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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柔道是由國際盲人運動總會（IBSA）所管理。IBSA 的章程，規章制度及政策適用於 IBSA

的所有參賽者，工作人員及長官。 

 

1. 抽籤和種子運動員 

 

抽籤  

抽籤是 IBSA 領導的責任 

 

抽籤規則  

所有 IBSA 的柔道錦標賽及其他殘奧會資格賽的抽籤將均於比賽前一天下午 2點進行。對於其他

項目，如殘奧會和其他多數的比賽項目，抽籤日期及時間將由 IBSA 的柔道領導者同意。 

 

每個柔道選手都分類在參賽名單，抽籤名單及競賽表上都有說明。 

 

比賽的形式取決於參賽選手的人數。最多在 5 名選手的狀況下，將有一個循環制，在 6 名和 6

名以上選手的狀況下，將有一個完整的雙重複。 

 

審查結束抽籤開始前，個重量級別運動員名單應公布於抽籤室外，並將在抽籤時讀出。有任何

錯誤或遺漏應在抽籤開始前提報給國際盲人運動總會的柔道團隊。 

 

如果需要的話，各代表團的兩名組員最多可以帶一名口譯員一起參加抽籤。所有與會者必須遵

守正式的服裝規定穿西裝和打領帶。 

 

抽籤將在 IBSA 運動理事主持、IBSA 柔道 IT 團隊的協助下，以電腦及 IJF 軟體（或經由 IJF 授

權的軟體）執行。在完成分類合適的量級後，如果出現體重問題（如超重）或是不出現，不能

投訴，只能取消。 

 

主辦單位應於抽籤後 30 分鐘內，將抽籤結果分發給各參賽代表團。 

 

種子運動員  

對於經許可的項目，各重量級別的選手中前四名選手將按 IBSA 柔道 WRL 排入賽程。其餘運動員

按各國抽籤決定。 

 

世錦賽及洲錦標賽的種子運動員將考慮上一屆的世錦賽或洲錦標賽的獎牌獲得者（以及必要的



結果），前四強以種子隊身份排入賽程。 

 

2. 著裝規定及行為 

 

著裝規定  

抽籤：西裝外套、打領帶 

 

教練  

淘汰賽：國家運動服搭配長至鞋子的長褲 

 

決賽時間：（TV 時間）西裝外套、打領帶  

以下物品在任何時候都是禁止的：短褲、赤膊、任何頭罩頭蓋、牛仔褲、毛衣、類似非運動衣

著、夾腳拖。 

 

醫務人員：國家運動服搭配長至鞋子的長褲  

以下物品在任何時候都是禁止的：短褲、赤膊、任何頭罩頭蓋、牛仔褲、毛衣、類似非運動衣

著、夾腳拖。 

 

教練行為規範：  

教練應負責其運動員比賽前後進出館場整個期間的行為。教練在運動員受傷等意外的情況下，

給予建議、鼓勵、指令等溝通。教練在比賽全程英坐在位置上。 

 

教練禁止行為：  

對裁判判決提出意見或批評，要求裁判改判，對裁判、工作人員或觀眾作出不當的姿勢。觸

摸、踢打廣告看板或任何設備及任何對比賽各方的不尊重表示。 

 

處罰：  

違反上述規定的教練比賽全期（不僅當天）不得陪同運動員進入比賽區、坐教練椅子。 

 

有權處罰教練的人員： 

運動主任委員/裁判委員會 

 

 

 

 



 

柔道運動員 

著裝規定：  

頒獎典禮：柔道運動員必須著白色柔道服 

 

柔道運動員在典禮上之行為： 

嚴禁運動員在頒獎台上顯示柔道服上固定的國旗或類似項目。有宗教、政治、個人及商業意義

頭罩或類似頭蓋之物均嚴格禁止。 

 

參賽者：  

參賽者，特別是獲獎者，在柔道方面。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行為及教育價值觀來傳達我們的道

及紀律。 

 

尊守比賽儀式  

鞠躬禮由國際盲人運動總會的柔道裁判委員會正式規定。必須嚴格遵守。比賽開始時向對手行

鞠躬禮，必須嚴格的尊守，禁止使用其他運動項目的鞠躬禮或儀式。當然，在比賽結束後給予

對手祝賀或道歉的手勢是允許的。 

 

尊守規則  

這項運動的規則，以及它的禁藥及博弈規定必須嚴格遵守。 

 

尊重人和設施  

• 在任何時候，對手、教練、裁判員、組織者、來賓、媒體及都必須以冷靜及尊重的態度進

行交談，而不能做出有攻擊性或不雅的動作。 

 

• 必須遵守禁藥法規及體育彩卷規定。 

 

• 勝利與失敗都須接受並自我控制而不表現出任何炫耀的行為。 

 

• 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自律。 

 

• 不要濫用任何設備，並確保所有設施、飯店及其他地方讓你的安排受到尊重。 

 

• 柔道運動員代表柔道及其國家隊。 

 



 

遵守指示與協議 

 

• 遵守比賽規則和大會的指示，尤其是賽程表及不同的規程。 

• 在頒獎典禮或其他活動當中，要尊重他人，並始終控制好自己的態度及情緒。 

 

衛生 

• 外觀及整潔是非常重要的。預防任何傳染病。依照 IBSA 柔道規則，著乾淨的柔道服上場。

在柔道墊上鞋子必須脫下，絕不能在柔道墊及熱身區上穿。 

尊重他人 

• 在比賽前、中、後或正式典禮期間，不要展示任何物品、標誌、宗教意識或任何炫耀的動

作。 

尊重判決 

• 在比賽前、後，尊重裁判的判決，不得上訴。 

• 絕不自行棄權，並應將解決比賽所提供之禮品告知 IBSA 柔道。 

3. 教練行為及隊伍 

公平競賽 

• 尊重對手、教練、隊員、任何組織人員、來賓及公眾。 

• 遵守公平競爭原則，並始終保持良好的行為。 

遵守規則 

• 遵守 IBSA 道德規範 http://www.ibsasport.org/documents/files/147-1-IBSA- code-of-

ethics.pdf ，IBSA 柔道及大會規則、禁藥及運彩規則、請遵循大會指示，尤其是賽程表及協

議。 

• 觀察教練的角色，但不超越限制 



• 成員國或 IBSA 柔道只能根據當地習俗提供或接受價值小的禮物，以表示感謝或友誼。任何

其他禮物需交給其所屬組織。 

• 對成員國成員及工作人員及隨行人員的招待不得超過地主國的標準。 

• 遵守有關利益衝突的規定。 

 

• 嚴格遵守 IOC 關於運動彩卷的規則及說明。 

 

• 尊重公正，並維護裁判委員會的完整性。 

 

遵守禮儀 

• 遵循及遵守比賽及各階段活動所要求的著裝要求。 

 

• 勝利時保持謙虛，有尊嚴地接受失敗。自制力及自律：不要表現出憤怒或沮喪 --- 自我控

制情緒。 

 

• 尊重裁判的判決，比賽前、後均不得申訴。 

 

• 始終行為舉止端莊。 

 

尊重他人 

• 在比賽前、中、後或正式典禮期間，不要展示任何物品、標誌、宗教意識或任何炫耀的動

作。 

 

• 在比賽前、中、後，須秉持著柔道精神，不做出任何脫序的手勢或任何不符合規則的行

為，以示對他人的不尊重。 

 

• 在比賽或訓練中，請勿任何柔道運動員或其他人進行肢體或言語上的毀謗。 

 

對設施的尊重 

• 照顧所有的設施，維護所有分配區域及空間的設施，包含飯店及其他住宿地點。 

 

• 無論柔道運動員在哪裡都代表運動的紀律及其國家的國家隊。 

 



裁判 

遵守規章制度 

• 遵守 IBSA 道德規範 http://www.ibsasport.org/documents/files/147-1-IBSA- code-of-

ethics.pdf 和 IBSA 柔道及大會規則。請始終遵守大會的指示，尤其是賽程表。 

 

• 遵守裁判員職責範圍內的職責和任務，不得超出職責規範。遵守裁判的道德規範。 

 

• 根據當地習俗，殘奧會或 IBSA 柔道只能提供或接受價值小的禮物，以示感謝或友誼。任何

其他禮物需交給其所屬組織。 

 

• 對殘奧會成員和工作人員及隨行人員的招待不得超過地主國的標準。 

 

• 遵守有關權益抵觸的規定。 

 

• 嚴格遵守 IOC 關於運彩的規則及說明。遵守公正及維護裁判委員會的完整性。 

 

遵守禮儀 

• 穿著正確的服裝並遵守服裝規範。 

 

• 在任何情況及狀況下，須控制好自己的態度及情緒，在比賽場上或未上場比賽的都要有自

制力、禮貌及良好的行為。 

 

• 保留你對比賽中裁判的判決。 

 

• 避免在比賽中發表任何的聲明，除非 IBSA 柔道要求或授權。 

 

總幹事 

 

遵守規則 

• IBSA 柔道及聯合會會員的總幹事是世界柔道的法定代理人，在這個身份下，應採取相對的

行動。 

• 遵守 IBSA 的道德規範 http://www.ibsasport.org/documents/files/147-1-IBSA- code-

of-ethics.pdf ，IBSA 柔道規則，不得超越管理者角色。 



• 殘奧會或 IBSA 柔道只能根據當地習俗提供或接受價值小的禮物，以表示感謝或友誼。任何

其他禮物需交給其所屬組織。 

• 對殘奧會成員及工作人員及隨行人員的招待不得超越地主國的標準。 

 

• 雙方須遵守有關權益衝突的規定。 

• 嚴格遵守 IPC 關於運彩的規則及說明。 

遵守禮儀 

遵循場合的合適服裝規範。 

尊重他人 

• 在比賽前、中、後獲正式典禮期間，不要展示任何物品、標誌、宗教意識或任何炫耀的動

作。 

• 在比賽前、中、後，須秉持著柔道精神，不做出任何脫序的手勢或任何不符合規則的行為，

以示對他人的不尊重。 

 

• 請勿對競爭對手有身體或口頭上的暴力。 

 

遵守資源 

• 透明化管理體育及私人機構交給管理者使用的資源，並說明其用途。 

 

違反道德規範 

• 如有證據表明違反 IBSA 的道德準則，根據已確定事實的嚴重性，將給予口頭警告，或在必   

要時，在事發後一週內向 IBSA 柔道主席提交書面報告。 

 

• 書面報告必須明確和準確的紀錄事件及事實，指名相關人員，引用證詞，並提供證人的地址     

及電話號碼，以便了解整個事件。報告必須要用 IBSA 柔道三種官方語言擇一來編寫。確認接收

將發送給相關人員。 

 

• 根據已確定的事實，IBSA 柔道委員會將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 如果 IBSA 柔道委員會認為事實需要先在 IBSA 招開懲戒會議，將應採去相應行動。 



4. 保駕護送及鞠躬程序 

鞠躬及保駕護送禮節是正式和明確的。 

這些程序是為了一個單一中心裁判員和兩名護理員在桌邊護理系統上對 IBSA 柔道比賽進行裁

決。 

保駕護航位置 

參加 IBSA 柔道比賽的每位運動員，不論其視力受損程度（B1、B2 或 B3）如何，均須有組織委

員會或其教練陪同前往比賽。 

上場 

比賽開始時，主裁判員將進入運動員區域的蓆墊入口處，比賽地點位於 Joseki 對面。主裁判員

應位於榻榻米的邊緣，在兩名運動員被待到的之間，並且在比賽區的中間。 

陪同人員將把隊員帶到榻榻米的旁邊，在 Joseki 的對面，並排在一米之內。每名運動員應在陪

同人員的陪同下在主裁判員的附近，主裁判員將在該陪同人員下同時抓住兩名運動員手臂。 

如果陪同人員提醒主裁判員他們護送的運動員是否有紅色圈圈（表示 B1 狀態）或是黃色圈圈

（表示聾啞狀態），這將很有幫助。 

當兩名運動員由其私人陪同人員或教練的陪同下，主裁判員在比賽區外側同時握住兩名運動員

的手臂進行護送。 

運動員踏上榻榻米，向主裁判員鞠躬。三人在就位時同時鞠躬，裁判以確保技術人員準備好比

賽開始。 

只要中心裁判員適當的固定護送位置時，讓運動員同時鞠躬比較容易。主裁判員的手臂將牢牢

地扎在自己的一側，並牢牢地抓住兩名運動員的手，此位置機械的充當動力轉向，以引導運動

員的動作。 

一旦在榻榻米上鞠躬，主裁判員將陪同兩名運動員同時從蓆墊一側向前走到走到比賽區域中心

的各自鞠躬地點。主裁判員將使運動員面對面，並在必要時轉身面對 Joseki。 

兩名運動員的位置相距一米，面對面，然後中心裁判員將其位置面對 Joseki，使藍色（AO）在

他們的左手臂，白色（Shiro）在他們的右手臂，由於必須保持視障運動員在榻榻米上的各自方

位，以達到戰術和參考目的。 



蓆墊上移動 

主裁判員將指示運動員鞠躬口令“Rei(鞠躬)“，使運動員靠近，並以”Kumi-kata(抓握法)”

的口令指示他們採取中立的掌握自然姿勢。當主裁判宣告“Hajime(開始)”時，選手應以站立

姿勢開始比賽。 

當用“Matte”來暫停比賽時，主裁判員需重新招集兩名運動員，首先是視力較差的運動員，然

後護送兩名運動員回到中心，同時，藍色（AO）在他們的左手臂，白色（Shiro）在右手臂，分

別調整視障運動員的方向到 Joseki。 

在比賽中主裁判必須始終在面對 Joseki 時開始比賽，與運動員站在同一邊，藍色（AO）站在他

們的左側，白色（Shiro）站在他們的右側。 

如果一名運動員有黃色圈圈，表示聾啞狀態，則陪同他們的主裁判必須在開始的口令“Rei”協

助相互鞠躬。一手放在聾啞運動員的胃部，另一手放在背部上方，塑造軀幹的形狀以協助鞠

躬，主裁判立即將運動員帶到附近進行比賽。 

比賽結束時，運動員將在比賽的中心相距一米相互調整方向，然後，主裁判將用直臂及張開的

手掌指示獲勝者，同時分別宣布獲勝者 Gi 顏色，左臂為藍色（AO），右臂為白色（Shiro）。 

在裁判做出決定後，主裁判發出口令“Rei“。如一名運動員有黃色圈圈，表示是聾啞人士，則

陪同他們的主裁判必須在開始的口令“Rei”協助相互鞠躬。鼓勵運動員相互祝賀，可能需要溫

柔的幫助他們握手。 

離開蓆墊 

主裁判員必須立即靠近，同時招集兩名運動員，拉正確的手臂，並引導他們各自的護衛墊子等

待。 

運動員一旦固定好後，將由主裁判員陪同，走向比賽區邊緣，當兩名運動員再次轉身時，主裁

判員就位，並且主裁判員及運動員同時向比賽區域鞠躬。 

此時，運動員將返回至教練或陪同人員的位置。中心裁判員離開比賽區域，並與下場比賽的主

裁判及評審團進行交流。 

必須給予尊重，並且注意不要做不尊重的事情，例如：抓、拉、推或以不適當的方式握住運動

員的手臂及手。護送的正確位置是由外輕柔的將你的手臂放在運動員的手臂上，輕輕但牢固的

將你的手放在運動員的指尖周圍，並用彎曲的軸部形成足夠的身體接觸，使運動員能夠跟隨你

的鞠躬及移動提示。 



 

 

所有的鞠躬、指令、判決、處罰和開始比賽都必須在裁判面對 Joseki 時進行，兩名球員也分別

面向 Joseki，白色（Shiro）在裁判右側，藍色（AO）在裁判左側。 

請參閱 IBSA 規則第 3頁和第 6 頁，查看正確的護送方法。比賽結束時，在引導運動員時務必謹

慎，因為當視障選手疲勞時，控制、維持平衡及護送的難度就更大。 

5. 過磅規則 

過磅場所 

過磅可在一個地方進行，比賽場館或是主辦單位指定的正式代表團旅館。主辦單位應分設男子

及女子過磅室，各室配備數量充足的小數點一位電子秤，即 51.9 公斤、154.6 公斤。 

過磅規則 

IBSA 比賽的成年及青年正式過磅應於比賽前一天 20:00 進行。 

青少年的過磅將在比賽當天早上進行。從過磅結束到比賽開始至少有 2 小時。 

團體比賽過磅應於比賽前一天進行。有參加個人錦標賽的選手可有 2公斤差額，只參加團體賽

的選手無體重差額。 

正式過磅管制期為時 30-60 分鐘。 

管制體重計應於正式旅館 08:00-22:00 開放供運動員檢查其體重。 

運動員可在正式過磅開始 1小時前，在正式過磅體重計上檢查體重。 

非正式過磅期間，運動員可無限次數其體重。 

隨機過磅抽檢 

青年及成年運動員（不含青少年）可由主辦單位在比賽當天上午第一場比賽前抽查體重。規則

與正式過磅相同，但運動員無需出示護照，憑識別證即可。運動員隨機過磅抽檢體重（不含柔

道服）不得超過正式重量級別上限 5%。 

 



 

 

 

成年男子 

 

上限+5% 

限團體賽 

有參加個人錦標賽的選手體

重可有 5%+2 公斤差額 

60 公斤（含）以下 63 公斤 - 

60 公斤以上到 66 公斤 69.3 公斤 71.3 公斤 

66 公斤以上到 73 公斤 76.7 公斤 78.7 公斤 

73 公斤以上到 81 公斤 85.1 公斤 87.1 公斤 

81 公斤以上到 90 公斤 94.5 公斤 96.5 公斤 

90 公斤以上到 100 公斤 105 公斤 - 

100 公斤以上 - - 

 

 

成年女子 

 

上限+5% 

限團體賽 

有參加個人錦標賽的選手體

重可有 5%+2 公斤差額 

48 公斤（含）以下 50.4 公斤 - 

48 公斤以上到 52 公斤 54.6 公斤 56.6 公斤 

52 公斤以上到 57 公斤 59.9 公斤 61.9 公斤 

57 公斤以上到 63 公斤 66.2 公斤 68.2 公斤 

63 公斤以上到 70 公斤 73.5 公斤 75.5 公斤 

70 公斤以上到 78 公斤 81.9 公斤 - 

78 公斤以上 - - 

 

 

團體賽 

男子：B1、B2、B3  

-66 公斤  

-73 公斤  

-81 公斤  



-90 公斤  

+90 公斤  

 

女子：B1、B2、B3  

-52 公斤  

-57 公斤  

+63 公斤  

 

  



 

 

正式過磅程序 

主辦單位在各正式體重計位置應有至少２名國籍裁判/工作人員。其一檢查護照及體重，另一登

錄體重數字。另有一名工作人員/志工負責維持運動員流程。為保護運動員隱私，負責過磅的工

作人員應與運動員相同性別。 

IJF IT 部門應於正式過磅前提供主辦單位各重量級別的過磅名單，以及執行過磅的運動委員會

人員名單。 

過磅區不得照相、攝影、使用手機及其相關裝置。 

所有教練都可以待在過磅室，但在正式過磅時，需距離約 3 米。 

• 各運動員應於過磅時出示主辦單位所發的比賽識別證及護照（或有貼照片的正式身份文件） 

• 運動員只能穿著內衣過磅（男性穿內褲，女性穿內褲及胸罩）。運動員可脫掉內衣，以達到

所報名重量級別的體重上下限。青少年運動員不得脫掉內衣（男性內褲、女性內褲及胸罩），

各重量級別可加 100 公克作為補償，亦即 44 公斤級的體重為 44.1 公斤。 

• 鞋襪、首飾、體飾均須卸除。 

• 負責過磅的工作人員應以公斤為單位紀錄體重到小數點第一位。 

• 正式過磅時，運動員只能上秤一次。 

過磅缺席 

運動員未於正式過磅期間出現者，將於正式過磅名單其姓名旁註明。過磅工作人員及 IBSA 柔道

代表將簽認此一註記。運動員不得參加該重量級別比賽。 

 

 

 

 



 

 

正式過磅體重超過限制 

運動員體重超過所報重量級別上下限制時，應按正常程序紀錄體重數字。然後由各過磅工作人

員、運動委員會人員、運動員本人或其代表會簽。運動員不得參加該重量級別比賽。 

違反正式規定或 IJF SOR 要求 

過磅期間運動員如違反過磅人員或 IBSA 柔道代表的要求或 IJF SOR 要求，運動員不得進行過

磅，違反情事亦將立即提報 IBSA 柔道的運動理事。 

隨機過磅抽檢程序 

隨機過磅抽檢應於每日比賽開始前進行。 

運動員抽籤 

負責執行隨機過磅抽檢 IBSA 人員會於每日賽事預備作業前 1 小時，在 IBSA IT 部門比賽資料處

理區以筆記型電腦執行運動員抽籤軟體，時間最長為 15 分鐘。每一重量級別（+70 公斤及+100

公斤除外）各抽出 4 名選手。 

招集運動員 

被抽中過磅的運動員名單會正式公佈在熱身區附近的正式公佈欄。 

過磅程序 

四名志工（男女各半）負責過磅。每日賽事預備作業前 1 小時，其中兩人負責驗明身份，另外

兩人分別在獨立的密室進行過磅。過磅應於比賽開始前 15 分鐘完成，以便 IBSA 柔道 IT 部門人

員有時間完成必要的賽程變動。 

過磅之後 

運動員體重超過所報重量級別正式體重限制 5%時，應立即提報運動理事，並禁止過重運動員參

加比賽。其對手應上場、鞠躬，獲宣布為不戰勝（Fusen-gachi）的勝方。 

 

 

 



 

 

6. 關於柔道服 

尺寸、材料及背面號碼 

IBSA 柔道遵循 IJF 關於柔道服的背面號碼、尺寸及材料的規定。柔道選手在參加高水平的 IBSA

柔道項目（IBSA 比賽、世錦賽、歐陸錦標賽、世界杯）時，必須穿著合適的柔道服。 

運動員需在柔道服的背面縫上自己的姓氏及奧委會的縮寫。比賽前應在適當的時間訂購。請參

見：http://www.ijfbacknumber.com/ ，你應向官方製造商索取報價。 

如果缺少適當的柔道服及背號，運動員將被取消資格比賽。在柔道服上縫盲人（紅圈）和聾啞

（黃圈）的標誌是參賽國的責任。主辦單位只提供紅色及黃色的貼紙做為預備。 

必須穿著有背號的外套。排列及決定外套背面號碼是參賽國的責任。如果沒有背號或是標示盲

人或聾啞，運動員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7. 興奮劑 

應遵守 IBSA 的興奮劑規定，與 IBSA 運動及興奮劑委員會及主辦單位的合作規定。在或動之

前，IBSA 與主辦單位及樣品採集機構必須進行事先協調。每一項興奮劑教育活動都是在 IBSA

境賽期間或之前進行的。 

根據興奮劑管理規定，採用 IBSA 興奮劑規定、WADA 興奮劑規範和 ISTI 及申請技術文件（包括

針對每項運動進行具體分析的文件），主要是在核准 IBSA 比賽中實施符合規範的興奮劑計畫。 

取樣單位負責人和 IBSA 代表根據 IBSA 興奮劑規則和 IBSA 在比賽期間提出政策共同完成抽籤。

興奮劑管制的選擇也可能包括在國際藥物安全局的授權下進行測試。 

參賽者在簽署通知單後立即到禁藥管制站報道。根據 WADA ISTI 5.4.4 在禁藥管制前，允許運

動員參加頒獎典禮，並履行承諾在必要時接受治療。從收到通知起到禁藥管制站報到，被選中

的選手將由官方陪同（由主辦單位指定）。被選中的運動員（防護員、教練、訓練員及代表團

等）可以陪同他們。在適當的狀況下，需翻譯的過程下可有可外人員在場。 

 



IBSA 核准的比賽中禁藥管制均由 IBSA 作為測試機構及結果管理機構執行，如 IBSA 藥物管制委

員會從 ADAMS 系統發布的 ADAMS 任務所述，並發送樣品給樣品收集機構（主辦單位指定）。

（http://www.ibsasport.org/anti-doping/） 

8. 團體比賽規則 

首次參賽：代表團團長必須在確認合格後宣布進場。 

二次參賽及抽籤：在規定的比賽中，必須在團體賽的前一天宣布參賽。 

各選手可參與自己的重量級別或再上一級的比賽。 

比賽中，未上場的選手必須留在教練椅後方 FOP 的標示區內，候補選手不得進入 FOP。 

各隊比賽前，領隊應向運動理事提報選首名單，領隊有權更換各重量級別相同或較低一級的一

或多名選手。 

如果在一個級別沒有運動員，他們應選擇“沒有對手”的選項。如該隊有可能將一名運動員列

入此級別，他們必須這樣做。則這名運動員不得在比賽中休息及返回到下場比賽，除非被候補

運動員取代。 

第一輪比賽，必須在開始比賽前至少 30 分鐘歸還名單。至於其他回合，名單必須在從管理競賽

部門收到 5 分鐘後歸還。一旦歸還後，就不得更改。 

規則： 

a. 在名單上所有的參賽者都需要參加比賽 

b. 如果參賽者要求不參加比賽，此參賽者將輸掉比賽，該隊也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c. 如有一隊不參加比賽，另一隊即宣布為勝利。 

獲勝隊決定如下： 

規則一：獲勝次數 

 

 

 



規則二：如獲勝次數相同，將從兩隊抽出一對。 

贏得多數重量級別的獲勝者將贏得團體賽。 

9. 30 秒規則 

根據柔道規則，第 19 條-違約和退出 

“不戰勝（fusen gachi）的決定應根據 30 秒規則給予其未出現比賽的參賽者” 

IBSA 規則： 

在第一次呼叫後，如準備就緒之選手於比賽場地邊緣處等待。若於 30 秒結束時，其對手仍未到

比賽柔道墊上，以不戰勝（fusen gachi）宣布其為獲勝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