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陈正雷大师“太极之光”多伦多夏令营公告 

 

 “太极之光”系列课程是陈正雷大师召集骨干力量进行集中培训的高端课

程。自 2012 年首次在洛杉矶开始以来，“太极之光”夏令营取得了每届递增的巨

大成功，2016 在西雅图举办的夏令营更是空前成功，来自世界各地的九十多位太

极拳教练及爱好者聚集在西雅图，其中大部分是大师的弟子、大师教学点的负责

人以及太极拳推广的骨干学员。这次夏令营完成了新架一路套路教学并深化了推

手及实战应用课程。 

 

 2017 年的夏令营我们还是本着以往的原则，给广大的太极拳爱好者提供一

个可以跟太极拳宗师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大师一点通、胜似十年功”!  越来

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进一步认识到得到大师亲自指点的重要性。2017 年的“太极

之光”夏令营将在 6 月 17 日在美丽的加拿大多伦多拉开帷幕，一代太极拳宗师陈

正雷将率领他的精英团队给太极拳爱好者带来纯正的、博大精深的家传技艺。 世

界各地的太极高徒将再一次云集海外，请大家踊跃报名，莫失良机! 这次的夏令

营将增加一项振奋人心的活动，6 月 17 日在多伦多的湖心岛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

太极拳邀请赛，这次比赛将与第 27 届国际龙舟赛同时举行，多伦多华商会为我们

赞助比赛场地，届时加拿大三级政府将到场开幕并观摩比赛，另有大型的陈氏太

极拳精要 18 式表演，请各位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们踊跃报名参加比赛和表演。比赛

规则和项目请见附件。这次比赛增加了段位制套路项目(不颁发段位证书)和推手

非对抗性表演项目，详情见比赛规则附件。 

 

 

 

 



“太极之光”夏令营已经成为令人期待的活动，此次夏令营的内容安排有

“养生功”和“老架一路”(普及班)，“老架一路”精解和“老架二路”(提高班

A)；“陈氏太极单刀)”和“陈氏太极单剑)(提高班 B)；以及“陈氏太极拳推手

实战”(提高班 C)。此外还要太极拳理论合班课。详细课程内容请参考下面课程

安排。 

陈正雷大师鼓励各位弟子和教学点负责人积极宣传这次活动，把正宗的陈氏

太极拳带给更多的爱好者，所有组织 10 人以上参加此次夏令营的弟子或教学点将

会被冠名为 2017“太极之光”夏令营的协办单位，同时得到奖励。希望大家踊跃

宣传并鼓励太极拳爱好者参加这次别开生面具有历史意义的 “太极之光”活动! 

 

主办单位： 河南陈正雷太极文化有限公司/陈家沟太极拳馆 

北美陈氏太极拳协会 

承办单位： 严志刚武术学校 (TNT Kungfu School) 

加拿大河北协会 (Host: North America Chen’s Taichi Association) 

 

协办单位： 美国陈正雷太极拳国际促进会 (Chen Zhenglei Taiji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rganization) 

加东陈氏太极拳协会 (Chen's Tai Chi Association-Eastern Canada) 

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 (Council of Newcomer Organizations) 

 

活动对象： 

1. 陈家沟陈正雷太极拳馆世界各地分馆及教学点的负责人、总教练 

2. 陈正雷大师弟子及由各分馆、教学点推荐的学员 

3. 向往太极拳，希望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聆听陈正雷大师讲解陈氏太极拳的

爱好者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以支票或汇票为最佳方式，请将报名表和支票/汇票邮寄至以

下地址。支票/汇票抬头请用：Chen’s Taichi Culture Co. 

 

TNT Kungfu School 

90A Centurian Drive, Unit 9 

Markham, ON L3R 8C4, Canada 

 

联系人：严志刚– TNT Kungfu School 

电话: 647-293-1648 电邮: info@tntkungfu.com.  

 

价值解读： 

★  陈正雷大师“太极之光”系列培训是陈氏太极拳高端课程，主要针对全球各

分馆和教学点负责人、核心教练员，希望通过骨干召集强化集训进一步提高陈正

雷太极体系遍布各地传播点的技艺理论及教学水平。 

★  陈正雷大师将携其精英教练员团队，为大洋彼岸的拳友带去正宗正源的陈氏

太极拳。汇聚美欧亚三大洲得力馆长、知名导师，精英荟萃，精彩纷呈。 

★  与世界各地太极名家、国际名流一起进修交流，沟通思想、切磋技艺、开拓

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太极拳发展趋势。 

★  到美丽的加拿大观光旅游，在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瀑布边练习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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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日期  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晚上 5:00-9:00 

6月 16日，星期五  酒店入住 酒店入住 

6月 17日，星期六 ** 上午 8 点报到 ** 

比赛开幕式， 比赛 

比赛，闭幕式 夏令营讲座报到 

(地点另外通知) 

6月 18日，星期日 夏令营开幕式，术科课程 术科课程 研讨会 (时间地点可

能变化) 

6月 19日，星期一 术科课程 术科课程 理论课 (时间地点可

能变化) 

6月 20日，星期二 术科课程 术科课程 自由活动 

6月 21日，星期三 术科课程 术科课程 庆功晚宴($38 USD) 

(地点另外通知) 

 6月 22日，星期四 观光旅游，具体路线及费用后续 

 

1. 时间/地点：6 月 16 日 – 6 月 21 日 2017  加拿大 - 多伦多  

2. 夏令营训练地点：加拿大 – “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  

地址：5183 Sheppard Ave E, Scarborough, ON M1B 5Z5 http://www.cccgt.org/index.php/zh/home-chinese  

交通: 机场至酒店交通由参加夏令营的学员自己负责。夏令营提供合理收费接机服务。酒店-湖心岛往

返交通大会统一安排。 

3. 夏令营课程及费用: (比赛费用请参照竞赛规则) 

** 鉴于几年来世界经济状况低迷，陈正雷大师决定夏令营学费保持以前几年一样标准，以鼓励更多

的人加入到我们太极大家庭里来，希望大家莫失良机。** 

 

a. 普及班: 每人$500 美元，另加杂费$100 美元 (含场地租用、合影照片、统一服装等) 

总教练：陈正雷大师 

主教练：陈斌     助教：待定 

课程内容： 1. 陈氏太极拳养生功、精要十八式拳 

               2. 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 

               3. 陈氏太极拳推手(初级 – 单人练习方法、挽花、打轮等) 

               4. 合班理论课 

 

b. 提高班 

总教练：陈正雷大师 

主教练：陈正雷大师    助教：陈娟、王海军、严志刚 

 

提高班 A：老架一路、老架二路班 

 

每人$700 美元，另加杂费$100 美元(含场地租用、合影照片、统一服装等) 

课程内容：1. 精要讲解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 

           2. 学习陈氏太极拳老架二路 

              3. 陈氏太极拳推手(推手五种方法、实用技法介绍等) 

              4. 合班理论课 

 

提高班 B：陈氏太极拳单刀、单剑班 

每人$700 美元，另加杂费$100 美元(含场地租用、合影照片、统一服装等)。 

课程内容：1. 陈氏太极拳单刀、单剑套路 

              2. 合班理论课 

 

提高班 C：陈氏太极拳推手实战班 

每人$800 美元，另加杂费$100 美元(含场地租用、合影照片、统一服装等)。 

课程内容：1. 陈氏太极拳推手实战 

              2. 合班理论课 

 

c. 少年班: 每人$300 美元，另加杂费$100 美元 (含场地租用、合影照片、统一服装等) 

总教练：陈正雷大师 

主教练：陈媛媛    助教：待定 

课程内容： 1. 陈氏太极拳养生功、精要十八式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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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 表 

Name (English) 姓名 (中文) 性别 

电子邮件地址 电话 

邮政地址 

注册及付款选项 
 

预付注册享有 15%或 10%的晨鸟优待，详情如下。您可以选报 1、2、3 或全部 4 日的课程，您也可以混搭

选报不同课程，在下列的选项中选取您所报课程，根据您的选项计算总额。注：如您混搭选课，您的学费

会相应高于多日的单一课程。 

 

3 月 15 日或之前付款 (15% off) 4 月 15 日或之前付款 (10%) 4 月 15 日之后付款 

少儿班： 

1 天课程: $76 USD □ 

2 天课程: $140 USD □ 

3天课程: $204 USD □ 

4天课程:  $255 USD □ 

普及班： 

1 天课程: $81 USD □ 

2 天课程: $148 USD □ 

3天课程: $216 USD □ 

4天课程:   $270 USD □ 

普及班： 

1 天课程: $90 USD □ 

2 天课程: $165 USD □ 

3天课程: $240 USD □ 

4天课程:     $300 USD □ 

普及班： 

1 天课程: $125 USD □ 

2 天课程: $240 USD □ 

3天课程: $340 USD □ 

4天课程:  $425 USD □ 

普及班： 

1 天课程: $135 USD □ 

2 天课程: $250 USD □ 

3天课程: $360 USD □ 

4天课程:   $450 USD □ 

普及班： 

1 天课程: $150 USD □ 

2 天课程: $280 USD □ 

3天课程: $400 USD □ 

4天课程:     $500 USD □ 

提高班 A  □ 或 B □: 

1 天课程: $190 USD □ 

2 天课程: $330 USD □ 

3天课程: $475 USD □ 

4天课程:  $595 USD □ 

提高班 A □ 或 B □: 

1 天课程: $200 USD □ 

2 天课程: $350 USD □ 

3天课程: $505 USD □ 

4天课程:  $630 USD □ 

提高班 A □ 或 B □: 

1 天课程: $225 USD □ 

2 天课程: $390 USD □ 

3天课程: $560 USD □ 

4天课程:  $700 USD □ 

提高班 C: 

1 天课程: $210 USD □ 

2 天课程: $380 USD □ 

3天课程: $545 USD □ 

4天课程:  $680 USD □ 

提高班 C: 

1 天课程: $225 USD □ 

2 天课程: $405 USD □ 

3天课程: $575 USD □ 

4天课程:  $720 USD □ 

提高班 C: 

1 天课程: $250 USD □ 

2 天课程: $450 USD □ 

3天课程: $640 USD □ 

4天课程:  $800 USD □ 

小计:  $________ 

附加杂费: $100  

总计: $________      

小计:  $________ 

附加杂费: $100  

总计: $________      

小计:  $________ 

附加杂费: $100  

总计: $________      

 

选择您的服装尺码 (北美标准)： 

小 □  中□  大 □  加大+X □  加大+XX  □ 特大 □  (注明几个 X: ________ ).  

 

预定推手护具，刀、剑请联系严志刚：info@tntkungfu.com.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以支票或汇票为最佳方式，请将报名表和支票/汇票邮寄至以下地址。支票/汇

票抬头请用：Chen’s Taichi Culture Co. 

请邮寄到： TNT Kungfu School 

90A Centurian Drive, Unit 9 

Markham, ON L3R 8C4, Canada 

联系人：严志刚    电话: 647-293-1648 电邮: info@tntkung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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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信息 

 

请自行预定酒店，预定时酒店需要您的信用卡号码。如果您意欲与其他人合住，

需要我帮您找室友，请马上告诉我。 

 

1. Best Western Plus Executive Inn – 3 星 

38 Estate Dr, Scarborough, ON M1H 2Z1 (20 分钟步行至训练场地)。 

预定房间需申明团体： Light of Taichi。房间有限，先订先得。截止日期 5 月 23 日。 

预定电话：416-430-0444 长途请拨：1-877-430-0444 

预定传真：416-430-0555 

 两张皇后尺寸床房间：每晚$143 加元，另外加税。可住两人。额外加人每人每晚$10 加元。 

 一张国王尺寸床房间：每晚$135 加元，另外加税。适合夫妻。额外加人每人每晚$10 加元。 

包括福利： 

 自助早餐 

 室外停车 

 室内游泳池/桑那 

 无线上网 

 免费报纸(除星期日外) 

 24 小时免费咖啡 

 

2. Travelodge – 2 星 

20 Milner Business Court, Scarborough, ON M1B 3C6 (10 分钟步行至训练场地)。 

预定房间需申明团体： Light of Taichi。房间有限，先定先得。截止日期 5 月 15 日。 

预定电话：416-299-9500 

 两张双人床房间：每晚$125 加元，另外加税。可住两人。额外加人每人每晚$10 加元。 

 一张皇后尺寸床房间：每晚$115 加元，另外加税。适合夫妻。额外加人每人每晚$10 加元。 

包括福利： 

 自助早餐 

 室外停车 

 室内游泳池/桑那 

 无线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