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糸東流空手道黑帶會
2019 – 2020 年度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0 年 1 月 12 日

時間

： 下午 12 時 05 分

地點

： 油塘高超道油塘社區會堂地下會議室

主席

： 方浩南 (鯉魚門道場代表)

記錄者

： 謝家碧 (秘書長)、李志龍 (副秘書)

出席者

： 黃梅芳 (內務副主席)
陳廷臻 (副財政)
莫啟超 (技術主任 / 石硤尾道場代表)
黎翠筠 (宣傳主任 / 馬鞍山道場代表)
陳仁強 (副宣傳主任)
方浩銘 (康樂主任)
黃頴欣 (副康樂主任)
黃偉聲 (聯絡主任)
柯庭芝 (副聯絡主任)
譚善威 (紅磡道場代表)

顧問

： 梁伯偉師父、黃家棟師父、梁伯祺師父

缺席致歉

： 林潤疇 (外務副主席 / 灣仔道場代表)、卓偉倫 (藍田道場代表)、
羅鎮榮 (財政)、陳傳文 (副技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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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跟進人
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1.1. 第一次會議議程有下列修正︰
1.1.1. 項目 4 為跟進上次會議記錄事項。
1.1.2. 項目 5 報告事項加入項目 5.2 亞太 / 世界糸東流空手道聯盟最新
消息。
1.2. 一致通過修正後的是次會議議程。

謝家碧
李志龍

2. 通過第六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記錄
2.1.
2.2.
2.3.
2.4.

修訂出現的錯別字。
修正項目 3.3.1。
一致通過經修正後第六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記錄。
方浩南師兄補充，凡執委會成員選舉周年大會前，需要先通過之前的執
行委員會會議記錄。

謝家碧
李志龍

3. 通過 2019-20 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3.1. 謝家碧師姐提出，當日動議並通過的新加項目 22(f)︰每年度出版至少
謝家碧
一次期刊，以傳播香港糸東流空手道協會訊息。沒有同時顯示及通過英
李志龍
文版本說明。(To publish at least a journal per year for the purpose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 Shitoryu Karatedo Association)，
各委員一致通過在英文版本內加入上述英文語句，並在下次的周年大會
向各會員補充。
3.2. 一致通過 2019-20 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3.3. 方浩南師兄認為，由於新加項目的基本概念已獲通過，可以在來年的周
年大會補充英交版說明。
3.4. 梁伯偉師父建議利用通訊程式或電郵將英文版說明通知各執委會成員。
4. 跟進上次會議記錄事項
4.1. 各項跟進事項已完成。
4.2. 方浩南師兄報告，事項 4.3 的跟進，有學員反映希望能獲得坂本師範的
套拳資料，因有版權問題不能公開派發，可考慮在將來舉辦 seminar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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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告事項
5.1. 聯會報告
5.1.1. 方浩南師兄表示現時沒有特別報告，因為暫定 2 月才開會。
方浩南
5.1.2. 梁伯偉師父建議，由於方浩南師兄有雙重身份，既是聯會執委會
林潤疇
秘書，亦是協會黑帶會主席，因此決定委任林潤疇師兄(外務副
主席)作為協會代表出席聯會會議。
5.2. 亞太 / 世界糸東流空手道聯盟最新消息
5.2.1. 方浩南師兄報告，2021 年亞太糸東流空手道聯盟大賽將於 2021
年 10 月 5-10 日，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 Colombo 舉行，除了比
賽外亦有昇段考試及師範考試，希望各道場鼓勵學員參加。
5.2.2. 第 10 屆世界糸東流空手道聯盟大賽將於 2022 年 4 月或 12 月在
印尼雅加達舉行。
5.2.3. 梁伯祺師父提問有關亞太及世界糸東流空手道聯盟已更新組織的
資料，發現網頁資料沒有更新。方浩南師兄回答網頁更新工作是
由印尼代表負責，要等印尼方面消息。
5.2.4. 方浩南師兄補充新委員資料如下︰世界聯盟主席是摩文仁賢雄
(糸東流第三代宗家)及岩田源三(糸東會會長)，亞太聯盟會長是
印尼代表 Sensei Iwan Seitiawan，副會長是新加坡代表 Sensei
Riki Young，三位助理副會長分別是澳洲 Sensei Con Kassis、斯
里蘭卡 Sensei Clement de Zoysa 及印尼代表 Sensei Masudi Tanu，
秘書長及財政分別是梁伯偉師父及方浩南師兄。
5.3. 新加坡糸東流空手道協會 55 周年慶典暨考試 (12~15/12/2019)
5.3.1. 方浩南師兄報告，參加考試合格的會員分別是李志龍（三段）、
黃佩華（四段）、林小其（五段），陳廷臻（助教）、澳洲初心
會的繆春興（準師範）、Laurence Mau（二段）、Ben Juett（初
段）。
5.3.2. 梁伯偉師父總結，參加國際性考試需要有充足準備，套拳都是指
定形，因此一定要熟練，而且英語水平能力要好，平日在道場宜
多嘗試用英語試教。昇段試方面，各學員需要有足夠準備，沒有
「天才波」。坂本師範的要求很高，當然也會考慮很多其他因
素，所以即使是次昇段試合格也不應太高興，下次要有更好的準
備，因為日本總部的要求是很高的。
5.3.3. 方浩南師兄補充是次發生的小意外，因為一位學員是自行買機票
出發，沒有留意護照的到期日，最後趕不上參加考試，只能出席
研討會。期望日後參加者若不是隨大隊以團體機票出發，務必要
留意護照有效日期。之前其他海外活動也發生類似的護照問題，
希望下次活動各學員要多加留意。
5.3.4. 方浩南師兄讚賞新加坡在是次活動的集訓安排，一整天的集訓分
為上下午在兩個場地舉行，半天套拳（八步連、北谷屋良公相
君）及半天搏擊（步法、反應、前手進擊等）。陳廷臻師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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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了全日集訓，期望他將來能夠和大家分享。
聯會昇段集訓
5.4.1. 方浩南師兄報告，日期 10 月 1 日，是次集訓長達 6 小時，包括
一小時休息，共 27 位成年學員及 10 位中小學生學員參加，也包
括來自澳門的參加者。
5.4.2. 梁伯偉師父補充，這次集訓由協會的教練負責，因為擁有國際教
練資格，日後剛考獲國際教練資格的霍師叔也可以負責。
聯會昇段考試
5.5.1. 方浩南師兄報告，日期 10 月 7 日，是次考試很多人參加，總人
數有 23 人，協會參加者 19 人，最後有 16 人合格。方浩南師兄
補充考生要注意功力練習，特別是考初段，有考生試割不成功，
即使採用女考生的薄試割板，平常道場應加多打實物的練習。
5.5.2. 黃家棟師父認為考生的基本功掌握不好，體能較弱。
5.5.3. 梁伯祺師父認為考生在馬步、轉腰發力及呼吸方面有改善空間。
5.5.4. 梁伯偉師父認為考生平日的練習不夠深入，考試的精神未能達
到，例如要刻苦、不怕困難、追求完美等。平日在道場的練習需
要多加注意這方面。
5.5.5. 方浩南師兄補充，考生還停留在『記』的階段，精神欠缺投入，
即使知道提問的答案，但技巧方面卻無法表現出來。
5.5.6. 梁伯偉師父再補充，來自其他友會道場的考生表現不錯，宜與他
們溝通及分享。
2019-20 周年大會
5.6.1. 黃梅芳師姐報告，周年大會在鯉魚門港龍酒家舉行，共 5 圍。其
羅鎮榮
中出席會員共 34 人。
陳廷臻
5.6.2. 當日順利選出新一屆委員。
5.6.3. 梁伯偉師父提出有會員意見表示會員收費混亂，影響投票資格。
5.6.4. 黃梅芳師姐建議，財政在下次周年大會投票前應解釋投票資格，
及宣布合資格投票會員的姓名。
活動[盛夏光年]取消、2020[去舊迎新 BBQ]
5.7.1. 方浩銘師兄報告，由於社會事件的原因，原訂舉辦的活動[盛夏
光年]被逼取消，所交的訂金$1400 也報銷。
5.7.2. 黃頴欣師姐報告，1 月 19 日將舉行[去舊迎新]燒烤活動，地點在
茅湖仔獅子會青年營，有抽獎、集體遊戲 (會加入空手道元素)及
黑帶證書頒發。已有 60 人報名，黑帶會將贊助$2000。本星期內
會在 Facebook 上載路線圖及徵求工作人員。
本地賽事
5.8.1. 方浩南師兄報告，7 月 28 日舉行了第一屆全港校際空手道大
賽，地點在沙田林大輝中學。賽事分為公開組（非校隊）及學校
代表組，賽制也首次採用世界空手道連盟最新的計分方法。本會
學員獲得獎項包括：黃樂軒 8-9 歲公開初級組(形)冠軍、黃綽霖
12-13 歲學校代表高級組(形)季軍及黃朗智 14-17 歲公開高級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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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形)季軍。
5.8.2. 全港色帶賽在 12 月 29 日舉行，本會學員獲得獎項包括：鄧日朗
- 啡帶組(組手)季軍，謝志勇 - 綠帶組(組手)季軍。
5.8.3. 全港公開賽在 1 月 5 日舉行，羅鎮榮師兄獲得 55 公斤以下組手
冠軍。
5.9. 網頁
陳仁強
5.9.1. 陳仁強師兄建議為本會網頁加密，需購買電子證書，價錢大約為
400 元(每年)，各委員一致通過購買。
5.10. 協會 Tee 及風褸
陳廷臻
5.10.1. 方浩南師兄報告，感謝卓偉倫師兄發分協會 Tee 的安排。至於風
褸方面，暫時維持舊版(藍色)的設計，陳廷臻師兄負責跟進，例
如最少訂購數量、價錢、款式等。
6. 各道場報告
6.1. 鯉魚門道場：方浩南師兄報告，因為鯉魚門體育館暫停開放，故取消了
幾次練習，以至有考生堂數不足，決定讓學員的考試資格順延至 3 月，
不用額外繳交考試費，其餘夠堂數的學員則如常 12 月參加考試。
6.2. 鯉魚門道場兒童班：黃梅芳師姐報告，有 2 名新學員，一再強調只收年
滿 6 歲或以上的兒童。
6.3. 石硤尾道場：莫啟超師兄報告訂場退款經驗，如果是團體訂場因天氣問
題沒有使用而申請退款，需要填表格申請，但過了很久仍未收到退款。
若以個人名義訂場，則可以安排換場及很快退款。道場有 2 名新學員，
其中一位是聽障人士。潘泯宜師姐建議，對於訂場退款安排如有不滿，
可以向申訴專員作出投訴，效果顯著。
6.4. 石硤尾道場兒童班：莫啟超師兄代報告，一至二月場地正常，三月份訂
不到場地。
6.5. 教大道場：莫啟超師兄代報告，因教練不獲續約，教大道場取消。
6.6. 藍田道場︰莫啟超師兄代報告，由於簽場者並非訂場者，故需要出示授
權書或事前要通知場地負責人，否則場地會發出警告信予訂場者並要求
在 14 天內解釋原因。
6.7. 紅磡道場：譚善威師兄報告，由於社會事件，有數次中心暫停開放，於
是另訂場地補課。目前有 2 位新學員，沒有其他特別事情。
6.8. 紅磡道場兒童班︰黃家棟師父報告，有 1 位新學員，總出席人數維持
11-12 人，會在農曆年前安排昇級試。
6.9. 灣仔道場：黃偉聲師兄代報告，3 月份未能獲發場地，今季有 1 名新學
員，及有 4 至 5 位大小朋友。
6.10. 馬鞍山道場：黎翠筠師姐報告，團體訂場申請不成功，主要倚賴自行訂
場，有 2 位新學員，沒有其他特別事情。
6.11. 方浩南師兄額外補充，建議各自與場館負責人維持不定時溝通。有關上
回教育大學空手道校隊教練招募面試，陳傳文師兄當時被問及有否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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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教練資歷或證書，原來他們要求的是來自空手道總會及香港教練培
訓委員會發出的證書，因此建議各位教練有機會去參加由香港教練培訓
委員會安排的三級制教練培訓課程。
7. 討論事項
7.1. 紅磡青年空間試辦一個月自衛術課程
7.2. 方浩南師兄代表林潤疇師兄報告，最近收到紅磡青年空間的通知，擬試
辦的自衛術課程，收生情況不理想，暫時只有兩三個年齡約 8 至 9 歲的
會員報名，所以可能計劃只進行一小時的課程，甚或取消課程，還需要
觀察以後的收生情況作決定。
7.3. 協會期刊內容
7.3.1. 黃偉聲師兄報告，協會期刊已有初步內容，包括考試練習、周年
大會、新加坡活動、公開比賽結果及燒烤樂等。預期下次會議時
提交期刊初稿。
7.3.2. 莫啟超師兄提議，可加入訪問參賽者、獲獎者的感受。
7.3.3. 其他委員也提議可報告各師兄師姐的近況。
7.3.4. 柯庭芝師姐也補充，期刊內會包含各師兄師姐的練習及日常生活
的相片。
7.4. 黑帶會銀行戶口及社團註冊轉名
7.4.1. 陳廷臻師兄報告，計劃申請 Citibank 的戶口，因為其營業時間容
易安排簽名，但會考慮團體戶口申請的注意事項，需要搜集更多
資料，在下一次會議報告。
7.5. 會議議程報告事項加入財政報告
7.5.1. 財政應在每次會議報告財政狀況，包括支出及結餘等。

8. 其他事項
8.1. 方浩南師兄報告，學員尾原健向黑帶會捐贈了$3000；他在香港學空手
道除了交考試費外，訓練一直都是免費，覺得很感激，因為在日本學空
手道收費很貴。
8.2. 方浩南師兄報告，昇段試暫定 4 月 13 日舉行，希望各道場代表鼓勵合
資格及有足夠準備的學員參加。
8.3. 莫啟超師兄報告，搏擊集訓暫定在 2 月 23 日下午鯉魚門道場舉行，為
時 2 至 4 小時，主要是分享新加坡搏擊研討會所學習的內容，主力由陳
傳文師兄及陳廷臻師兄負責，方浩南師兄及黃梅芳師姐協助。3 月 8 日
或 15 日計劃舉辦聯會昇段集訓。
8.4. 方浩南師兄報告，已移民加拿大溫哥華的陳偉鳴師兄已開始在一空手道
道場練習，但並非糸東流。建議可參考在澳洲的繆春興師兄，他曾在不
同道場練習，而個人昇段試則參加由糸東流舉辦的。後來有機會創立自
己的道場，為糸東流開枝散葉。

林潤疇

黃偉聲
柯庭芝

羅鎮榮
陳廷臻

羅鎮榮
陳廷臻

方浩南

莫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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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黃梅芳師姐報告，是次會議場租免費，原因不明。
8.6. 方浩南師兄建議，約十年前有頒發進步獎，得獎學員由各道場提名，後
來沒有再出現此活動，可否考慮重辦。梁伯偉師父建議交由黑帶會討論
及統籌。
8.7. 方浩南師兄表示，協會的教練證書有效期為三年，但甚少教練會安排續
期，建議所有教練檢視自己的證書，如有需要，必須在三月底前完成續
期手續。

各道場
代表

9. 下次會議日期
9.1. 日期及時間：2020 年 4 月 19 或 26 日，中午 12 時至 3 時。
10. 散會時間
10.1. 時間：下午 2 時 52 分。

主席 – 方浩南

秘書長 – 謝家碧

副秘書 – 李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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