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花式跳繩會成立於2009年。與過百間中小學、幼稚園
合作舉辦跳繩課程。我們透過中小學興趣班、校際訓練、
大專技術班、教練班、教師培訓、推廣表演、工作坊、比
賽及器材銷售等，致力提供優質跳繩運動培訓，並將跳繩
運動進一步普及化。我們對各成員有嚴格的要求，務求使
跳繩運動給予公眾有更認真、專業、健康的形象，打破一
般人認為跳繩只是兒戲玩意的誤解。



• 本會現時為全港超過100間幼稚園、中、小學及大專院

校提供花式跳繩課程，所有課程均由本會合資格教練任

教

• 我們透過花式跳繩課程培養及提高學員對跳繩的興趣、

鍛煉身體、建立自信及團隊精神。

• 用真誠，恆久與堅毅的心在香港發揚跳繩運動

• 引導學生作出思考，令學員得到良好的品格及正確價值

觀、得到身心正面的發展。

• 以跳繩作為起點，成就快樂、健康的未來。



教練團隊精英雲集，當中不乏前任及現任港隊成員，更多
次曾於各本地、亞洲及世界賽事屢獲殊榮，實力驕人。

教練總監鄭淦元 (Ken Sir)在2004年成為跳繩教練， 擁有超

過10年以上花式跳繩教學經驗，曾教授上百所大專及中小

學校跳繩興趣班及精英班，並多次獲媒體邀請進行訪問及

拍攝，分享有關作為教練的經歷及推廣花式跳繩理念。

曾擔任中國香港代表隊、中國澳門代表隊及香港、內地、

澳門多間學校教練培育出不少精英運動員。帶領代表隊勇

奪世界總冠軍、打破國際紀錄為港增光。更獲中國香港跳

繩總會頒授優秀教練獎。



李心怡
心怡很喜歡花式跳繩，不斷向
高難度挑戰，學習花式跳繩後
整個人都變得開朗獨立。
而且花繩會給了她很多演出及
比賽的機會，亦很多謝一班花
繩會的教練的教導。

譚芷晴
芷晴愈來愈喜歡花式跳繩，而
且為芷晴帶來很多比賽機會，
也讓她見識及學習不同的知識。
另外多謝Roy Sir 的耐心教導和
訓練，讓她表現和發揮自己所
學的，真的很開心!

黃梓維
多謝花繩會對梓維的悉心栽培，在短
短大半年的時間已能感受到他對跳繩
的熱誠，而且給了5歲的梓維很多寶貴
的經驗。令他在不同的表演發揮出色
和表現出自信。
梓維亦榮幸地得到各位教練的愛鍚及
教導，令他對花式跳繩運動有很大進
步。

何芷寧
芷寧在花繩會只有短短8個月時間，
但已獲得公開比賽的總冠軍，對我
們有很大的鼓勵。芷寧有今天的成
就，全賴專業老師的教導及鼓勵，
令她勇於接受新的挑戰及嘗試，不
斷的進步和成長。花繩會真的功不
可沒。多謝!



 連續三屆世界賽男團世界冠軍

 打破3項世界賽紀錄

 「4x45交互繩速度賽」以671.5跳達成新世界賽紀錄

 健力士紀錄保持者

將跳繩、體操、舞蹈、雜技融合得淋漓盡致

全港最頂尖跳繩表演男團

Hong Kong Team 01

Super Master



首位華人跳繩世界冠軍何柱霆

•香港花式跳繩會級別跳繩考試設計者

•首位華人運動員獲得連續兩屆個人賽世界冠軍

•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

• 2014及2016世界賽個人總成績冠軍

• 2012及2014世界賽單人3分鐘速度耐力跳冠軍(破世界紀錄)

• 2012、2014及2016世界賽男子團體組別冠軍

• 團體速度跳世界紀錄保持者

•香港代表隊Hong Kong Team 01 (Super Master) 隊長

•星級表演隊R.S. Crew隊長



首位華人個人花式世界冠軍周永樂

•首位華人運動員勇奪個人花式世界冠軍

•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

• 2012、2014及2016世界賽男子團體組別冠軍

•團體速度跳世界紀錄保持者

•香港代表隊Hong Kong Team 01 (Super Master)成員

•星級表演隊R.S. Crew成員



連續三屆男子團體冠軍

(左起)黃啟銘劉浩男沈保衡

•健力士世界紀錄保持者

• 2012至2016年世界賽男子團體組別冠軍

•團體速度跳世界紀錄保持者

•香港代表隊Hong Kong Team 01成員

•星級表演隊R.S. Crew成員



新一代摩打腳美少女

•以14歲之齡打破世界紀錄

•世界青年跳繩錦標賽2016(30秒速度跳世界冠軍)

•兩岸三地學生跳繩邀請賽(30秒速度跳冠軍)

•香港代表隊成員





《晴報》跳出世界紀錄
(2016)

《頭條日報》港隊奪79獎牌
(2016)



《蘋果日報》跳繩隊奪79獎牌凱旋返港
(2016)

《明報》跳繩世錦賽港隊奪27金凱旋
(2016)

以上世界跳繩錦標賽是以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代表隊名義參與



《The Standard》
Champs Are Skipping For Joy

(2016)

《都市日報》
跳繩摩打腳港隊創世績

(2016)

以上世界跳繩錦標賽是以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代表隊名義參與



《堅Magazine》
怕醜仔變世界冠軍

21歲周永樂跳出光明前途
(2016)

《AM730》
We Can Do It 

(2016)



《Kidults》
跳出新高度周永樂

(2016)

《Elle Man》
跳出新天地何柱霆

(2016)



《頭條日報》
一秒7下世界冠軍大揭秘

(2017)

《東周刊》
新聞人物繩字派香港跳繩代表隊

(2017)



《經濟日報、明報、
大公報、晴報》
李心怡破紀錄報導

(2017)



《星島日報》、《明報》
KEN SIR(鄭淦元)分享教授花式跳繩經驗(2016、2017)





體育台開台祝賀片 生活台爆脆奇人

文化新領域

放學ICU
有線電視 體育王

Y Angle

激優一族
Think Big大明星



《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港人講地、To PICK 新聞、
頭條日報、體路…..等》多個網上平台報導

李心怡破紀錄報導
(2017)

無線電視
《東張西望》

李心怡破紀錄報導
(2017)



接受《Viu TV、 TVB、香港電台》訪問
KEN SIR(鄭淦元)分享教授花式跳繩經驗(2017)



樂視體育台
《體育新聞》

(2017)

無線電視
《新聞報導》

(2017)



無線電視
《今日VIP》專訪

(2016)

香港賽馬會
《同進生活小智慧 - 跳繩高效能消脂運動》

(2017)



商業電台
《大玩派》兩小時專訪

(2016)

新城電台
KEN SIR(鄭淦元)

分享教授花式跳繩經驗
(2017)



香港電台
《屬於香港人的金牌選手》

(2017)



我要上春晚

綜藝盛典
出彩中國人

中國達人秀 香港場區

我要上春晚年終總決賽



騰訊視頻
《二更 - 跳動的青春》

(2016)

新華網絡電視
《新聞報導》

(2017)



東森新聞
《突破極限高難度世界冠軍挑戰火焰跳繩》

(2017)



我們經常接受各大媒體訪問，分享比賽經驗、成功之道及推廣跳繩運動。





驚人空翻特技跳繩 融合Breaking、hiphop元素

火箭般快的速度跳配合主題的表演活動



節日主題特色演出

本會於2016年大年初一的「新春花車巡遊匯演」中，首次創出雜耍混合跳繩的多人大型表演。

本會扯鈴國際比賽冠軍黃定恩先生將其高超扯鈴技術加插到繩操，

從而生出一個前所未見新嘗試，將花式跳繩推向更高層次。

精彩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rsc.hk/videos/968945699860298/

及後下半年正值聖誕節、除夕及農曆新年等各大型節日，
本會特意設計具不同節日主題的花式跳繩演出。

配上應節主題音樂及服飾，務求為您帶來最意想不同的最強跳繩表演。

表演更可配合機構及公司要求，為您制訂度身訂造的演出。

https://www.facebook.com/hkrsc.hk/videos/968945699860298/


以獨突的表演創造特別舞台效果
成為全場焦點

火焰跳繩舞

夜光跳繩秀



以上破健力士紀錄活動是以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代表隊名義參與

成功打破健力士大繩走8字紀錄，
3分鐘內共跳501下次數

過往我們曾經與不同的機構合作，派出我們的運動員為活動創造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吸引多個傳媒採訪報

導，令公司可以增加媒體曝光率，為企業帶來正面宣傳作用。

另外，員工們會從訓練當中合作，從以增加團體合作，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

創立健力士世界紀錄 - 成為媒體焦點

相關影片:
有線電視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jIfvwzW6k
蘋果動新聞報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0WHKYBpF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jIfvwzW6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0WHKYBpF0


創立新世界紀錄 –昂坪360「奪金花繩360」

作為2016年世界賽本會世界冠軍隊伍回港後首個活動，以創下新世界紀錄作主題，吸引大量媒體到場報導，

更誠邀到各官員嘉賓到場支持，為企業作出空前宣傳作用。



《文匯報》港跳繩隊昂坪表演創前空翻紀錄
(2016)

《am730》香港跳繩隊榮歸主場
(2016)



老中青人間有情香港義工嘉許禮2016
(2016)



Clarins產品發佈

澳門寶馬新車發佈會

木球會活動表演

惠氏金裝晚會

香格里拉時裝表演

Hermes上海表演

AXA午餐會

永豐金融週年晚宴

HKVCA慶祝晚宴

宏利晚宴

凱悅酒店晚宴

酒店品牌晚會

40+慈善晚會

DHL - Ruby us The 

World Challenge

海港城商場表演活動



FANCL產品發佈會

金門春節聯歡晚宴

新春花車巡遊-恒生銀行

「金銀滿屋健康滿載」

美國萬通週年晚宴

台灣及香港AMWAY表演

《讀者文摘》信譽品牌大獎選舉

ERB人才發展計劃頒獎禮

新鴻基地產團年晚宴

TVB歡樂滿東華

奧比斯「步步獻光明」慈善步行

AIA活動表演

迪士尼酒店活動表演



賽馬會季前嘉年華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開幕禮

山頂纜車125週年

工展會表演

香港貿發局玩具展

立法會選舉開幕

香港旅遊發展局新春花車巡遊

指定表演團體

武術聯會乙未年春節聯歡

中文大學千人宴





內部培訓 現場直播表演



曾為太古集團
超過200名
員工提供
在職培訓

曾為英國保誠
提供員工培訓





無線電視
J2台宣傳短片

(2017)

SONY
廣告短片

(2017)



《港鐵》
站內表演活動

(2017)

港故仔
五個世界跳繩冠軍的少年 @ Rocket Stunt Crew

(2017)





tudou.com/home/_340249317

weibo.com/hkrsc#1403235652934

i.youku.com/u/UNDYxMDY4NDE2

youtube.com/user/hkrscltd

facebook.com/hkrsc.hk
facebook.com/hkrsc

www.hkrsc.com.hk

聯絡人 ：Joanne Chung (行政及業務發展經理)

電話 ： 6199 0424

傳真 ： 3007 8727

電郵地址： info@hkrsc.com.hk 

tudou.com/home/_340249317
weibo.com/hkrsc#1403235652934
i.youku.com/u/UNDYxMDY4NDE2
youtube.com/user/hkrscltd
facebook.com/hkrsc.hk
https://www.facebook.com/hkrsc
http://www.hkrsc.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