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節目巡禮精彩豐富 

將讓人樂而忘返  

全球最大型綜合體育節將於八月隆重舉行 

把握機會與家人好友共聚「健康」時光 

  

門票現已於 www.arnoldclassicasia.com 火速發售  

2016 年 8月 19至 21日於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ArnoldClassicAsia 

 

（香港，2016 年 7 月 26 日）首屆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進入倒數最後一個月！活動將於 2016

年 8 月 19 至 21 日舉行，香港全城氣氛熾熱，紛紛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訪港。這是亞洲區首

個大型運動節，匯集家庭、專業及業餘運動員和運動發燒友，齊來參與各式各樣的「體育、運動及

健康」活動。與會者將有機會報名參加超過 20 項運動，形式包括比賽、示範及即場體驗。過千名運

動選手及過百個健康及健身品牌將會獲邀出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的體育節，會場佔地 22,000 平

方米，面積相等於三個欖球場。 

 

這個全球最大型體育盛事為期兩日，香港市民將有機會親身體驗本地「運動健身」行業的嶄新一

面；與會者將可觀賞頂級優秀運動員及世界冠軍級賽事，包括大力士、拗手瓜、健美及鋼管運動

等。另外，大會亦提供以下比賽供與會者參加，包括混合健身、舉重、劍擊、國際象棋、扭計骰、

鋼管運動、大力士及健美等等。示範節目亦多不勝數，包括滑板運動、跳繩、以色列近身格鬥術、

柔道及其他形式的武術、舞蹈體育、乒乓球、桌球、街頭健身、空中舞蹈等等。 

 

歡迎大眾邀請家人好友前來參加體育節，各類運動的教練會即場提供指導示範，包括划船、健身單

車、舞獅、乒乓球、瑜伽、武術、馬戲團健身訓練等。家長更可攜同孩子參加比賽，比拼速度、拗

手瓜，甚至參與乒乓球巡迴演出。 

 

參展品牌眾多，必定能夠滿足不同與會者的興趣或需要。此外，體育節與會者亦可即場預覽及體驗

香港本地最佳健身中心的活動。活動得到官方天然保健產品合作夥伴 Swisse、飲料合作夥伴佳得樂

及 Green Queen 的鼎力支持，現場提供保健產品試食及飲品試飲，另設保健食品市集。不少品牌產

品將於香港首次推出優惠折扣，而折扣只適用於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2016。機會千載難逢，

萬勿錯過。 

 

阿諾國際體育節由阿諾舒華辛力加先生發起，並由 Arnold Classic Asia 主席 Richard Petty先生引

入香港，他表示：「Arnold Classic Asia視健身為一種生活方式，匯集來自不同背景、但同樣熱愛運

動的大眾及品牌參與體育盛事。」距離體育節只剩下幾個星期，不如邀請家人好友過一個「健康」

週末。成人票價由港幣 150 元起，18 歲以下及全日制學生票價由港幣 80 元起，12 歲以下小童免費

入場。門票現已於 www.arnoldclassicasia.com 有售。 

  

http://www.arnoldclassicasia.com/


 

 

 

 

 

  

  

 

2016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十一大精彩焦點活動： 

 

又有誰想到兒時玩樂的小遊戲竟可搖身一變成為一項

官方正式運動，每年吸引超過 60,000名香港青少年參

加呢？香港跳繩總會將於今年體育節舉辦香港國際跳

繩公開賽。國際錦標賽將展示世界級運動水平，來自

10 個國家超過 80 名運動選手將競逐名次，包括美

國、中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次比賽得到世界跳

繩體育總會批准，並獲亞太跳繩體育協會認可舉辦。 

 

新鮮趣事：香港花式跳繩隊曾到世界各地表演，於

2015 年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中贏得 20 面金牌，其中

包括速度及花式賽事金牌。 

 

Zydrunas “Big Z” Savickas（高 1.91米，180公斤）

力圖打破自己所創下的世界紀錄。Zydrunas Savickas 

身兼世界大力士四屆冠軍、阿諾國際體育節八站大力

士世界冠軍，以及多項 log lift 世界紀錄的保持者。他

最近於阿諾國際體育節（巴西站）以 228 公斤打破世

界紀錄。 

 

 

這將會是史無前例最精彩的表演之一！街頭健身刺激

新奇，風靡全球。街頭健身旨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

式，讓健身融入生活，甚至讓人可以輕鬆於公園徒手

進行訓練。萬勿錯過國際極限街頭健身運動協會

（ The World Street Workout and Calisthenics 

Federation）於週末假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的

精彩示範及工作坊。 

 



 

 

 

 

 

  

  

 

有想過參加自衛術班嗎？乘著潮流一起學習以色列近

身格鬥術吧！你可以在週末參與到由香港最高水平的

以色列近身格鬥術教練、香港國際以色列近身格鬥術

聯盟總經理 Derek Poon主講的研討會，並觀看動作

演示。 

 

一邊為場內的小朋友歡呼喝采，一邊觀賞由香港欖球

總會舉辦的非撞式欖球比賽！16支球隊和 240位球

員將在體育節上演一輪充滿歡樂的賽事。 

 

記得要把握機會，與國家級球員自拍一番。 

 

齊齊跳上健身單車和划船機，挑戰好友進行一次熱血

比賽！我們邀請到來自中國香港單車聯會和中國香港

賽艇協會的教練於週末親身授課，傳授新花式技巧，

歡迎室內單車和划艇愛好者參加。 

 

你有曾經聽過「智力運動」嗎？國際象棋被喻為明星

阿諾舒華辛力加的至愛嗜好之一。因此，為期兩日的

體育節將舉辦國際象棋錦標賽，分別開放予16歲以下

青少年及成人參加，名額先到先得。香港象棋總會將

根據瑞士制快棋積分賽，共賽 7輪（每方各 15分鐘，

每步棋加 10秒）。 

 



 

 

 

 

 

  

  

 

為瑜伽愛好者帶來好消息：將開設早上大型瑜伽課

程，歡迎一家大小參加。來自 EPIC YOGA 的瑜伽導

師 Victor Chau 和 大師 Hari Krishna將向學員傳授有

關平衡性、靈活性和耐力的竅門。 

 

 

接受香港乒乓總會教練的特訓，化身成為一日「乒乓

高手」！活到老，學到老，新技巧和竅門永遠不會嫌

太多。參加者可以自由選擇比賽對手，並於週末一較

高下。 

 

不論是香港擊劍協會的會員、非會員或是海外擊劍運

動員，均獲邀於今個星期日一決勝負，展示久經練習

的技能，比賽類別包括花劍、重劍及佩劍。是時候拔

劍出鞘迎戰！ 

 

準備好參加EPIC Throwdown了嗎？這個精彩緊湊的

健身表演招聚各方志同道合的團隊，齊來參加極具挑

戰性、趣味十足的比賽。4 人便可組隊參加，當中必

須包括 2 男 2 女。立即報名，把握機會測試自己的體

能極限，嘗試不同的帶氧運動、健美、奧林匹克舉重

等等。活動將於 2016 年 8 月 8 日起正式開始接受報

名。 

##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贊助商及參展商：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很榮幸邀請到 Alisports、Swisse、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

GreatTown 作為白金級合作夥伴；澳洲會計師公會及 Investorlink 集團作為黃金級贊助商；BC 

Shop、Reebok、CrossFit、Asphodel作為銀級贊助商；EPIC MMA & Fitness作為健美合作夥伴，

以及佳得樂作為飲料合作夥伴。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支持體育機構： 

舞上雲霄學院；EPIC MMA & Fitness；香港象棋總會；香港劍擊總會；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

士體育協會；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好骰同盟；香港欖球總會；香港乒乓總會；香港輪椅舞蹈運動協

會；中國香港賽艇協會；國際健美總會(IFBB)；國際以色列近身格鬥術聯盟（IKMF）；Kettlebell 

Athletica（壺鈴）；香港街頭健身；Super Armwrestling League (SAL)（拗手瓜）；中國香港單車

聯會；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世界跳繩體育聯會 

 

活動詳情：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 

日期及時間：8月 20及 21日（週六及週日）上午 10時 - 下午 6時  

 

首屆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將吸引全球和本地各界體育明星，於週末聚首一堂。體育節將

接連帶來別樹一幟的精彩體育賽事，及超過 20 個體育互動工作坊。體育項目包羅萬有，由智

力運動如國際象棋；到乒乓球、跳繩、欖球、拗手瓜、舉重、自行車、瑜伽、賽艇；更有武

術項目如太極、柔道、以色列近身格鬥術、功夫等運動類別。另外還有超過 300 個品牌於體

育節參展，讓參加者從中發掘有關健康的最新發展趨勢。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成人票

價由港幣 150 元起，18 歲以下及全日制學生票價由港幣 80 元起，12 歲以下小童則免費入

場。門票現已於 www.arnoldclassicasia.com 有售。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IFBB健美表演  

日期及時間：8月20日（週六）下午6時 

 
萬眾期待的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IFBB 健美表演首次於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亮相。其中，

男士健美表演著重強大力量及肌肉，而女士健美表演則結合體操、雜技和舞蹈，突出優雅女性美。阿

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IFBB健美表演將於 8月 20日（星期六）下午 6時上演。 

 
當今體育界最優秀的選手們將現身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IFBB 健美表演，當中包括來自美國的阿

諾國際體育節（巴西站）冠軍 Brandon Curry、被譽為全球最具潛質的法國世界冠軍 Lionel Beyeke、

俄羅斯世界冠軍 Alexander Federov，以及現役最頂尖健美表演者 Fred Smalls。Fred素來在舞台上充

滿個人獨特風格，在全球吸引大批支持者。世界一級的健美表演選手還包括 Fouad Abiad、Paulo 

Almeida、Justin Compton、Jon De La Rosa、Clarence De Vis、Roman Fritz、Andrew Hudson、

Michael Kefalianos、Brad Rowe、Fred Small、Akim Williams及 Lukas Wyler。 

 

女士健美表演將結合體操、雜技和舞蹈，激發女性對力量和健康至高無上的追求。一同在阿諾國際體

育節（亞洲站）IFBB 健美表演的舞台上爭奪亞洲冠軍殊榮的是 Marta Aguiar、Regiane Da Silva、

Kristine Duba、Ryall Graber、Tanji Johnson、Diana Monteiro、Aurika Tyrgale和 Bethany Wagner 

Kristine。 

 
門票由港幣 389元起，現已於 www.arnoldclassicasia.com 有售。 

 

阿諾舒華辛力加座談會  

日期及時間： 8月21日（週日）上午11時 

 
阿諾舒華辛力加先生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健美運動員，從 7 屆奧林匹亞先生到荷李活電影巨星，從環

境保育先峰到前加州州長，他的驕人成就教人津津樂道。想一睹其風采，就千萬別錯過由他親自主講

的座談會，座位有限，票價由港幣 350元起，門票現已於 www.arnoldclassicasia.com 有售。 

 

門票分開發售，詳情請瀏覽：www.arnoldclassicasia.com   

http://www.arnoldclassicasia.com/


 

 

 

 

 

  

  

 

高像素圖片可在此下載：  

連結：http://gallery.sinclairasia.com/  

密碼：talkofthetown 

 

關於阿諾國際體育節 

1989年，阿諾舒華辛力加與 Jim Lorimer在美國俄亥俄州Worthington共同創辦阿諾體育節

（Arnold Classic），亦即阿諾國際體育節的前身。 

 

一年一度的阿諾國際體育節今年於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澳洲墨爾本、巴西里約熱內盧、 西班牙馬

德里，以及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參加者遍佈美洲、澳洲、歐洲和非洲。單在 2015 年， Arnold 

Classic 已吸引超過 50 萬人次、逾 3萬千名參賽運動員參加，競逐超過 55個運動項目。 

 

阿諾國際體育節的體育項目因應舉辦城市作出調整，揉合當地體育強項和熱門運動，例子包括合氣

道、柔道、舉重、鋼管運動、壺鈴、柔術、象棋、自行車、羽毛球、森巴舞、空手道、手球、健

美、劍擊和射箭等。 

 

體育節由 Arnold Classic Asia主席 Richard Petty先生帶到香港，全新的體育項目及品牌亦將加入阿

諾國際體育節，以確保每一個人都能樂在其中。 

 

關於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 

全球最大型的體育節即將登陸亞洲！由阿諾舒華辛力加先生發起的阿諾國際體育節首度舉辦亞洲

站，將於 2016 年 8 月 19 至 21 日（星期五至日）在香港舉行。阿諾國際體育節是一個集體育、運

動、健康於一身的國際體育運動盛事，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及業餘運動選手，以及熱愛體育的

人士踴躍參與，在體育節中互相切磋、學習和分享。阿諾國際體育節亦十分適合一家大小一同參

加。 

 

首屆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將吸引全球和本地各界體育明星，於週末聚首一堂。體育節將接連

帶來別樹一幟的精彩體育賽事，及超過 20 個體育互動工作坊。體育項目包羅萬有，由智力運動如國

際象棋、扭計骰；到乒乓球、跳繩、欖球、拗手瓜、舉重、自行車、瑜伽、賽艇；更有武術項目如

太極、柔道、以色列近身格鬥術、功夫等運動類別。另外還有超過 300 個品牌於體育節參展，讓參

加者從中發掘有關健康的最新發展趨勢。 

 

體育節由 Arnold Classic Asia主席 Richard Petty先生帶到香港。他表示：「香港一向有不少盛事吸

引大家參與，但這將是首次將親朋好友及健康品牌匯聚一堂的大型體育節目。阿諾國際體育節（亞

洲站）將集娛樂、教育、啟發和互動於一身，令每一個人都可以盡情投入這項國際體育盛事。」 

 

首屆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展示的體育項目 

拗手瓜、國際象棋、混合健身、單車、舞蹈體育（輪椅舞蹈體育）、劍撃、柔道、跳繩、國際健美

總會（IFBB）健美項目、國際健美總會（IFBB）健身項目、壺鈴、以色列近身格鬥術、功夫、鋼管

健身、賽艇、欖球、大力士、乒乓球、瑜伽（更多項目有待公佈）。 

 



 

 

 

 

 

  

  

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顧問委員會  

在主席胡曉明先生及阿諾國際體育節（亞洲站）顧問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指導下，阿諾國際體育節

（亞洲站）將與多個體育聯會合作，舉行綜合體育項目。 

 

主席 

胡曉明先生，BBS，JP，菱電發展有限公司主席，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 

 

委員  

 周冠華先生，香港大專體育協會董事局主席  

 鍾伯光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學系系主任，香港體育學院前院長  

 馮馬潔嫻女士，BBS，JP，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會長  

 傅偉俊（Dan Hooley）醫生，矯形及創傷科專家  

 林家禮博士，麥格理資本（香港）有限公司中南半島、緬甸及泰國區主席  

 劉靳麗娟女士，JP，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董事會主席  

 馬逢國先生，SBS，JP，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組別議員  

 麥偉彬先生（Robbie McRobbie），香港欖球總會總經理（欖球營運及商業）  

 貝鈞奇先生，BBS，MH，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 

 

請於社交平台分享相片並加上 #ArnoldClassicAsia 標籤 

電話：  (852) 2530 8866 

電郵： info@arnoldclassicasia.com 

網頁： arnoldclassicasia.com 

Facebook: facebook.com/arnoldclassicasia 

Instagram: instagram.com/arnoldclassicasia 

 

 

傳媒聯絡： 

如欲取更多相關詳情，請聯絡：Sinclair Communications (852) 2915 1234 

Candice Leung | candice@sinclairasia.com | (852) 9759 6035   

Adrian Lo | adrian@sinclairasia.com | (852) 9128 5466   

Sai Roshini Daswani | sairoshini@sinclairasia.com | (852) 9750 3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