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特殊奧林匹克滑冰競賽暨
2021 年冬季世界特殊奧運會儲訓選手選拔賽
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9-30 日（星期三、四）。
二、比賽地點：臺北小巨蛋冰上樂園（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2 號）
三、競賽種類：1.男、女競速滑冰
2.男、女花式滑冰（一級雙人(1 男 1 女)花式、一級女子個人花式）
四、競賽項目及規程：
(一). 競速滑冰個人 111 公尺、333 公尺、777 公尺
附註：111 公尺，報名成績頇低於 55 秒（含）
。DQ 值：20%
333 公尺，報名成績頇低於 2 分（含）。DQ 值：15%
777 公尺，報名成績頇低於 3 分 30 秒（含）。DQ 值：10%
(二). 花式滑冰：
A. 一級個人花式滑冰規則
1. 規定動作：(參賽運動員需分別展示以下動作;每人有兩次機會，以較佳一次的成
績計算。)
(1) 前滑葫蘆形 10 米
(2) 後滑葫蘆形 10 米
(3) 單腳雪犁(內刃)剎停 (左腳或右腳)
2. 第一級別個人花式自由規定與動作：
(1) 整個表演必頇搭配音樂、演奏或有唱歌的樂曲。
(2) 每組有 1 分鐘的時間，前後誤差不超過 10 秒。
(3) 選手將依規定表演 1-5 級中的六項指定動作。
(4) 任何額外動作皆不給分亦不計入成績中，但只要是 1-5 級的規定動作，可做
為組合動作。
(5) 選手可自行決定動作的先後順序。
(6) 除雙腳旋轉和海豚跳之外的任何旋轉和跳躍都將被強制性扣分，每出現一
次扣 2 分。
(7) 這些技術動作可以任何順序進行表演。
3. 以下為花式滑冰長曲表演 1-5 級之規定動作：
(1) 前進葫蘆型(至少 5 個) (FSw)
(2) 倒退葫蘆型(至少 5 個) (BSw)
(3) 左或右前進單腳滑(滑行長度將影響質量分數) (FGI)
(4) 原地或動態雙腳跳躍(僅限前進) (TFJu)
(5) 單腳前進雪犁煞車(左或右) (FSSt)
(6) 左右前進雙腳曲線滑行 (雙腳必頇帄行並向曲線傾斜)

4. 表演中不得加入超過 5 級以上的指定動作。若表演中加入越級動作，每個動作
將強制扣總分 0.5 分。
(1)扣分標準：
1） 每一跌倒：扣總分 0.5 分
2） 服裝違規：扣總分 0.5 分
3） 音樂違規 (音樂時間不符規定)：每 5 秒扣總分 0.5 分
5. 表演評比項目：
(1)滑冰技巧
(2)動作表現
B. 一級雙人花式滑冰規則
1. 第一級別雙人滑規定動作：
(1) 選手的起始點由裁判指定。
(2) 在接到裁判的指令之後比賽開始。
(3) 這一級別的比賽是一個連續的滑行過程。選手們最多有一分鐘的時間，30
秒音樂伴奏表演，需要用到以下技巧：從場地一端的冰球的分區域線上開
始，兩位選手手牽手向前滑行到達場地中央，然後是前交叉 8 字滑行，
（一
邊的順序是順時針，另一邊是逆時針）
，然後接著向前滑行到達場地的另一
端冰球得分區域線，進行一個 T 刹停，然後是一個肩並肩的雙腳旋轉。
(4) 參賽的兩人作為一個整體完成規定的動作，並且在沒有音樂伴奏的情況下
完成這些動作。
(5) 每個組別允許有兩次機會。
得分最高的一次將被記入參賽選手最後的總分，而得分低的一次則忽略不計。
2. 第一級別自由式：
(1) 選手們可以將比賽的起點設置在冰面上的任何一點。
(2) 一旦選手開始動作便開始計時，每組有 1 分鐘的時間，前後誤差不超過 10
秒。
(3) 表演必頇搭配音樂、演奏或有唱歌的樂曲。
(4) 長曲表演規則
1） 選手頇完成 1-2 級中的六項指定動作。
2） 任何額外動作皆不給分亦不計入成績中，但只要是 1-2 級中的動作，仍
可做為組合動作。
3） 選手可自行決定動作的先後順序。
(5) 以下為六項指定動作。
1） 手牽手手牽手一起八字型連續後退交叉 (左和右) (每一圈 4-6 個交叉)
(PBCr)
2） 同步雙腳旋轉 (肩並肩，至少三圈) (FTFSp)
3） 手牽手原地或動態雙腳跳躍 (僅限前進) (TFJu)
4） 一位選手前進單腳滑，一位選手後退單腳滑 (均等身長)，牽手或任何握
持姿勢皆可 (PGI)
5） 雙腳雙人旋轉 (姿勢自選，雙人雙腳滑至少三圈) (TFPSp)
6） 牽手或任何握持姿勢的拖煞 (肩並肩或面對面) (PLu)
(6) 表演中不得加入超過雙人 2 級的規定動作。若表演中加入越級動作，每個

C.

動作將強制扣總分 0.5 分
(7) 這些技術可以以任何順序進行
(8) 扣分標準：
1） 每人每一跌倒：扣總分 0.5 分
2） 服裝違規：扣總分 0.5 分
3） 音樂違規 (音樂時間不符規定)：每 5 秒扣總分 0.5 分
(9) 表演分評比項目：
1） 動作表現
2） 音樂表達
比賽器材
1. 溜冰鞋：特奧比賽中使用的花式溜冰鞋刀刃必頇削尖以形成凹型截面，但不
得變更刀刃兩側之間的寬度；然而，刀刃截面可成微梯形或稍窄。
2. 比賽服裝
(1) 選手服裝應莊重高雅並適合運動競賽，設計不可花俏或戲劇化，但可配
合比賽音樂的特色。
(2) 服裝不得過分裸露，男選手必頇穿著長褲，不可穿著緊身褲。此外，在
冰舞項目中，女選手必頇穿著裙子。不可使用裝飾和道具。
(3) 若服裝不符規定，將扣總分 0.5 分。
(4) 服裝的裝飾必頇不可拆卸。若服裝配件或裝飾掉落冰面，將扣總分 0.5
分。
3. 音樂
(1) 選手必頇提供各表演曲目的備用音樂。
(2) 各表演曲目 (短曲/長曲) 頇分別錄製為單首音樂放在單獨 CD 上。
(3) 選手必頇提供各表演曲目的備用音樂。
4. 曲目動作表
每位選手/雙人隊伍/組合頇繳交曲目動作表 (或說明比賽的表演動作的正式
表格)，指定舞步除外。

五、 報名日期：109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至 4 月 6 日(星期一)止，每日 9 時-21 時。
六、 技術會議：
（一） 日期：10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二） 地點：台北小巨蛋冰上樂園
七、單位報到：各參賽隊伍應於 10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前完成報到。
八、注意事項：
（一） 曾參加 2017 冬季特殊奧運競速滑冰代表隊運動員，可參賽但不得參加選拔抽籤。
（二） 曾參加 2017 冬季特殊奧運花式滑冰代表隊運動員，可參賽但不得參加選拔抽籤。
（三） 滑冰鞋、護具及相關器材請自備。
（四） 競速滑冰選手一律配帶頭盔（不得有洞口）、護膝、護肘、護脛、手套、護頸上
場否則不得參賽。

（五） 花式滑冰參賽選手需穿著正式比賽服裝（請參閱特奧滑冰規則）。
（六） 本次選拔賽基於安全因素競速滑冰運動員頇穿著完整護具，戴眼鏡者頇於眼鏡上
加戴眼鏡箍帶參賽。運動員所需配帶之護具等，參賽單位應自行妥為運動員準備。
（七） 參加競速滑冰分組賽成績未達規定者，若運動員不符合事先報名組別的要求，裁
判長有權將其移至能力適合的組別以繼續比賽，如人數不足時採男女混合編組競
賽，前三名頒獎牌第四名後頒緞帶，採無 DQ 制（不列入抽籤）。

（八） 比賽場為橢圓形賽場，賽道每圈為 111 公尺。
（九） 因跌倒導致成績不符規定者，成績相差 3 秒以內（含 3 秒）者經裁判長認可後得
以更正成績。
九、補充說明：
競速/花式滑冰決賽為顧及抽籤之人數與場地限制可能會採取如下面方式分組：
（1）打破年齡分組界線。
（2）決賽分組人數未達 3 人時，依據成績優先處理方式如下：
1. 與成績接近之上或下一組人數不足組別併組。
2. 加入能力接近同性別且成績較好的組別。
3. 上、下組成績一致或能力一致時加入人數少之組別。
4. 上、下組成績一致或能力一致時加入年齡較高組。
5. 併組以跨上組或下組成績接近的組別為主或跨性別，不連跨 2 組。
6. 經併組程序分組後，決賽分組參賽人數仍未達 3 人仍准予參賽並參加抽籤。
（3）比賽根據場地需求可能彈性調整每一次場內參賽人數，必要時採取合併比賽分開
計算成績及名次等方式。
（4）因為選拔關係，所有併組以同性別為主，因為人數因素需不同性別同組參賽時，
採取合併比賽分開計算成績及名次等方式。
十、本技術手冊依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 3 月 2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90006179 號核備函實施，
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