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乒乓球自首屆遠南運動會便正式成為比賽項目。賽事分為企立和輪椅兩大類，比賽

形式分為單打和雙打。運動員按殘疾程度和功能進行級後，各級別均設單打及團體

賽事。乒乓球是一項變化多端，講求速度及敏銳反應的運動，運動員多為癱瘓、截肢、上肢

或下肢有輕微殘障及智障人士。 

仁川 2014 亞洲殘疾人運動會比賽項目 

仁川亞殘運共有 29 個獎牌項目包括 9 個男單，8 個女單，8 個男團及 4 個女團項目。 

  TT1  TT2  TT3  TT4  TT5  TT6  TT7  TT8  TT9  TT10 TT11
男子單打(9)            TT6‐7    TT9‐10   
女子單打(8)  TT1‐2        TT6‐7    TT9‐10   
男子團體(8)  TT1‐2        TT6‐7    TT9‐10   
女子團體(4)  TT1‐3  TT4‐5  TT6‐8  TT9‐10   

級別鑑定 

為了保證比賽的公平性，乒乓球以運動員肢體活動範圍、肌肉力量、運動限制及在輪椅上的平衡和操

控球拍的能力，分為十個級別(TT1‐TT10)，TT 11  為智障級別。 

TT1‐5 級為輪椅組，TT1 級為輪椅級別中殘疾程度最重級別。TT6‐10 為企立組，TT6 級為企立組中殘疾程

度最重級別。 

 

比賽賽制 

賽事採用五局三勝制，每局以 11 分直接得分制作賽。如果雙方比分為 10 平时，需某一方超過對手 2

分才算獲勝。初賽採分組循環制，複賽以淘汰賽決定名次。循環賽勝方得二分、負方得一分，棄權或

未能完成比賽者得零分。團體賽可以由二至四人組成團體，進行五局比賽，每場賽事可選派兩人出賽，

賽事形式次序為單打、單打、雙打、單打、單打。 

 

香港代表團運動員 參賽項目 

 TT3  TT4  TT5 TT6‐7 TT8 TT9‐10  TT11
男子單打      

女子單打        

男子團體        

比賽規則 

 
殘疾人乒乓球比賽規則與健全人士大致相同，只就輪椅運動員稍作調整，包括： 
‐ 單打賽事發球時，球從接發球邊線出界便需重新發球﹔ 
‐ 擊球後，運動員可以利用乒乓球桌面恢復平衡，但乒乓球桌面不能移動；而在擊球前，運動員

不能使用雙手以乒乓球桌面作為支撐。 
‐ 雙打賽事中，在發球時運動員的輪椅不得超越乒乓球桌面中線的假想延長線。否則，對方運動

員將獲判得分。發球時，運動員必須對角發球，而回擊球可選擇任何一位運動員。 
‐ 運動員使用輪椅作賽時，無論腳踏板還是雙腳都不能接觸地面，否則會判失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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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8:30 
 

男子 TT3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4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5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6‐7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8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9‐10 級單打初賽 

男子 TT11 級單打  初賽 

女子 TT5 級單打  初賽 

女子 TT11 級單打  初賽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黃佩儀 
吳玫薈    黃家汶    黃佩淇 

 

10 月 20 日 
（星期一） 
10:00‐18:30 
 

男子 TT3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4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5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6‐7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8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9‐10 級單打  初賽 

男子 TT11 級單打  初賽 

女子 TT5 級單打  初賽 

女子 TT11 級單打  初賽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黃佩儀 
吳玫薈    黃家汶    黃佩淇 

 

10 月 21 日 
（星期二） 
10:00‐18:30 
 
 
 
 
 

男子 TT3 級單打  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 TT4 級單打  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 TT5 級單打  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 TT6‐7 級單打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 TT8 級單打  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 TT9‐10 級單打八強/四強  賽事 
男子TT11級單打  八強/四強/決賽  賽事

女子 TT5 級單打  八強/四強/決賽  賽事

女子TT11級單打  八強/四強/決賽  賽事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黃佩儀 
吳玫薈    黃家汶    黃佩淇 

如適用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10:00‐11:30 
 
 
 

男子 TT3 級單打決賽賽事 
男子 TT4 級單打決賽賽事 
男子 TT5 級單打決賽賽事 
男子 TT6‐7 級單打決賽賽事 
男子 TT8 級單打決賽賽事 
男子 TT9‐10 級單打決賽賽事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如適用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13:40‐19:40 

男子 TT3 級團體  初賽 

男子 TT5 級團體  初賽 

男子 TT6‐7 級團體  初賽 
男子 TT9‐10 級團體  初賽 

男子 TT11 級團體  初賽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范嘉豪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日期 (時間) 比賽項目 運動員 備註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10:00‐17:00 

男子 TT3 級團體  初賽/四強賽事 

男子 TT5 級團體  初賽/四強賽事 

男子 TT6‐7 級團體  初賽/四強賽事 

男子 TT9‐10 級團體  初賽/四強賽事 

男子 TT11 級團體  初賽/四強賽事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范嘉豪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如適用

10 月 24 日 
（星期六） 
10:00‐11:30 
 

男子 TT3 級團體  決賽賽事 

男子 TT5 級團體  決賽賽事 

男子 TT6‐7 級團體  決賽賽事 

男子 TT9‐10 級團體  決賽賽事 

男子 TT11 級團體  決賽賽事 

蔡兆雄  高行易 劉永鏘 
鄧卓謙  老智航 
蔡慶霖  李銘業 
林嘉偉  王志賢 
范嘉豪  梁仲仁  蔡明輝  尹國豪 

如適用

*以大會公布落實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