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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 
暨美国功夫代表队选拔赛 

(现场比赛和网络比赛) 
 
 
 
 
 
 
 

主办 
太极科学联合会 

(WTSF): 

 

 
赞助 

美国功夫直销网 
KungFuDirect.com  

 
 

 
官方授权 

美国武术联合会 
(USAW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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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介绍 

 

  2023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美国功夫代表队选拔赛将于 9 月 2 日至 3 日在

美国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赛事是由世界太极科学联合会（WTSF）
主办、美国功夫直销网 KungFuDirect.com 赞助、美国武术联合会（USAWKF）授

权的大型国际和美国官方武术赛事。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暨美国功夫代表队选拔赛，既是武林精英和高水平运

动员的完美舞台，也是初级学员学习提高、培养信心和勇气的良好机会。组委会

设置了包括少林、武当、南北各种传统套路和现代武术自选和规定套路；太极气

功项目，以及团体赛、对练赛等。单项比赛项目近 150 个，男女年龄分段约 30 个，

大赛鼓励各个年龄段、不同流派、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参加，既有高难度的竞

赛套路和全能冠军比赛，也为初学者提供分组获奖机会，还为首次参赛的运动员

颁发“首次参赛鼓励奖牌”等。除了现场比赛，还将同时举办线上比赛，通过网

络比赛的形式，为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了参与这一国际大型赛事的机会。该赛

事深受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和家长的喜爱，经过多年的成长，加州国际武术

锦标赛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型武术品牌赛事。 
 

 
比赛地点: 圣塔克拉拉会展中⼼ 

 
今年的比赛场地和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比赛地点选在世界高科技重镇

“硅谷”的核心区域圣塔克拉拉市。交通便捷、环境优美，也获评美国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比赛还特别设置了多个专业竞赛场地，使高水平运动员能够有良好的

条件来展示他们杰出的技艺，增加他们在专业比赛上的经验。大赛裁判团队是由

多位国际级武术裁判领军，泛美、美国国家级裁判为主力的优秀裁判员队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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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专业的评判能力将为运动员们提供公平公正竞赛环境的保障。盛大而热烈的开

幕式，将给众多参赛学校、传统功夫流派团队、太极气功团体和每一位参赛个人

带来大型国际赛事平台的展现机遇，以及激动人心的现场体验。赛事期间，武术

名家、太极宗师、世界冠军、各流派传承代表，历届全能冠军等，也将在开幕式

和国际名师表演上为大家带来精彩展示。根据这个赛事的传统，美国国家功夫代

表队的选拔也将同期举行，入选的运动员将有资格代表美国参加 IWUF 世界功夫

锦标赛和泛美传统武术锦标赛等世界和国际武术官方赛事。 
 

 
 

 
比赛指定酒店 凯悦酒店 

5101 Great America Parkway. Santa Clara, CA 95054 
 

 
 
 
 
 
 
 
 
 
 

 
 

 
 

专业的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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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比赛的同时，您还将有机会领略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旧金山、世界

高科技重镇“硅谷”的独特魅力。以驾车时间计算，驱车 2小时车程，是知名的

葡萄酒产地 NAPA，1小时内可以到达太平洋著名景点十七哩湾、海洋馆；40 分

钟可以到金门大桥、渔人码头、九曲花街、大黄蜂航空母舰等； 
 

 

             17里海湾 /海洋馆                                                          旧金山 
 
  15 分钟内可到达苹果的飞碟总部、脸书总部、谷歌总部、斯坦福大学、圣

何塞市景；如果您听说过“超级碗比赛或 49 人队”，只需推开窗户或穿过酒店门

前的街道，即可站在超大、震撼的“超级碗”体育中心门口，这里正是超级碗 49 
人队的驻地。如果想在赛后放松一下，只需多走几步，就到了加州大美洲主题公

园的检票口。 
 

  
  苹果, 脸书, 谷歌总部, 斯坦福大学, 圣荷西市                            "超级碗 49九人队驻地,"      
 

这里就是“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的举办地。 
欢迎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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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名称： 
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包括：选场比赛和网络比赛同时举行) 
USAWKF 美国国家功夫代表队选拔赛 
 
主办: 
太极科学联合会 (WTSF) 
 
官方赞助: 
美国功夫直销网 KungFuDirect.com (美洲地区最大的武术用品经销商) 
 
比赛授权: 
美国武术联合会 (USAWKF) 
 
时间节点:  
报名开始:    3 月 1 日, 2023 (包括现场和网络同时报名) 
优惠报名:    6 月 30 日之前。 
延迟报名:    6 月 30 日至 7 月 30 日之间 (需增加$50 美元报名费用) 
报名截止:    7 月 30 日。 
网络比赛视频申报:  7 月 30 日之前 。 
比赛抽签:   8 月 7 日 (美西时间全天)。 
酒店入住:    8 月 31 日开始 。 
比赛报到: 9 月 1 日下午 2:00pm - 5:00pm(会展中心正门大厅) 
比赛日期:    9 月 2 日和 3 日两天。 
比赛开始:    上午 8 点到达场地，9 点钟比赛开始。 
开幕式:    9 月 2 日上午 8 点到达，开幕式 9 点开始。 
结果公布：   现场比赛，现场颁奖。网络比赛 8 月 30 日之前公布 

所有比赛结果，并将于 9 月日后在赛事网站上刊登。 
 
比赛地点:  
比赛场地:    圣塔克拉拉会展中心 A 和 B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指定酒店:  Hyatt Regency Santa Clara  

5101 Great America Parkway. Santa Clara, CA 95054 
 
联系组委会:  
世界太极科学联合会 (WTSF) 
美国功夫直销网 KungFuDirect.com 
1020 Commercial Street Suite 102, San Jose, CA 95112 
比赛网址: www.GoWushu.com  
信箱: KungFuDirect@gmail.com  
电话: 408 582 8260  
微信: USAH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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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项目编码 (现场比赛和网络比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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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年龄分组 

1.年龄按照出生日期和实际比赛日（9月2日）计算，以报名系统填写的出生日期分组 

（A组）:6岁及6岁以下； 

（B组）:7岁至8岁； 

（C组）:9岁至10岁； 

（D组）:11岁至12岁； 

（E组）:13岁至15岁； 

（F组）:15岁至16岁； 

（G组）:17岁至18岁； 

（H组）:19岁至25岁； 

（I组）:26岁至35岁； 

（J组）:36岁至55岁； 

（K组）:56岁至69岁； 

（L组）:70岁及70岁以上； 

 

2. 全能分男女，分不同年龄组，分为传统武术、现代武术和太极气功三个组别。 

1) 传统武术全能分组和现代武术全能分组的年龄组相同。 

a)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2 岁以下为 - 全能 A 组； 

b)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3-15 岁之间为 - 全能 B 组； 

c)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6-18 岁之间为 - 全能 C 组； 

d)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19-25 岁之间为 - 全能 D 组； 

e)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为 - 全能 E 组； 

f) 分男女, 分传统与现代, 年龄在 56 岁以上为 - 全能 F 组。 

• 现代武术全能比赛项目中，运动员至少参加一项现代武术拳术、一项现在武术短

兵器和一项现代武术长兵器，方可参加现代武术全能的比赛； 

• 传统武术全能比赛项目中，运动员至少要报一项传统拳、一项传统短兵器或软兵

器一项传统长兵器。才能参加传统全能比赛。 

2） 健身气功和太极拳类全能分组 

a) 全能 G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 

b) 全能 H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26-55 岁之间； 

c) 全能 I 组: 分男女, 年龄在 56 岁以上。 

•  运动员至少要报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类的一套拳术和一套器械项目。所有全能项

目的不单独进行比赛，而是将运动员每类项目比赛的最高分之和来评选。 

III. 参赛办法 

1. 团体或个人均可报名参加，请在团队名称之前加上国家和省或州。个人参赛选

手将以报名联系地址标注的国家和地址为准。 

2. 超过20人的代表队可以申请一个具备国际级或者国家级武术裁判员资格的裁

判。在组委会批准以后可参加比赛的裁判工作。 

3. 每个运动员可以参加项目表中任何项目的比赛，包括线下现场参赛和线上网络

比赛，参加项目数量不限。 

4. 对练和集体项目无性别和年龄限制，每个集体项目最少6人参加，少于6

人的每少1人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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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报名要求 

1. 时间限制 

1） 十八岁以下运动员， 参赛套路的时间不作限制。 

2） 十八岁以上的运动员，传统功夫套路不少于1分钟，规定套路和现代武术套路以原套

路关于时间长短的要求为准。  

3）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个人和集体项目时间要求在3-4分钟；功夫集体在30秒（比如五

步拳）-2分钟； 对练项目不少于40秒； 

4） 规定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套路顺序演练，不得增减和改变动作。 

2. 音乐要求 

1) 除规定必须配乐的项目外，其他参赛套路不要求配乐； 

2) 太极拳和健身气功比赛项目可自选配乐，不限于原配音乐。但所配音乐需依

据国际武术联合会2019年竞赛规则中关于配乐的规定；配乐不得使用含有口

令、词的音乐。 

3. 视频要求（仅限于网络比赛） 

1) 比赛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参赛视频时，组委会有权不予评分，报名费用不退。 

2) 运动员应在视频中线位置起收式，起收式时须面对镜头行并步抱拳礼。 

3) 除视频拍摄片头介绍运动员外，视频演练过程应一气呵成，套路演练开始到

结束运动员需全身入境；比赛视频的拍摄只能使用一个摄像机，在1.2米至

1.6米的高度从运动员正面接近中间的位置拍摄，可以适当随演练左右移动，

也可适度调整镜头焦距但不可上下移动镜头和切换画面；允许多次录制，择

优报送。 

4) 参赛视频必须同步使用实景视频和音频、不可后期剪接和编辑音、像效果。 

5) 场地 

(1)视频拍摄场地非加减分内容，由参赛选手完全自主判断选择场地，室内、

室外均可，以安全可靠、适合整体套路连贯演示和拍摄； 

(2)视频拍摄的灯光和亮度足够适合裁判员评判； 

(3)视频背景不允许出现商业广告、宗教、政治宣传。允许出现武馆标志，国

家和地区旗帜，不能使用虚拟背景。 

4. 其他要求 

a) 每个项目同一年龄组人数不足3人时，将合并至类似比赛项目。 

b) 比赛服装必须按照2019年国际武术联合会锦标赛规则要求，比赛器械长度和

重量不做具体要求。 

c) 场地比赛时间表上显示的时间为预估时间，实际比赛中会有变化，运动员须至少提

前 1 小时左右时间到场准备。  

V. 竞赛规则 

1. 竞赛形式 

比赛均为个人、对练、集体和个人全能的单项比赛，不设团体总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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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赛规则 

武术比赛采用国际武术联合会审定的2019年《国际武联竞赛规则》及本规程的有关

规定；传统功夫项目的比赛将按照2019年《国际武联推出的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

则》及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健身气功竞赛规则按照《健身气功竞赛规则2012》及本

规程规定；现代武术项目均采用无难度评分，所有竞赛规则中不适用网络比赛评

分的部分条款在本次比赛中不做扣分内容。 

3.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人选由大会组委会统一安排。职责范围按2019年《国际武联推出的传统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仲裁委员会条例》及本规程规定执行。线上比赛依适用情

况执行。 

4. 竞赛管理 

本届比赛将在组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比赛，竞赛规程和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于

组委会。对竞赛规程和规则的英文解释有争议时, 则以中文版为准。 

VI.  裁判要求 

1. 本次大赛仲裁委员会、总裁判长、副总裁判长均为国际级武术裁判或极具经验的

裁判领袖担任。 

2. 各组裁判长、副裁判长和评分裁判员，分别由国际级、泛美、国家级和国家一级

专业裁判员担任，并优先选择无学员才赛裁判员评分。 

3. 无效分: 五名裁判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三个分数平均； 

4. 如果只有四名裁判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间两个分数平

均；如有短暂特殊情况，只有三个裁判评分则取三个分数的平均分。这样可以确

保裁判评分精确有效。 

5. 运动员两个项目比赛时间非常接近时，可视时间差别的具体情况，提前向两个场 

地的裁判长申请延期或提前比赛，裁判长可酌情调整比赛顺序。如果整个组别比

赛结束时仍未能参加比赛则视为弃权。  

6. 裁判组可根据项目风格和特点，在确保评判质量和场地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同时上

场的比赛方式。 

7. 当评分出现明显不合理时，在示出运动员最后得分之前，裁判长可给予加分或减 

分。裁判长加分或减分的范围0.01 to 0.1分之间，无需经过总裁判长同意。 

8. 为保证赛事的公平严谨，除比赛期间教练员和运动员按照仲裁程序反馈意见外， 

您也可在赛事期间或之后发送邮件到 KungFuDirect@gmail.com 向组委会进行反馈

和投诉。组委会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后期裁判人选和改善办法。 

VII. 服装器械 

1. 所有运动员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均应按2019年国际武术联合会竞赛规则规定穿

着武术比赛服。 

2. 所有武器须符合规则规定的要求，但长度和重量不做限制。 

 

VIII.  名次奖励     

1. 名次与奖励 

1) 现场比赛设奖：单项得分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对应的电子

名次证书，其他运动员奖颁发电子名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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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练项目按2人和3人和项目分类录取名次，录取比例和颁奖办法同上。 

3) 集体项目包括传统拳术类、传统器械类、太极拳术类、太极器械类和健身气功类

等。按照具体集体项目名称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颁发电子证书获奖或奖

牌。录取比例同上，均按照实际参赛队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 

4) 各单项和各组别，男、女报名人数在3人（含3人）以下时，按同类项目组别合并。 

5) 全能项目比赛，根据全能比赛的报名要求，武术或功夫三个项目最高分之和排

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则用拳术和器械的两项最高分之和排名，前三名分别颁发

全能奖杯，金、银、铜牌和证书。 

6) 比赛证书为电子证书，运动员可在比赛报名账户中直接下载，教练或学校代为

报名的，请协助学生下载证书。 

7) 现场比赛奖牌和奖杯可在现场领奖处直接领取；选拔赛证书将在比赛结束后， 

经美国武术联合会审核确认后在运动员注册账户公布电子证书。  

8) 全能项目比赛结果，只能在全部年龄组比赛结束后公布。全能奖杯可在现场领

取。全能奖杯尺寸大，如运动员是乘坐飞机，请提前了解托运要求信息，如需

组委会 代为邮寄，请联系组委会，邮寄费用由运动员承担。  

9) 线上网络比赛设等级奖：按各单项、各年龄组、男、女分别设一等金牌奖、二等

银牌奖、三等奖铜牌奖。其中20%为一等奖、30%为二等奖、30%为三等奖，其他为

鼓励奖（参赛证书）。得奖比例均按照实际参赛人数，采取四舍五入的办法。颁

发电子获奖证书或奖牌（奖牌需自行支付国际国内邮费及可能的关税等费用）。 

10) 网络比赛的奖牌，可在赛后到大会组委会（美国功夫直销网办公地点领取）， 

其他 国家、省州和地区可以通过团体或个人邮寄方式领取， 邮寄费用自付，

（请在 kungfudirect.com 搜索“奖牌“ 办理邮寄）。 

2. 比赛成绩公布 

 得奖的运动员成绩名单，除由大会组委会统一在赛事网站公布外，还将通过专

业媒体协办单位以及多媒体网络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报道。 

 

IX. 报名及费用 

1. 运动员可以通过比赛网站GoWushu.com 注册报名,也可通过邮箱：

kungfudirect@gmail.com，电话：0014085828260 或微信：USAHQF联系和报名。 

2. 现场比赛报名费为每名运动员60美元（不包括一个项目），每个项目25美元。 
3. 对练项目每名运动员均需要缴纳自己的项目费用$25（也需要报名费）。 
4. 全能赛或美国国家功夫代表队选拔赛费用为$50美元，选拔赛仅限美国武术联合

会USAWKF现有会员参加。 
5. 现场团体赛：项目$25/人（无需报名费） 
6. 线上比赛报名费为每名运动员50美元（不包括单项），每增加一个项目加收20

美元。视频投稿可通过运动员报名账号上传或将下载链接或文件发送至

kungfudirect@gmail.com（请在文件名中包含：运动员姓名、运动员ID、赛事代

码，视频格式为MP4） . 
7. 报名截止后，任何报名变更请求将按以下方式处理。 

1) 更换或更改信息，费用为 50 美元。 
2) 抽签完成一天后，将不会进行任何更改。 

 
X.  报到及门票 

1. 比赛报到: 9月1日下午2:00pm - 5:00pm 或者9月2日上午9点之前，在会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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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门大厅报到（5001 Great America Pkwy, Santa Clara, CA 95054）, 领取运

动证和门票, 也可提前联系组委会通过邮寄完成报到，避免门口拥挤。 
2. 门票30美元/1天，50美元/2 天，儿童（10 岁及以下）20 美元/天，30美元/2 天，

观众门票或手环可在门口直接购买（运动员不需购票）。 
3. 领队和教练员请提前联系组委会报名，组委会将根据名单发放的证件和手环可

免费进出赛场。 
 

XI. 开幕式 

1. 开幕式时间：9月2日8:00am到达，9:00am开幕式入场式开始。9:40am 首场比赛

检录，10:00am比赛开始。  

2. 5人以上的代表队可联系组委会制作开幕式入场牌，5人以下的团队可跟随在最

后的个人参赛入场牌，一起入场。  

3. 每个团队需推荐本队两名开幕式入场引导员，其中一名负责手持入场牌在队前

引导，另一人负责指挥或作为旗手。请在7月30日前将制作入场牌团队的名称以

及提供两位引导员的名单和联络方式报给组委会。 

4. 入场顺序是根据各队名称的首个英文字母按照A-Z排列。入场路线示意图组委会

另行公布。 

5. 建议各队统一服装或穿 表演服装入场。 

6. 开幕式结束，引导员带领各自团队列队出场并，保证首场比赛按时开始。 

 

XII. 抽签 

所有团队和个人在抽签日期前均需仔细检查所有个人和团队参赛信息，确认无

误后由领队、教练或运动员本人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在线抽签。请于8月8日登录
GoWusu.com自己的报名账户抽签。不抽签的运动员将由组委会随机抽签。 
 

XIII.  付费信息 

各团队需于6月30日前通过网上直接支付，或汇款（转账）方式向组委会支付所

有比赛款项。接受支票支付，但必须在报名截止之前现金到账。 

 
国际或国内转账 

*报名费用用信用卡支付会有3.9% 的银行收费 

Zelle  Pay able to 408-582-8260, Shu Dong Li  
Bank Name  Wells Fargo Bank  
Account No.  8888558338 
Beneficiary  Li’s Wushu Academy  
SWIFT Code  WFBIUS6S 
Bank Address  10260 S De Anza Blvd, Cupertino, CA 95014 

Check  Payable to: Li’s Wushu Academy 
 Mailing address：1020 Commercial Street, Suite 102, San Jose, CA 95112 

WeChat  Pay to（USAHQF） 
PayPal  Pay@Gowu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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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美国国家功夫代表队选拔赛 

美国国家功夫代表队选拔赛（仅限于美国武术联合会会员和现场比赛）：运动员现

场比赛项目中，得分超过8分， 或者名次为前三名者即可入选。获选后在两年之

内，有资格代表美国传统功夫代表队参加世界和国际武术锦标赛。  

 

XV. 其它事宜 

1) 肖像权 

组委会有权使用所有参赛团体和个人的照片、视频和姓名介绍等信息用于组

委会的赛事的宣传和推广等活动。 

2) 安全保险 

参加人员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参加人员及协助人员均为完全自主

判断各种因素，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参赛人员报名，既视为参赛运动员完

全同意比赛组织方的免责声明，并自愿放弃追诉权利。 

3) 退费和支票退返 

报名截止后所有报名费用概不退，支票退回的需补交银行费用$35美金。 

4) 比赛邀请 

a. 组委会在代表团填好以下比赛团队信息表格，并通过网站报名或填写下文比赛报名表

格报名后，免费为参赛人员信息出具电子邀请函，参赛团队可自行打印出邀请函。 
b. 如需邀请函原件，请提供有效邮寄地址并支付$50美金的特快邮寄费用。 我们将把邀

请函原件和传单寄出。 

5) 赛事合作 

为了更好的推动加州国际武术锦标赛这一国际赛事平台的全球化发展，我们积极

寻求国家级和省州级赛事合作伙伴，诚邀不同国家和区域武术团体以及相关协会

组织共同参与，有意者请联系大会组委会获取更多信息。   
6)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组委会 
大会组委会 
世界太极科学联合会 
Kungfudirect@gmail.com 
001 4085828260 
WeChat:USAHQF 
www.GoWushu.com 

比赛团队信息 

团队名称   

团体地址   

领队姓名   

电话   邮箱   网站   

成员名称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职务 护照或身份证号码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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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报名表 Final Registration Form 

联合会/团体名称 Group/Team:  

   

领队姓名 Team Leader:

  

随队裁判 Judge:  

  

教练 Coach: 

   

(将每个团队成员的彩色照片（护照尺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组委会） 
Please email all team members passport size photo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Kungfudirect@gmail.com  

NO 
运动员姓名

Athlete’s 
Name 

性别 
Gender 

生日 
Date of Birth 

请填写项目代码 Event Code 
（查代码请看表 1 / Need Code Check Form 

1） 

参加全能 
All-

Around 

选拔赛 
TD Team Trials 

1 John Doe M 11/22/2000 201/ 202 / 506 / 508 / 808     (Online)    

1 John Doe M 11/22/2000 201/ 202 / 506 / 508 / 808    (In-Person)  Yes  Yes 

          

          
          
          
          
          

       

       

       

       

       

       
          
          

*参看项目编码表. Refer to the event code form.  
USAWKF Kungfu Team Trials (for USAWKF Member only) 

 
 
 
 

 

签名/ 秘书长 Signature or stamp 
(或盖章)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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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Event 
集体项目 

注意: 这个报名表格请在报名截止日之前寄给大会组委会 
Please send this registration form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deadline 

 
 
 

 

Duilian Competition 

(对练项目) 

注意: 这个报名表格请在报名截止日之前寄给大会组委会 
Please send this registration form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deadline 

集体项目名介绍和编码 
Group Event Name and Code 

参加集体比赛的运动员姓名 
Athlete’s Names 

  
 
 
 
 
 
 
 

 对练项目名介绍和编码 
Duilian Event Name and 

Code 

参加对练比赛的运动员姓名 
Athlete’s Names 

  
 
 
 
 
 
 
 



 

 

 
 

 

 

 

 

 

 

Wavier of Liabilities 
 

Federation, School, or Team:   
 
 
 
 
 

Photo 
Passport 

Size 

Name of Participant:  

Name of Parent/ 
Legal Guardian (if applicable):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Gender:  

Passport No.:  

 
Role of Participants: Athlete Team Manager 
□ Coach □ Doctor □ Observer 

I, the undersigned, knowingly and without duress, do voluntarily submit my Entry to the Golden State 
International Wushu Championships & USAWKF Traditional Kungfu Team Trials. The tournament is 
sanctio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ushu-Kungfu Federation (USAWKF), and hosted, organized, by 
Taiji Science Federation and Li’s Wushu Academ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ccepting 
my application, I hereby assume all risk of physical and mental injuries, disabilities and losses which may 
result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tournament. Acting for myself, heirs, personal 
officer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and assignees, I do hereby release the USAWKF Federation and Taiji Science 
Federation, its Member Federations, officer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and assignees,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its officer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volunteers, judges and referees and other related members 
from all claims, actions, suits, and controversies at law or in equity by reason of any matter, cause or thing 
whatsoever that I may sustain as a resul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my participation in this tournament.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all medical attention or treatment afforded to me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ts officers, 
medical personnel, representatives, volunteers, and all other related members will be of the first aid type only, 
and hereby releas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t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volunteers, and all other related 
members from any liability for such aid. I understand it is my obligation to obtain my own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I agree to abide by and follow the Rules establish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agree that I will conduct 
myself in a professional and courteous manner at all times and to be subject to penalties and sanctions for 
violations related thereto. I understand that any protest or appeal by me of competition scoring or results must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I agree that my performance,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t this this tournament may be filmed or otherwise 
recorded or released or telecast live. I consent to Host Federations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using my 
name, voice, poses, pictures and biographical data, in any form or language, with or without other material,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out limitation, for television, radio, video, theatrical medium picture, or any other 
medium by any devices now known or hereafter devised, and I do hereby waive any compensation in regard 
thereof as well as any future rights to the aforementioned. 
 
This Waiver of Liabilities will apply to this paper entry as well as online entry. By registering for the 

competition, you fully agree to the terms of Waiver of Liabilities. 

Signature of 
Participant 

Signature of Parent/ 
Legal Guardian Date 

   

I have read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waiver listed ab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