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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贊助商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資助機構    
 

Samsung 第第第第 57 屆體育節屆體育節屆體育節屆體育節 

2014 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    

    競賽要求競賽要求競賽要求競賽要求        

(一一一一) 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個人項目 

1. 時間 

1.1 新秀 A 組及 B 組- 按規定動作套路之時間 

1.2 小學初級、高級組；中學公開組– 1 分 15 秒至 1 分 30 秒（由運動員動作開始一刻計算） 

1.3 少於或超過規定的時間，由協調裁判員每秒扣 0.05 分。 

 

2. 徒手及器械規定動作套路（（（（請參考光碟套裝請參考光碟套裝請參考光碟套裝請參考光碟套裝）））） 

3. 非非非非規定動作套路               根據 2013 至 2016 年國際規則為標準     
A) 身體動作難度 (D1) 

 3.1 小學初級、高級組： 

 3.1.1 成套動作中最少 4 個，最多 7 個身體動作難度，價值最高為 8.00 分。 

 3.1.2 成套動作中最多有 3 個驚險性動作。 
 3.1.3 所有難度必須按動作順序填入正式表格。 

 3.1.4 身體難度的總價值用是由迭加的方式獲得。  3.1.5 每個身體難度只計算一次：單獨計算或作為複合難度的一部份，或作為混合難度的一部    份。  3.1.6 每個身體難度動作組都應該在成套當中，每個身體難度組最少 1 個，最多 3 個(跳、 

   轉體、平衡)。 
 3.1.7 每個身體難度動作(單獨難度、複合難度、混合難度、驚險性動作)的分值，最高為 1 分。  3.1.8 每個難度如超過 1 分，將不被計算(0 分)，但不被扣分。 

 3.1.9 成套動作中，要有 8 秒的舞蹈動作(最少 1 次)，與器械基本動作組(最少 1 次)或非器械動   作組結合，不能大拋，當中可加入身體難度動作，但難度動作之時間將不被計算在 8 秒    內。  3.1.10 身體難度動作，舞蹈動作的器械運用之表演方式不能重覆使用。  3.1.11 左、右手之器械運用應均行，左手器械運用應佔全套的 50%。  3.1.12 器械基本動作組應佔全套的器械運用的最少 50%。    扣分扣分扣分扣分            a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少過 4 個或多過 7 個身體難度，只評價已經完成的前 7 個難度，扣    0.5 分。 

    b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身體難度動作組每少於 1 個，扣 0.3 分(每組扣除)。 

   c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身體難度動作組每多於 3 個，超出之動作將不被計算，扣 0.3 分 
   d 如果成套動作超過 1 個慢轉動作，扣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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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如身體難度動作符號填寫錯誤，身體難度動作將不予評分，但不被扣分。   

   f 缺少舞蹈動作，扣 0.3 分。    g 器械基本動作組運用少於 50%，扣 0.5 分。    h 超過 3 個驚險性動作，扣 0.5 分。  

 

 3.2 中學公開組： 

 3.2.1 成套動作中最少 6 個，最多 9 個身體動作難度，價值最高為 10.00 分。 
 3.2.2 成套動作中最多有 3 個動力性驚險動作。  

 3.2.3 所有難度必須按動作順序填入正式表格。 

 3.2.4 身體難度的總價值用是由迭加的方式獲得。  3.2.5 每個身體難度只計算一次：單獨計算或作為複合難度的一部份，或作為混合難度的一部    份。  3.2.6 每個身體難度動作組都應該出現在成套當中，每個身體難度組最少 2 個，最多 4 個(跳、 

       轉體、平衡)  3.2.7 成套動作中，要有 8 秒為舞蹈動作組合(最少 1 次)，與器械基本動作組(最少 1 次)或非器    械動作組結合，不能大拋，當中可加入身體難度動作，但難度動作之時間將不被計算在 8   秒內。  3.2.8 身體難度動作，舞蹈動作的器械運用之表演方式不能重覆使用。  3.2.9 左、右手之器械運用應均行，左手器械運用應佔全套的 50%。  3.2.10 器械基本動作組應佔全套的器械運用的最少 50%。      扣分扣分扣分扣分 

  a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少過 6 個或多過 9 個身體難度，只評價已經完成的前 9 個難度，扣 

   0.5 分。 

    b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身體難度動作組每少於 2 個，扣 0.3 分(每組扣除)。 

   c 如果表格/成套動作中身體難度動作組每多於 4 個，超出之動作將不被計算，扣 0.3 分。 
   d 如果成套動作超過 1 個慢轉動作，扣 0.3 分。 

   e 如身體難度動作符號填寫錯誤，身體難度動作將不予評分，但不被扣分。   

   f 缺少舞蹈動作組合，扣 0.3 分 

  g 器械基本動作組運用少於 50%，扣 0.5 分 

   h 超過 3 個驚險性動作，扣 0.5 分。 
 

 

3.3  小學初級、高級組及中學公開組之運動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用書面形式預先提交預先提交預先提交預先提交難度的順序，並且使用正式表格及相應符號，於比賽前十日遞交難度表比賽前十日遞交難度表比賽前十日遞交難度表比賽前十日遞交難度表。否則，運動員的比賽資格會被取消。 

 

 3.4 難度分值： 

 A) 身體難度  

  A 難度= 0.10 

  B 難度= 0.20 

  C 難度= 0.30 

  D 難度= 0.40 

  E 難度= 0.50 

� 每升一級難度加 0.1 分，如此類推 

� 每個難度只能計算一次，因此，重複的難度動作不予計算。除非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涉及 到一組連續的各種身體動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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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舞蹈動作組合   每一組舞蹈動作均為 0.3 分，沒有舞蹈動作組合的上限，在套路中最少要有一次。     
C) 動力性驚險動作   基本要求：最少要有 2 次任何軸的身體旋轉    基本難度分值 基本要求  2 =0.2 分  2 個動力性的身體旋轉 
 

 

3=0.3 分 或更多   3 個或以上的動力性的身體旋轉 (每增加一個轉動+0.1 分)   在進行特殊的拋、接或增加額外的加分要求，每增加一個額外的加分動作要求，其分值將會被  提升。(小學初級、高級組：最高分值不可超過 1.00 分)  
D) 器械熟練性動作 (M)   每一個器械熟練性動作均為 0.2 分。   必須是不常見的器械原素組合，完成是沒有任何失誤。   * 詳情請看 2013-2016 年國際規則  
3.5 完成價值 (E) 

     起評分為 10.00 分，評價完成情況，對每個錯誤動作每次扣完成分。 

  

4. 計分方法：  

 4.1 新秀組：最高得分 10.00 分。 

 4.2 小學初級、高級組： 

 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 8 分分分分+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 分分分分 = 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 18 分分分分 

                                       

 

 4.3 中學公開組： 

 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 10 分分分分+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 分分分分 = 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 20 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 集體項目集體項目集體項目集體項目 

 *根據 2013-2016 年國際規則 

 

1. 時間： 

 2 分 15 秒至 2 分 30 秒 

 少於或超過規定的時間，由協調裁判員每秒扣 0.05 分。 

 

2. 服裝 

  體操服必須一致(面樣、樣式及圖案)，全隊 4 / 5 名運動員服裝的顏色要一致，違反上述規定由協調 裁判員根據錯誤情況扣 0.30 分。 

 

3. 難度價值 

 3.1 每套集體成套動作中可以包括最多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組組組組: 8 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A 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8.00 分分分分;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組組組組: 10 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A 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水平或更高)，，，，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1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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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所有難度必須按動作順序填入正式表格。 

 3.3 成套動作必須至少有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組組組組: 4 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和和和和 4 個個個個非非非非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 

   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1111 個個個個舞蹈動作組合。 

   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1111 個個個個驚險性動作。             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6666 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組組組組: 5 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和和和和 5 個個個個非非非非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 

   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1111 個個個個舞蹈動作組合。 

   最多最多最多最多 1111 個個個個驚險性動作。             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6666 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個有或沒有身體旋轉的協作動作。。。。  
 3.4 扣分: 

  難度難度難度難度：：：：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組組組組:  

a.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 8 個個個個難度難度難度難度，，，，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 8 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b.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 4 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c.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 4 個個個個非非非非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d. 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少過少過少過少過 4444 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組組組組: 

a.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 10 個個個個難度難度難度難度，，，，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只評價巳完成的前 10 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個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b.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 5 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個交換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c.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 5 個個個個非非非非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d. 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交換難度中，，，，少過少過少過少過 5555 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種不同的拋或接法，，，，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e.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少過 1111 個個個個舞蹈動作組合，，，，扣扣扣扣 0.50.50.50.5    
f. 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如在表格中或在成套中完成多過 1111 個個個個驚險性動作，，，，扣扣扣扣 0.50.50.50.5 分分分分    
g. 5555 位運動員同時完成位運動員同時完成位運動員同時完成位運動員同時完成 3333 個或以上的身體難度動作個或以上的身體難度動作個或以上的身體難度動作個或以上的身體難度動作，，，，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h. 在表格中在表格中在表格中在表格中，，，，難度總分或難度分值上填寫錯誤難度總分或難度分值上填寫錯誤難度總分或難度分值上填寫錯誤難度總分或難度分值上填寫錯誤，，，，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i.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1111 個慢轉動作個慢轉動作個慢轉動作個慢轉動作，，，，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j. 每少每少每少每少 1111 個協作動作個協作動作個協作動作個協作動作，，，，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k. 每缺少每缺少每缺少每缺少 1111 個器械基本動作組個器械基本動作組個器械基本動作組個器械基本動作組，，，，扣扣扣扣 0.30.30.30.3 分分分分            

3.5 難度分值： 

 A)  無交換的難度無交換的難度無交換的難度無交換的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    
 

A= 0.10 分 

B= 0.20 分 

C= 0.30 分 

D= 0.40 分 

E= 0.50 分 

   每升一級難度加 0.10，如此類推 

   每個難度只能計算一次，因此，重複的難度動作不予計算。除非在一些特別的情況下涉 及到一組連續的各種身體動作組（只限跳步及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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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器械交換難度 

a. 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交換難度不可與身體難度結合完成不可與身體難度結合完成不可與身體難度結合完成不可與身體難度結合完成。。。。 

b. 1 個個個個器械交換難度=交換時做 1 個或多個身體動作和/或其他的加分因素。 

c. 交換難度價值交換難度價值交換難度價值交換難度價值：：：：0.10.10.10.1 分分分分，，，，完成時至少有完成時至少有完成時至少有完成時至少有 1111 個身體動作個身體動作個身體動作個身體動作////加分因素加分因素加分因素加分因素。。。。 

d. 必須是不同種類的交換拋和必須是不同種類的交換拋和必須是不同種類的交換拋和必須是不同種類的交換拋和////或接或接或接或接。。。。((((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4444 個個個個；；；；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5555 個個個個)))) 
e. 運動員必須拋出自己本身的器械和接其他隊員的器械，方可成立為交換器械。 

f. 交換器械時掉地，交換難度將不被評分(0 分)。 

 

   除上述標準外，詳情請看 2013 至 2016 年國際規則。 

 

C)  舞蹈動作組合   每一組舞蹈動作均為 0.3 分，沒有舞蹈動作組合的上限，在套路中最少要有一次。  
D)  動力性驚險動作 
   (與個人賽制一樣) 

 

 3.6. 完成價值 

  起評分為 10.00 分，評價完成情況，對每個錯誤情況每次扣完成分。 

 

4. 計分方法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組組組組: 

  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 8 分分分分+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 分分分分 = 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 18 分分分分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組組組組： 

  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身體難度 10 分分分分+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 分分分分 = 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最高得分 20 分分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