳
 學習內容：陳式太極拳《基本功》、

 陳式56式太極拳

星期四
11:30-13:00 吳式傳統太極拳/劍
 學習內容：吳式傳統83式太極拳、
 吳式64式太極劍、吳式太極推手

14:00-15:00 養生太極掌/劍
15:00-16:00 孫式太極拳 (初學班)

星期六
11:30-13:00 吳式太極拳
 學習內容：吳式45式太極拳、吳式64式太極劍、
 吳式太極推手

14:30-16:00 網上讀經班 

 (7月推介-異法方宜，8月推介-易經)

16:30-18:00 青少年武藝傳承班

詳情請向中心職員查詢，如有任何爭議，李暉太極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2021年3月23日更新

 導師 每小時收費 每星期3-4.5小時 每星期5-6.5小時 每星期7小時以上

 李暉 HK$180 9折 8折 75折

 薛瓊 HK$150 9折 8折 75折

 其他導師 HK$110 9折 8折 75折

條款及細則：

1.  課程收費以月費形式繳交，不接受單堂報讀。（月費收費均以整數結算，收費將進至整數元位）

2. 「全月通計劃」優惠只限現有會員（青少年會藉除外）參加。 

3.  夫婦會員於同一時間繳費，即以2人報讀總時數／星期計算，享有「全月通計劃」收費優惠。

「全 月 通 課 程」 收 費
（只接受會員報讀，收費以每小時計算）

月費 = 每星期報讀總時數 x 每小時導師價錢 x 四星期（如有五星期會以四星期計算）

 級別 每堂時數 會員 (收費/每月)

 少武初班(紅、橙及黃級) 1 HK$550 

 少武中班(綠、青級) 1 HK$620 

 少武中班(綠、青級) 1.5 HK$930 

 少武高班(藍、紫級) 1.5 HK$1150 

 少武精英班/傳承班 1.5 HK$1130 

精英班需經選拔後方可參加，每學期需要通過考核才可繼續參加。

「少 武 課 程」收 費
（只接受會員報讀，收費以每月計算）

 HK$300/小時

練功房場地

 項目 按金 每月費用 每年費用 續租1年

 鞋櫃 HK$200 HK$120 HK$1320 HK$1000

 劍架 - HK$120 HK$1320 HK$1000

 劍或刀 - HK$120 - -

條款及細則：

1.  租用之鞋櫃只可存放鞋，其他私人物品不得放置在鞋櫃內，如有遺失，

 李暉太極中心概不負責。費用以每月或1年為單位計算。

2.  如所租用之鞋櫃沒有任何損壞，按金於退租後可退回。

(費用包括空調、地毯，鏡子。

以每1小時為單位，不足1小時

以1小時計算。)

租 用 項 目

條款及細則：

1. 新入會會員可獲贈太極鞋一對及會員T恤一件，會籍不得轉讓。

2. 會藉以年度計算由每年的1月1日至同年的12月31日止，會員需每年續會，逾期一個月之會員均以新會藉計算收費。

3. 續會會員均可獲贈會員T恤一件，續會年費以年度計算，如不足一年者均按月按比例計算。

 會員類別 會員年費 續會年費 會藉年期

 尊貴會藉 HK$1200 HK$800 1年

 夫婦會藉 HK$1600 HK$800 (每位) 1年

 青少年會藉 (18歲或以下) HK$800 HK$500 1年

尊  貴  會  藉

852 2882 2644香港英皇道659號東祥工廠大廈D座10樓 852 6898 1125

網課通
每月$500

網上養生功
逢星期一，三 12:30-13:00 

網上讀經班
逢星期六 14:30-16:00 

(包括以下時段)



星期一
13:00-14:00  孫式競賽套路
14:00-15:00  陳式新規定劍
18:30-19:30  健身氣功 - (大舞，十二段錦) 初學班
19:30-21:00  42拳/劍提高班

星期二
14:00-15:00  42式太極拳
15:00-16:00  八卦掌競賽套路(初學班)
19:00-20:00  八卦太極拳
20:00-21:00  陳式56初學班

星期三 (荃灣)
16:30-18:00  少武班
18:00-19:00  健身氣功大舞
19:00-20:00  成人太極班

星期五
10:00-11:00  楊式基本功+楊式86拳
11:00-12:30  楊式56劍+楊式扇
14:00-15:00  陳式太極扇新套路(初學班)
15:00-16:00  陳式24式太極拳+陳式56式太極拳
19:00-20:00  綜合形意拳
20:00-21:00  綜合太極扇

星期六
09:30-10:30  42式太極劍提升班
10:30-11:30  陳式進修班
18:00-19:30  武術槍劍初學班

星期日
09:30-11:00  楊式40+32太極劍
12:00-13:00  陳式56拳初學班
13:00-14:00  八卦掌初級班

852 2882 2644香港英皇道659號東祥工廠大廈D座10樓 852 6898 1125

術

霍惠鵬導師
星期六
13:00 - 14:30 詠春

邱福嬌導師
星期二 
18:00 - 19:00 簡易24式太極拳

星期四
19:00 - 20:00 陳式太極扇
20:00 - 21:00 形意拳

朱友寶導師
星期六 (外展課程)
10:00 - 11:30 42式太極拳 +
 42式太極劍（新學）
11:30 - 13:00 養生太極掌(一、二)
 (新學) + 
 40式楊式競賽套路

星期日
11:00 - 12:00 孫式競賽套路

劉國榮導師
星期三
17:30 - 18:30 吳式太極拳基本功

星期四
10:30 - 11:30 吳式太極拳基本功

蘇衛紅導師
星期六
14:30 - 15:30 少武初班
15:30 - 16:30 少武中班

星期一

楊式太極基本功

星期二

吳式太極基本功

太極拳初班招生
上課時間：上午10:00 - 11:00

星期三

楊式太極基本功

星期四

吳式太極基本功

網址：www.lifai.com

香港英皇道653-659號東祥工廠大廈D座10樓

查詢電話：

2882 2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