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草地滾球於第二屆遠南運動會上便成為競賽項目，但廣州 2010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並

沒有舉行草地滾球賽事，故仁川 2014 亞洲殘疾人運動將草地滾球運動員相隔 8 年後

再次參與的區內大型運動賽事。 

草地滾球在特定合規格的草地上進行賽事，四周有濠溝和堤岸作為邊界，場地的邊

長為 34 米至 40 米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場地又由細分為 6 至 7 條賽道，每條賽道的

寬度約為 5.5 至 5.8 米。 
比賽開始時運動員在賽道上鋪下墊子，於墊子上沿賽道中心線發出目標球，並將目標球移至中心線。

雙方球員輪流發出滾球至目標球，因為滾球的偏重心使它可以使滾球更加接近目標球，在雙方球員發

出所有滾球後，最終裁判會以目測或尺量決定最近目標球之滾球，計算得分。 

仁川 2014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比賽項目 

草地滾球項目分為男、女子個人組、混合個人組和混合雙人組，按不同殘疾分級進行比賽共 21 個項

目。B1-B3 混合個人賽將合併比賽，並分級別頒發獎牌。 

混合個人 B1‐ B4 
女子個人 B5    B6    B7    B8 
男子個人 B5    B6    B7    B8 
混合雙人 B1‐B4    B5    B6    B7    B8 

 

級別鑑定 

草地滚球比賽根據殘障程度分為肢體殘疾運動員及視障運動員，共設 8 個級別。 

視障運動員(B1-B4)  

B1 雙眼無感光，或僅有光感但在任何距離、任何方向均不能辨認手的形狀﹔ 

B2 視力為從能辨別手的形狀到 0.03 和/或視野小於 5 度﹔ 

B3 視力從 0.03 以上到 0.1 和/或視野大於 5 度小於 20 度﹔ 

B4 視力從 0.1 以上到 0.25 和/或視野小於 20 度。 

肢體殘疾運動員(B5-B8) 

B5 運動員握力功能及上肢功能受中等或以上程度障礙，軀幹平衡性及協調較差，不能投出全球道長

度的目標球，比賽時可使用輔助投球器進行比賽﹔ 

B6 運動員平衡較差，但可投出全球道長度的目標球。 

B7 運動員軀幹有輕微平衡功能問題。 

B8 運動員軀幹有永久性殘疾，但對項目無明顯障礙。 

 

比賽賽制及規則 

每場比賽限時二小時。個人賽，每名運動員四個球，輪流發出共 8 個球為一局，以先取得 21 分的一

方為勝。雙人賽，每方有三個球，輪流發出共 6 個球為一局，B1 至 B4 級別進行 15 局賽事，而 B5 至

B8 級別進行 18 局賽事，高分一方獲勝。每場賽事，勝方得兩分，和則各得一分，以總成績決定名次。 

比賽分兩階段進行。首階段運動員分成兩組進行小組循環賽，每組首名進入淘汰賽爭奪金牌，每組次

名爭奪銅牌。B1-B3 運動員必須帶同指導員作賽，B4 運動員則可選擇是否帶同。 

 

 

 



香港代表團運動員 參賽項目 

混合個人 B1‐ B4 

女子個人 B5、B7、B8 

男子個人 B5、B7、  B8 

混合雙人 B1‐B4、B8 

 

香港代表團運動員比賽時間 

日期 (時間) 比賽項目 運動員 備註 

10 月 19 日 
(星期日) 

09:30‐17:00 

混合 B1 – B4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5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劉紹光 嚴敏清 李志明 郭 永 鄧順儀 
譚智明 
徐家良 
趙仲粦 
朱秀蓮 廖偉英 
鄧美儀 

 

10 月 20 日 
(星期一) 
10:00‐TBC 

混合 B1 – B4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5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劉紹光 嚴敏清 李志明 郭 永 鄧順儀 
譚智明 
徐家良 
趙仲粦 
朱秀蓮 廖偉英 
鄧美儀 

 

10 月 21 日 
(星期二) 

10:00‐17:00 

混合 B1 – B4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5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男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7 級個人  循環賽 
女子 B8 級個人  循環賽 
混合 B1 – B4 級雙人  循環賽

劉紹光  嚴敏清  李志明  郭  永  鄧順儀 
譚智明 
徐家良 
趙仲粦 
朱秀蓮  廖偉英 
鄧美儀 
嚴敏清,  李志明        鄧順儀,  劉紹光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10:00‐17:00 

混合 B1 – B4 級雙人  循環賽

混合 B7 級雙人  循環賽 
混合 B8 級雙人  循環賽 

嚴敏清, 李志明    鄧順儀, 劉紹光 
廖偉英, 徐家良 
鄧美儀, 趙仲粦 

 

10 月 23 日 
(星期四) 

10:00‐17:00 

混合 B1 – B4 級雙人  循環賽

混合 B7 級雙人  循環賽 
混合 B8 級雙人  循環賽 

嚴敏清, 李志明    鄧順儀, 劉紹光 
廖偉英, 徐家良 
鄧美儀, 趙仲粦 

 

*以大會公布落實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