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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章程 

 

日期 DATE 

2021 年 10 月 30-31 日（六、日） 

 

場地 VENUE 

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臺中市西屯區朝貴路 199 號） 

*詳細位置及交通方式請見 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活動單位 Organizer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主辦單位：台灣地板滾球運動聯盟、社團法人臺中市身心障礙體育總會 

協辦單位：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競賽組別 DIVISION OF PLAY 

競技組 

年滿 15 歲，並持有國際體位分級卡者，或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之

體位分級卡；國外選手則須持其國家體位分級證明。競賽組別如下： 

(依最新 BISFed Competition and Ranking Manual 2021-2024 版本) 

個人賽 

 BC1 男子組 / BC1 女子組 

 BC2 男子組 / BC2 女子組 

 BC3 男子組 / BC3 女子組 

簡章下載 

 

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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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4 男子組 / BC4 女子組 

 BC5 男子組 / BC5 女子組 

*BC1 選手及 BC4 腳踢選手比賽時有一位運動助理員協助 

*BC3 選手比賽時有一位軌道操作員協助 

雙人賽 

 BC3 雙人賽：一位 BC3 男性選手、一位 BC3 女性選手（無候補選手），每位

選手有一位軌道操作員協助。 

 BC4 雙人賽：一位 BC4 男性選手、一位 BC4 女性選手（無候補選手）。 

 BC5 雙人賽：一位 BC5 男性選手、一位 BC5 女性選手（無候補選手）。 

團體賽 

 BC1/BC2 團體賽：每隊由三位選手組成（無候補選手），至少一位男性選手

和一位女性選手，且至少一位 BC1 選手。每隊有一位運動助理員。 

 

聯誼組 

【投擲個人賽】每位選手可有一位運動助理員協助 

【軌道個人賽】每位選手需有一位軌道操作員協助 

 

參賽對象不限年齡、障別、性別，但須符合下列二個條件： 

-尚未持有或參與過地板滾球運動分級 

-必須為輪椅使用者 

*人數限制：投擲組 8 位，軌道組 4 位。 

 

轉播 Live Streaming 

本次賽事將全程由智林體育台轉播，於有線電視、Facebook、YouTube、

MOD 頻道直播。 

 

報名辦法 REGISTRATION 

 網路報名 

競技組 https://forms.gle/3bAxP4L3AjWz4Gs46  

聯誼組 https://forms.gle/R5fjCjyUApH9p2st7  

 報名費用：競技組每位選手新台幣 400 元 (含保險、午餐便當及賽事紀念

品)，每位選手可同時報名個人賽及雙人賽或團體賽。聯誼組 免報名費，

鼓勵潛力選手參賽。 

https://forms.gle/3bAxP4L3AjWz4Gs46
https://forms.gle/R5fjCjyUApH9p2s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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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款資訊：報名成功後，主辦單位會主動聯繫告知匯款連結。 

 報名自即日起至 10 月 5 日 (二) 截止。 

 已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人名或退費，亦不得轉讓該

報名資格。 

 

競賽規則 RULES 

採 BISFed 公告之最新地板滾球規則英文版(2021-2024 v1)及台灣地板滾球運動

聯盟網站公告之中文版(2021-2024 v1)。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以裁判長為最終

判決。 

 

比賽制度 COMPETITION FORMAT 

 第一輪為循環賽制，第二輪之後採單淘汰賽制。主辦單位將視各組人數調

整，於賽前公告於活動網站。 

 個人賽賽程依【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成績排定種子，未參賽

者以抽籤方式安排。雙人賽及團體賽統一以抽籤方式安排。 

 預定賽程（實際賽程以大會手冊公佈時間為主） 

10/30 

(六) 

09:00-14:00 
競技組 個人賽 

聯誼組 投擲個人賽、軌道個人賽 

14:00-15:00 開幕典禮 

15:00-18:00 
競技組 個人賽 / 雙人賽及團體賽 

聯誼組 投擲個人賽、軌道個人賽 

18:00-18:30 聯誼組 閉幕暨頒獎典禮 

10/31 

(日) 

08:00-16:00 競技組 個人賽 

16:00-17:00 競技組 閉幕暨頒獎典禮 

 

器材設備 SPORTS EQUIPMENT 

 所有競賽器材設備必須符合 BISFed 最新地板滾球規定。 

 球具：重量 275 公克+/-12 公克，圓周長 270 公釐+/-8 公釐。（須通

過 BISFed 規定的器材檢測標準） 

 輪椅：手動、電動輪椅皆可，日常的輪椅就可以用來比賽，除 BC3 選手

外，輪椅坐墊高度限制為 66 公分。 

 軌道：BC3 選手使用，依選手個別需求量身訂做，所有軌道的附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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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底座等延伸到最大，不可超過投擲區（1 公尺 x2.5 公尺）。 

 器材設備檢測 

 所有競賽器材必須依照大會規定時間進行器材設備檢測後，始可在場上使

用，球具則在檢錄室（Call room）檢測，不符合規定者將無法使用參加比

賽，並給黃牌警告。 

 

獎勵辦法 PRIZES 

各競賽組別依參賽隊(人)數，按下列名額錄取： 

 3 隊(人)(含)以下錄取一名。 

 4 隊(人)或 5 隊(人)錄取二名。 

 6 隊(人) (含)以上錄取三名。 

 

餐點 MEALS 

由主辦單位提供 10/30、10/31 午餐便當（每位選手及運動助理員、每隊 1 

位領隊及 1 位教練），如需額外加訂，並於當天報到時付款。如有特殊需求

者，請於報名表備註。 

 

住宿 ACCOMMODATION 

 康茵行旅（台中市烏日區大同九街 73 號） 

網址：https://comingplace.com/ *相關房間設施請自行參考官網 

 住宿日期：10/29(五)、10/30(六) 

 入住及退房時間：進房時間為 PM15:00 以後、退房時間為 AM11:00 以

前 

 住宿房型：雙人房(二張單人床)，無障礙衛浴 

 住宿費用：每人每晚新台幣 700 元整，請於報名時同步確認住宿日期及人

數並繳交住宿費用，報名截止後將不得增加或減少人數，亦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退費。 

 住宿費用不含早、晚餐，請自理。 

 主辦單位將免費提供住宿者自康茵行旅往返比賽場館之交通接駁。如需搭

乘者，請於報名表中填寫，並依照大會規定時間搭乘。 

 

 

https://comingp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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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TRANSPORTATION 

自行開車 

臺中市朝馬國民運動中心 (交通資訊請參考：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停車相關事宜及額外費用，由各單位及個人自行負擔。 

大會接駁車 

賽事期間（10/30、10/31），主辦單位租用大型復康巴士或低底盤公車，提供

住宿選手及陪同人員往返住宿飯店至比賽場館間之交通接駁，參賽單位需配合

相關規定時間搭乘。大會接駁車時間將於賽前另行寄發參賽通知給各單位。 

*康茵行旅鄰近高鐵台中站，10/29 大會不另行安排交通接駁，請各單位選手自行前往入住。 

 

賽事聯絡人 Contact 

林恬 / 賴志偉 

02-25239240 / 0919-264-261 

Line ID：＠bocciataiwan 

bocciataiwan@gmail.com  

 

本競賽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實施，公告網址：

http://www.bocciataiwan.org/  

https://cmcsc.cyc.org.tw/traffic/11
mailto:bocciataiwan@gmail.com
http://www.bocciataiw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