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硬地滾球於 1994 年中國北京遠南運動會上首次成為比賽項目。運動員都是嚴重的大

腦麻痺、肌肉萎縮症或軀體四肢出現嚴重功能障礙。硬地滾球運動講求運用策略和技巧，

亦是一項考驗運動員的肌肉控制力和準確性的運動項目，要求運動員在比賽中注意

力高度集中及良好的協調性。 

 

仁川 2014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比賽項目 

硬地滾球項目比賽採男女運動員混合作賽，分為個人、雙打及團體，共 7 個比賽項目。 
 

  BC1  BC2  BC3  BC4 
個人         
團體  BC1/2     
雙人       

 

級別鑑定 
硬地滾球根據運動員的身體功能和狀況進行分級，共設 BC1、BC2、BC3 及 BC4，4 個級別： 
 
BC1:  大腦麻痺患者，四肢顯現嚴重至中度徐動及僵直狀況。坐姿平衡及四肢功能較弱，可用手或腳

發球，比賽時可有一位助手協助固定和調整輪椅或拾球。 
BC2:  大腦麻痺患者，四肢顯現中度徐動及僵直狀況。坐姿平衡及上肢功能影響較輕，以手發球，不

能有助手協助。 

BC3:  嚴重大腦麻痺、肌肉萎縮症或軀體四肢出現嚴重功能障礙，以管道發球，比賽時有一位助手協助使

用管道，但助手必須背向比賽區域，並且不允許觀看賽事。 
BC4:  非大腦麻痺患者，四肢均出現嚴重功能障礙，可使用手或腳發球，不能有助手協助。 

 
香港代表團運動員 參賽項目 

  BC1  BC2  BC3  BC4 
個人         
團體  BC1/2     
雙人       
 

比賽賽制 

球賽在一個 12.5 米乘 6 米的範圍內進行，初賽以小組循環形式進行，每組首名及部份次名運動員進入淘汰賽

決定名次及獎牌。個人賽設 4 局，每名運動員須於限定時間(BC1: 5 分鐘，BC2 及 BC4: 4 分鐘，BC3: 6 分鐘)內

以拋、擲、滾或踢投出 6 個球，以接近目標球為目標。當雙方投完所有球後，裁判會判斷那一方的球更接近白

色目標球，決定運動員所得分數。如比賽期間目標球被打出界外，裁判會將目標球放於「十字位」再進行賽事。 

 

雙人賽每場賽事設４局，每局每名運動員投 3 個球（每隊投 6 球），BC3 每隊限時 7 分鐘，BC4 每隊限時 5 分

鐘；BC1/2 團體比賽共 6 節，每隊 3 名隊員各投 2 球（每隊投 6 球），限時每隊 6 分鐘。若比賽結束後，雙方的

總分相同，則加節定勝負，目標球將會放於「十字位」開始。 



 

香港代表團運動員比賽時間 

比賽時間 比賽項目 運動員 備註 

10 月 19 日 

(星期日) 

9:00‐19:20 

混合 BC4 雙人賽  初賽 

混合 BC3 雙人賽  初賽 

混合 BC1/2 團體賽  初賽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10 月 20 日 

(星期一) 

9:00‐15:30 

混合 BC4 雙人賽  四強/銅牌賽/決賽   

混合 BC3 雙人賽  四強/銅牌賽/決賽   

混合 BC1/2 團體賽  四強//銅牌賽/決賽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如適用

10 月 21 日 

(星期二) 

9:00‐18:20 

混合 BC1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2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3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4 個人賽  初賽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9:00‐17:10 

混合 BC1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2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3 個人賽  初賽 

混合 BC4 個人賽  初賽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10 月 23 日 

(星期四) 

9:00‐17:50 

混合 BC1 個人賽  八強/四強   

混合 BC2 個人賽  十六強/八強/四強 

混合 BC3 個人賽  十六強/八強/四強 

混合 BC4 個人賽  八強/四強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如適用

10 月 24 日 

(星期五) 

9:30‐10:50 

混合 BC1 個人賽  銅牌賽/決賽   

混合 BC2 個人賽  銅牌賽/決賽   

混合 BC3 個人賽  銅牌賽/決賽   

混合 BC4 個人賽銅牌賽/決賽   

梁美儀  黃錦龍 

郭海瑩  楊曉琳  吳志恆 

何宛淇  廖詠彤  曾鈴茵 

劉慧茵  梁育榮  黃君恆 

如適用

*以大會公布落實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