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
賽事規則及比賽方法
1.

賽例
本賽事由香港保齡球總會主辦，世界十瓶保齡球聯合會(WTBA)及亞洲保齡球協會(ABF)認可，
並根據世界十瓶保齡球聯合會(WTBA)2014賽制規例進行。
此項比賽之成績將列入亞洲排名計分表上。

2.

參賽資格
本賽事接受永久或2014-2015年度香港保齡球總會之會員及世界十瓶保齡球聯合會屬下之2014年
度會員參加。海外參賽者必須由其所屬之海外保齡球總會證明其參賽資格。

3.

比賽場館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88號體育大廈1樓，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館

4.

比賽日期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至六月十五日

5.

賽事分類
賽事共分為男/女子公開組，香港盃，男/女子乙組(A)及男/女子乙組(B)，男/女子青少年組，十
八歲以下青少年組及先進組。
(A) 公開組

-- 所有參賽者均可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組賽事。

-- 所有參賽者必須為香港永久居民，男性或女性均可參加。不論平均分數。
(B) 香港盃
*此項賽事將不接受香港保齡球代表隊之精英運動員參加。
(C) 乙組 (A)
乙組 (B)

-- 男子參加者平均分 200 分或以下，而女子參加者平均分 190 分或以下。
-- 男子參加者平均分 185 分或以下，而女子參加者平均分 175 分或以下。

*乙組(A)及乙組(B)注意事項:
報名參加乙組(A)及乙組(B)賽事之男女球員，必須於報名時提交由各保齡球場館或香港保齡
球總會屬下球會簽發之正本平均分證明書交與比賽部(必須清楚列明中/英文姓名全寫)，該
平均分証明書必須顯示球員於比賽開始前十二個月內 (即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至二零一
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曾於本港參加由場館或香港保齡球總會屬下球會舉辦之所有聯賽或比賽
不少於四十局或以上的個人平均分(以最高者作準)方為有效，各球員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前遞
交其平均分証明書，該球員所有曾參賽之項目將被列入為公開組，直至賽委會收到上述証明
書為止。海外參賽者於報名時亦必須提交其所屬保齡球總會簽發之證明文件，證明其平均分
數合乎參加乙組賽事。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度曾奪得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之乙組(A)優秀賽男/女子冠軍球
員均不可參加乙組(A)及(B)之各項賽事，而該球員只可參加公開組別之賽事。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度曾奪得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之乙組(B)優秀賽男/女子冠軍球
員均不可參加乙組(B)之各項賽事，而該球員只可參加(A)及公開組別之賽事。
(曾參加本地乙組賽事 (A/B組)並獲得優秀賽男/女子冠軍之球員將不包括在內)

(D) 青少年組
(E)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
(F) 先進組

6.

-- 這組賽事只限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出生的球員參加。
-- 這組賽事只限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出生的球員參加。
-- 這組賽事只限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或之前出生的球員參加。

比賽項目
6.1 公開組賽事
男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分兩階段，每階段十局）

女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分兩階段，每階段十局）

6.2 香港盃賽事
1.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2. 香港盃賽事不分男女子組，每人作賽十局，女參賽者在優秀入圍賽及優秀賽中均可給予
每局八分讓分。
**冠軍將自動晉身公開組個人優秀賽第一階段。
註：球員必須完成其本身組別之個人全能項目，方可參加此盃賽。
6.3 乙組(A)賽事
男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每人十二局）

女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每人十局）

6.4 乙組(B)賽事
男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 (每人十局）

女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
(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個人優秀賽 (每人八局）

6.5 青少年組賽事
男子組
女子組
1. 單打（個人三局）
1. 單打（個人三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2. 雙打（每人二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3. 個人全能（以上合共五局）
4. MQ優秀入圍賽(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5. 青少年個人優秀賽不分男女子組，每人作賽十局，女參賽者在優秀入圍賽及優秀賽中均
可給予每局八分作讓分。
6.6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賽事

1. MQ優秀入圍賽(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2.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個人優秀賽不分男女子組，每人作賽八局，女參賽者在優秀入圍賽
及優秀賽中均可給予每局八分讓分。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個人優秀賽如參賽人數少於六人者，將不設此項賽事，MQ優秀入圍
賽之前三名將獲頒發奬盃。
6.7 先進組賽事
1. MQ優秀入圍賽(個人六局[最高三局加三局的總分])
2. 先進組個人優秀賽不分男女子組，每人作賽八局，女參賽者在優秀入圍賽及優秀賽中均
可給予每局八分讓分。由56歲開始，男女子參賽者將根據其年齡亦可獲每一歲加一分之
讓分。其讓分情況如下:
50 – 55歲 : 零分
56歲或以上 : 每一歲加一分
**先進組個人優秀賽如參賽人數少於六人者，將不設此項賽事，MQ優秀入圍賽之前三名將
獲頒發奬盃。

6.8

挑戰盃賽事 (不計在個人全能內)

1. 場館主席盃
四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之
各場館及會所代表隊參賽。

2. 國際青年盃
四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之各場
館及會所代表隊參賽。參賽者年齡須為二十
歲或以下，其出生日期必須在一九九四年一
月一日或以後。

3. 康體挑戰盃
四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的
政府部門/康體機構代表隊參賽。

4. 行際挑戰盃
四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的行際
代表隊參賽。

5. 演藝人挑戰盃
四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的
演藝人代表隊參賽。

6. 球會挑戰盃
三人隊際，每人作賽三局，由受邀請的球會
代表隊參賽。所有受邀請球會須為香港保齡
球總會認可球會，而參加者必須是2014/15
香港保齡球總會會員及受邀請球會之會員。
*香港保齡球代表隊之精英運動員每局將被
扣減十分讓分。

7.

個人全能
各組別參賽之男/女球員之第一場單打（三局）及雙打（每人二局）比賽項目中所得之總積分（合
共五局計算）將被視作為個人全能成績。參賽者所報名之第一場三局賽事必須是單打。若第一
場三局是MQ優秀入圍賽，將被視作個人全能中之單打成績。
先進組及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不設個人全能賽事。

8.

個人優秀賽事
賽事只限已完成該組別個人全能賽事之球員參加 (先進組及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除外)，而球員
在參加其組別單人及雙人賽事時，若中途退出，該次之比賽記錄亦會作廢，球員須再次重新作
賽及完成該項目(但將不被列入全能賽事內)，除非賽事總監或其助手確認為正式記錄。
乙組及青少年組球員如欲參加其他組別之個人優秀賽，只須完成該組別之個人全能賽事，而毋
須再次完成其他組別之個人全能賽事。而球員在參加其組別單人及雙人賽事時，若中途退出，
該次之比賽記錄亦會作廢，球員須再次重新作賽及完成該項目(但不被列入全能賽事內)，除非
賽事總監或其助手確認為正式記錄。

先進組及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之個人優秀賽如參賽人數少於六人者，將不設此項賽事，MQ優秀
賽入圍之前三名將獲頒發奬盃。
8.1 男子公開組個人優秀賽
決賽球員名額分配如下：
(1)
(2)
(3)
(4)
(5)
(6)
(7)

上屆衛冕冠軍
一名
香港代表隊球員
三名
香港參賽者
九名
海外參賽者
十二名
香港及海外球員混合
十名
預留香港盃勝出者
一名
[終極一擊]
三名
合共 三十九名

三十九名晉身優秀賽事之球員，將分兩階段作賽。香港參賽者及海外參賽者最高分數的頭三
名球員將可豁免第一階段而直接晉升第二階段作賽。第一階段將由餘下合共三十三名參賽者
作賽，最高分數的十八名球員將晉身第二階段比賽，球員於第一階段所得之分數，將不會計
算在第二階段的分數內。而第二階段最高分數的六名球員將晉身梯級賽。
梯級賽：第四、五、六排名球員作賽一局，得分最高球員可與排名第二、三的球員作賽一局，
得分最高球員可挑戰排名第一球員作賽一局。如排名第一球員勝出，則成為冠軍；
若排名第一球員在第一局時落敗，則須再另作賽一局，以該局成績決定勝負。
8.2 女子公開組個人優秀賽
決賽球員名額分配如下：
(1)
(2)
(3)
(4)
(5)
(6)

上屆衛冕冠軍
香港代表隊球員
香港參賽者
海外參賽者
香港及海外球員混合
預留香港盃勝出者
合共

一名
三名
七名
十名
八名
一名
三十名

三十名晉身優秀賽事之球員，將分兩階段作賽。香港參賽者及海外參賽者最高分數的頭三名
球員將可豁免第一階段而直接晉升第二階段作賽。第一階段將由餘下合共二十四名參賽者作
賽，最高分數的十五名球員將晉身第二階段比賽，球員於第一階段所得之分數，將不會計算

在第二階段的分數內。而第二階段最高分數的六名球員將晉身梯級賽。
梯級賽：第四、五、六排名球員作賽一局，得分最高球員可與排名第二、三的球員作賽一局，
得分最高球員可挑戰排名第一球員作賽一局。如排名第一球員勝出，則成為冠軍；
若排名第一球員在第一局時落敗，則須再另作賽一局，以該局成績決定勝負。
8.3 香港盃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八名球員作賽十局，以定冠、亞及季軍。冠軍球員將自
動晉身男子或女子公開組個人優秀賽第一階段。
8.4 男子乙組(A)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二十二名球員作賽十二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8.5 女子乙組(A)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四名球員作賽十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8.6 男子乙組(B)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八名球員作賽十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8.7 女子乙組(B)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二名球員作賽八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8.8 青少年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五名球員作賽十局，以定冠、亞及季軍。決賽球員名額
分配如下：
(1)
(2)
(3)

香港參賽者 (男子/女子)
五名
海外參賽者 (男子/女子)
五名
香港及海外球員混合 (男子/女子)
五名
合共
十五名

8.9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五名球員(男子/女子)作賽八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8.10 先進組個人優秀賽
將由MQ優秀入圍賽中分數最高之十五名球員(男子/女子)作賽八局，以定冠、亞及季軍。

9.

作賽次數
9.1 所有項目作賽次數不限。
9.2 雙打每次作賽，必須轉換其中一名球員。

10. 費用
10.1
項 目

費 用（港幣）
（公開組/香港盃）
（乙組/青少年組）
（先進組/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

報名登記費
HK$280.00
【包括個人全能及祝捷晚餐券】
HK$200.00
(註:必須在第一次作賽前繳交。)
HK$100.00
公開組/乙組/香港盃
（每人）
MQ優秀入圍賽及單打賽
HK$200.00
公開組/乙組雙打賽
（每隊）
HK$200.00
青少年單打賽/ MQ優秀入圍賽
（每人）
HK$160.00
青少年雙打賽
（每隊）
HK$160.00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MQ優秀入圍賽
（每人）
HK$160.00
先進組MQ優秀入圍賽
（每人）
HK$160.00
註:在特殊情況下，賽會有權改變原定時間表。球員轉名手續費(港幣一百元正)必須於截止報到
時間前十分鐘繳交。
10.2 個人優秀賽作賽球費
組 別
費 用（港幣）
【分兩階段，每階段十局】 【每階段】HK$600.00
(1) 男/女子公開組
【十局】 【每人】 HK$600.00
(2) 香港盃
【十二局】 【每人】 HK$720.00
(3) 男子乙組(A)
【十局】 【每人】 HK$600.00
(4) 女子乙組(A)
【十局】 【每人】 HK$600.00
(5) 男子乙組(B)
【八局】 【每人】 HK$480.00
(6) 女子乙組(B)
【十局】 【每人】 HK$600.00
(7) 青少年組
【八局】 【每人】 HK$480.00
(8)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
【八局】 【每人】 HK$480.00
(9) 先進組
注意: 1. 除上列10.2之個人優秀賽決賽之球費是在決賽報到時繳交外，其餘各項賽事之報名表
格均須在接待處預先報名及繳交報名費用。
2. 男子公開組及女子公開組第二階段比賽之球員，需於第二階段比賽報到時繳交第二階
段之參賽費用。

11. 報名參賽手續
參賽者可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及四日下午一時至晚上七時正到香港保齡球總會(地址:香港銅鑼
灣掃捍埔大球場徑1號奧運大樓2004室)報名。報名時必須清楚列出報名登記號碼、姓名(中、英
文名全寫)及項目並繳費作實。本地球員報名參賽，必須出示香港保齡球總會有效之會員證，而
參加青少年組或先進組球員，亦必須同時出示有關身份證明文件，否則恕不接納報名。
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起，本會將在南華體育會保齡球場館比賽期間亦可接受報名。
海外參賽者可以傳真(852 2575 2145)或電郵(hktbc@netvigator.com)方式，預留比賽時間。

12. 獎品
12.1 公開組、乙組(A)及乙組(B)
i. 男/女子公開組及乙組(A)及乙組(B)優秀賽
冠、亞、季軍得主，均可獲得現金獎及獎盃。另外，如公開組優秀賽男，女子冠軍得主
為海外球員，則可獲贈由該國至香港之來回機票乙張(經濟客位)及四晚酒店住宿，以供
下一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作衛冕賽之用，另優秀賽之費用亦可獲得豁免。如若冠軍
得主為本地球員，則可獲贈馬尼拉或曼谷之來回機票乙張(經濟客位)，有效期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十八日；另優秀賽之費用亦可獲得豁免。
ii. 個人全能賽
各組賽事之冠軍均可獲得現金獎及獎牌。
iii. 單打及雙打
各組賽事之冠、亞及季軍均可獲現金獎及獎牌。
12.2 香港盃
冠、亞、季軍得主，均可獲得現金獎及獎盃。
12.3 青少年組
i. 青少年組優秀賽
此組賽事之冠、亞及季軍均可獲現金獎及獎盃。
ii. 個人全能賽
此組賽事之冠軍可獲保齡球禮品、現金獎及獎牌。
iii. 單打及雙打
此組賽事之冠、亞及季軍均可獲現金獎及獎牌。

12.4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優秀賽
此組賽事之冠、亞、秀軍，均可獲得現金獎及獎盃。
如參賽人數少於六名者，則不設此項，MQ優秀入圍賽之前三名將獲頒發現金獎及獎盃。
12.5 先進組
先進組優秀賽
此組賽事之冠、亞、季軍，均可獲得現金獎及獎盃。
如參賽人數少於六名者，則不設此項，MQ優秀入圍賽之前三名將獲頒發現金獎及獎盃。
12.6 挑戰盃
i. 場館主席盃賽
冠軍隊可保存該場館主席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ii. 國際青年盃賽
冠軍隊可保存該國際青年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iii. 康體挑戰盃賽
冠軍隊可保存該挑戰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iv. 行際挑戰盃賽
冠軍隊可保存該挑戰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v. 演藝人挑戰盃賽
冠軍隊可保存該挑戰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vi. 球會挑戰盃
冠軍隊可保存該挑戰盃一年至來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賽交回主辦機構。
另冠、亞、季軍隊伍均可獲得獎盃

13. 個人一局最高分數獎
除優秀賽及挑戰盃外，其餘各組別賽事均設有一局最高分數獎。若兩個或以上球員獲得相同最
高分數，則可一同獲得獎牌。
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及先進組之個人一局最高分數並不計算讓分。

14. 同分評選辦法
14.1 各組別單打及雙打賽事中之冠、亞、季軍及個人全能遇同分時，將毋須再作賽，其所得之
位置及以下位置之獎品將平均分配，而以下之位置將被取消。
14.2 男/女子公開組，香港盃，男/女子乙組(A)及(B)，男/女子青少年組，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組
及先進組優秀入圍賽最後一席位遇同分時，球員須作賽一局，以定勝負。如再遇同分，球
員須再賽第九格及第十格直至分出勝負為止。
14.3 如男/女子公開組優秀賽決賽（第二回合）排名第一、三及六的球員遇同分時，須作賽一局，
以定出排名之位置。如再遇同分，球員須再賽第九格及第十格直至分出勝負為止。

15. 球員報到
除特別聲明外，各組賽事之參賽者必須在賽前一小時內報到。截止報到時間為開賽前三十分鐘
（如球員有連續時段須要參與比賽者，請於報到時通知本會，方可豁免下一時段之報到手續）。
任何參賽者若未能在此段時間內親自報到，則其位置將被取消及其所有繳付之球費將不會退
回，空缺將由預留位置之後補球員替上。男/女子公開組優秀賽第二回合須在賽前一小時報到，
截止報到時間為開賽前三十分鐘，任何參賽者若未能在此段時間內親自報到，則其位置將被取
消及其空缺將由後補球員替上。

16. 更改保齡球事項
球員在單打賽三局，優秀入圍賽三局及雙人賽二局進行期間，不可更改(磨波或上腊)保齡球之
表面。
優秀賽進行期間，不論中途或局與局之間亦不可更改(磨波或上腊)保齡球之表面。

17. 投訴事項
17.1 犯規或跌瓶
球員必須先完成決定性一球，然後由賽委會委員作出裁決審定。
17.2 參賽資格
任何對參賽資格之投訴須於該賽事後立刻向本會提出及於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正式通知
賽委會，逾時恕不受理。
17.3 計分上之錯誤
任何對於計分之投訴須於該項賽事後一小時內或頒獎典禮前盡快通知賽委會。

18. 保齡球登記
所有參賽者用以作賽之合格保齡球，均必須在比賽前登記才可作賽。參賽者在作賽前必須確保
其使用之保齡球重量、大小及型號等附合大會要求，大會有權在作賽期間抽查參賽者所用之保
齡球。
如有球員被大會發現使用不合規格之保齡球，其參賽資格及得獎名次將被取消，所有繳付之球
費亦將不會退回；一但技術委員會發現該球員有刻意隱瞞及意圖詐騙，事件將交由香港保齡球
總會紀律處分委員會或亞洲保齡球協會執行委員會處理，大會有權要求該球員即時交還所有已
頒發之獎項。

19. 記分證實
各參賽者或隊長有責任在比賽後在記分紙上簽署確實所得分數。如記分紙上沒有參賽者之簽
名，分數亦會被列作確實分數而參賽者均不得異議。

20. 球員衣服及球鞋
參賽者必須穿上有袖之合適運動服式(圓領襯衣亦可)及正規保齡球鞋作賽，男參賽者不得穿著
牛仔褲、背心或短褲；女參賽者亦不得穿著牛仔褲、背心，但可穿著短褲或短裙作賽。否則賽
委會有權不接納違例者進行比賽及其所有繳付之球費將不會退回。

21. 吸煙和喝酒事項
在比賽期間，球員不得吸食任何煙草製品、合成煙或電子煙，飲用任何含酒精之飲品或受酒精
影響下作賽；如球員違反此條規則，賽事委員會可即時終止該參加者繼續作賽而其所繳付之球
費將不會退回。
如參賽者於比賽中一局進行時吸食任何煙草製品、合成煙或電子煙，一經發現，進行中的球局
之得分會被判為零分。
如參賽者於比賽球局之間的時間吸食任何煙草製品、合成煙或電子煙，一經發現，下一局參賽
球局之得分會被判為零分。

22. 特別事項
賽事總監及賽會委員會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球員報名參賽。比賽過程中如有以上未有提及之事
故，賽事總監及賽會委員會則另行解決，一經決定，恕不更改；已繳付之所有球費亦將不會退
回。如球員對以上決定不滿，則可在三十天內以書面向香港保齡球總會上訴。如再不滿意，則
可在三十天內，經本會以書面向亞洲保齡球協會作出投訴。

＊ 若以上中文含意與英文不符，則以英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