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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國際網球聯合會或 ITF，以下簡稱為 ITF  Limited。本「規則與條例」中對男子的提及也包括女

子。 

 

請注意，在這些 2020 年法規中對 2019 年法規，進行了修訂的地方，以劃底線的文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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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輪椅網球的任務聲明 

ITF 輪椅網球的任務，旨在創造機會，讓輪椅運動員，可以參與所有等級的網球比賽。 

二、 目地與適用性 

ITF 以國際網球總會的身份頒布這些比賽規則，旨在為 ITF 認可的國際輪椅比賽，有秩序並統一，

提供公平合理的規則。這些法規中提及國際網球總會或 ITF，均指 ITF  Limited。這些規定應適用於

規則中、賽事分類定義的所有輪椅比賽。 

參加 ITF 比賽的每位參賽者，均同意遵守、接受 ITF 董事會不時修訂的規定和行為準則。 

任何被 ITF 比賽年度授權的申請人，應該遵守所有 ITF 輪椅規則（包括行為準則）、ITF 輪椅組織規

定，和推薦的健康照護標準所適用的規則，這些規則，會不定時的變更。申請人應該要遵守 ITF 網

球規則，並受其規範。 

ITF 對與參加比賽的任何人，或是正在舉辦的比賽，基於其健康、安全、維護或任何其他潛在的影

響，有權力保留拒絕，或取消任何之前，授權參與錦標賽，或是一系列錦標賽。ITF 無須對任何申

請人、比賽組織單位、主辦方、國家協會、參賽者、相關人員、比賽參與者，負起因延期或者是取

消比賽的責任。為避免產生疑問，ITF 或申請人，均不對任何參賽者、相關人員、比賽參與者，或

任何其他個人或實體，承擔與此類因延遲、改期、推遲或取消的比賽有關的任何費用。但不侷限於

任何旅行，運輸或住宿費用。這個決定（拒絕批准或取消任何比賽）將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代表

ITF 做出，或者由 ITF 執行官做出，其經由 ITF 委員會給予決策權。申請人可以經由獨立法庭提出上

訴。 

每個參加 ITF 輪椅網球比賽的選手，均同意並遵守 ITF 輪椅網球規則和行為準則（統稱為「規則」）、

ITF 網球規則（包括輪椅規則）、網球運動禁藥、網球反腐敗計劃和輪椅網球分類規則。充分了解這

些規則和條例，是每個選手的責任。 

規則變更 

這些 ITF 輪椅網球法規，只能由 ITF 董事會全部或部分進行修訂、廢除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在特殊情況下，董事會可以免除、修改、放棄或以其他方式，更改其適用條例。 

相關規則 

ITF 網球規則，包括輪椅網球規則（請參閱附錄 B），應適用於所有 ITF 比賽。在此未涵蓋的範圍內，

ITF Limited 2020 的章程和 2020 年官員的職責和程序，適用於所有此類錦標賽。這種適用性，不應

影響比賽頒布，和執行自己的特殊規定的權利，只要這些規定，與本規定的適用規定相符，並已得

到 ITF 的批准。Tennis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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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輪椅網球規則的執行和爭議的解決 

A. 現場執法：裁判長有責任在現場執行本規章。 

B. 初審程序： 

裁判對下列的事項有專屬管轄權： 

(a) 除非在其他地方另有明確說明，否則指稱球員在「行為準則」中的違規，既不是重大違規，

也不是違反福利政策的行為； 

(b) 在比賽現場發生的任何爭議或需要解釋的問題（根據網球規則或輪椅網球規則予以解釋）； 

(c) 本規章任何其他決定、爭議、問題或其他事項，均交付裁判長解釋。 

裁判長、ITF 總監、ITF 執行主管、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和賽會執行長，或本條例指定的其他人或實

體，可以（分別）決定本條例，賦予他們的任何爭議。除非本規章，另有明確規定，否則沒有針對

其（各自）決定的上訴權。 

首先，ITF 內部裁決小組，對以下事項（將根據其程序規則確定）具有專屬管轄權： 

(a) 根據本規則（包過行為準則），委託 ITF 內部裁決小組進行任何決定的請求； 

(b) 任何對本規則（包括裁判檢視任何現場解釋）的正確解釋； 

(c) 任何根據本規則所引起的球員資格問題（除非在別的地方有明確提及）； 

(d) 任何有關於欲掩蓋之人違反福利政策的指控； 

(e) 任何受本規則約束參賽者、相關人士、其他人或實體，被指控在其他方面，沒有遵守本規

則（除非在其他地方有明確提及）； 

(f) 董事會指出對於本規則有其他爭議的地方。 

初審中，獨立法庭，對下列事項有專屬管轄權（根據本規則確定）： 

(a) 任何根據本規則向獨立法庭提出決定的要求； 

(b) 指控輪椅網球比賽的參賽者、相關人士，或參加比賽的人員，違反網球運動禁藥法令； 

(c) 指控參賽者或相關人士，在行為準則中，有重大違反行為； 

(d) 指控在行為準則之下，比賽有違反行為； 

(e) 董事會指出，對於本規則有其他爭議的地方。 

內部裁決小組和獨立法庭的程序規則，可在 www.itftennis.com 線上獲得，或者可以書面形式向 ITF

索取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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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審中，任何指控參賽者、相關人員，或是參加 ITF 輪椅網球比賽的人違反網球反貪腐計畫，反

腐敗聽審官員，於此有專屬管轄權。 

C. 制裁 

如果 ITF 內部裁決小組或獨立法庭，支持對違反本條例的指控，它將根據其「程序規則」中的制裁

規定，確定對此類違反的制裁。除非這些條例（或相關的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規定了針對此

類違規行為的其他制裁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將適用特定的制裁措施。 

D. 申訴 

除本法規另有規定的地方： 

(a) 裁判、ITF 執行主管、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和錦標賽主任，根據本條例做出的決定，只能通

過向 ITF 內部裁決小組，提出上訴而受到質疑，該裁決，應根據其程序規則確定（但不得

針對 ITF 內部裁決小組的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 

(b) 除上述（a）外，在本規則之下，只可以透過向獨立法庭，以其所根據的規則程序，來上訴

表達對 ITF 內部裁決小組質疑（特別適用在獨立法庭開庭時質疑上訴小組）。 

(c) 根據「獨立法庭程序規則」的規定，只能通過向體育仲裁法院提出上訴，來質疑獨立法庭

（作為一審法庭的裁決）；此類上述，只能由以下人員提出： 

(i) 作為上訴決定的對象或實體； 

(ii) 國際網球總會（I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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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競賽的輪椅網球選手 

A. 資格 

(a) 為了有資格參加 ITF 錦標賽，運動員必須符合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中，完整規定的某些標

準，包括運動分級和運動分級狀態的指定。有關更多訊息，請參見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

的第三部分（球員評估）。 

(b) 運動員的分類，將按照 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的規定進行。如果參賽者符合相關標準，則

將為他/她分配運動分級，並指定運動分級狀態。 

(i) 運動分級，是 ITF 所定義的輪椅網球比賽級別，是指運動員，可以執行輪椅網球所

需的特定任務和活動的程度。ITF 開設兩個運動分級： 

 公開，和 

 多肢障礙級別。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第 9 條。 

為避免疑問，公開級的男性和女性參賽者將在分開的的籤表中比賽，而多肢障礙級

別的男性和女性參賽者，將在同一個籤表中比賽。 

(ii) 運動分級狀態是一種指定名稱，顯示參賽者在程度上，需要進行評估或接受建議。

運動分類狀態在輪椅網球比賽中有： 

 NEW：新（N） 

 COMFIRMED：已確認（C） 

 COMFIRED (TRANSITION)：已確認（過度期）（CT） 

 REVIEW：審查（R） 

 REVIEW (TRANSITION)：審查（過度期）（RT） 

 REVIEW WITH FIXED DATE：固定日期審查（FRD） 

需要更多資訊，可參考 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的規則 16。 

(c) 根據 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中的規定，符合多肢障礙級別評估標準的參賽者，也應符合公

開級的評估標準。有資格參加多肢障礙級別的參賽者，可以隨時向 ITF 提出書面要求，選

擇參加公開級別比賽（永久性，在符合本條(c)點的規定的情況下），而無需更改他/她運動

分級或他/她的醫療狀況。 

(i) 當一個多肢障礙級別的參賽者，提出以上的要求，ITF 會在收到要求的 28 天內，回

覆並裁決參賽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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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為避免爭議，提出要求的參賽者，在 ITF 尚未回覆確認前，還是維持參加多肢障礙

級別。 

(iii) 當 ITF 通過了選手的要求，這位參賽者從 ITF 回覆確認的當天起，就只可以參加公

開級別的比賽。 

(iv) 參賽者選擇僅在公開級別進行比賽（雖然他/她的運動分級是在多肢障礙級別），會

被 ITF 紀錄在公開級別清單上。 

(v) 任何多肢障礙級別的參賽者，利用條款（C）而在公開級別比賽的參賽者，可以透

過書面的申請回到多肢障礙級別參賽。 

(vi) 如果參賽者，提出要求，ITF 將在收到選手的要求起，28 天內回覆並裁決（將明確

的指示參賽者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vii) 任何參賽者，要回到只參加多肢障礙級別的比賽，ITF 會儘速要求（在 ITF 單方面

的決定下）進行分級或參賽者評估。分級的結果，將會是 終決定且不可改的。 

(viii) 為避免衍生疑問，做出要求的參賽者，只能以合格身分：以其一，參加晚於 ITF 回

覆確認合格的公開級別的比賽（如果 ITF 允許其回去多肢障礙級別比賽，且不需要

評估會議），或其二，分類小組，確定參賽者可以參加多肢障礙級別比賽的日期。 

(ix) 根據本(c)點規則，一名球員有權提出總共兩次要求（例如，已被歸類為多肢障礙

級別的球員，第一次是參加公開級別比賽，第二次返回參加多肢障礙級別比賽）。 

(d) 如「輪椅分級規則」中所述，具有運動分級狀態‐新（N）的多肢障礙級別的參賽者， 多

只能參加四場 ITF 輪椅錦標賽，如第 6.10條所述。 

(e) 在「一、」中未定義的大寫術語，於「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中，會賦予它們的含義。 

B. 退休制度 

選手需完成並提交退休表格給 ITF 網球部門，才可自 ITF 輪椅網球巡迴賽中退休。 

如果選手通過寫信給 ITF，來表達要正式退休，ITF 應立即從輪椅網球排名中，刪除他們的名字。 

如果選手在退休後，欲重返比賽，必須提前在六個月前，向 ITF 運動禁藥部門申請，運動禁藥部門

收到申請日起，球員應受到運動禁藥的約束計劃，包括自己應接受測試（如果有要求，需提供六個

月內的行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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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賽的種類 

就本規則而言，以下定義的任何比賽均應視為「ITF 比賽」。 

A. UNIQLO 輪椅網球巡迴賽 

符合排名規則（規則第 44 條）規定標準的比賽，有資格將其成績，納入 UNIQLO 輪椅網球排名（以

下簡稱輪椅網球排名，單打排名僅指單打。雙打排名是代表雙打）。這些比賽分為以下幾類： 

(a) 大滿貫、大師賽、超級系列賽、ITF 1、2、3 系列賽和 ITF 未來賽。 

(b) 青少年賽 

(c) 一級比賽及二級比賽（單雙打） 

(d) 安慰賽（一級會內賽單打） 

B. 輪椅網球大師賽 

UNIQLO 雙人網球大師賽‐雙打賽事、NEC 輪椅網球大師賽‐單打賽事（以下統稱為大師賽）是 UNIQLO

輪椅網球巡迴賽的年終賽事。男女以及多肢障礙單打排名前八名選手，進入單打賽。根據報名選手

的綜合雙打排名，雙打排名開放到男子前八名、女子前六名，和多肢障礙組前四名選手，合併組合

進入雙打賽。 

C. 其他賽事 

(a) 巴黎銀行世界盃團體賽 

這是 ITF 的官方輪椅網球團體賽。此團體賽每年舉行一次，包含男子組、女子組，多肢障

礙組及青少年組。在決賽之前，有四項世界杯團體資格賽的參賽項目，選手爭取進入決賽

的資格。要參與這項賽事，參賽者所屬國家必須是 ITF 的成員。 

(b) 帕運會 

自從在 1988年在帕奧會上，成為一項示範運動後，輪椅網球在 1992年成為指定必辦項目。

該規則，由國際帕奧委員會（IPC）和組委會與 ITF 共同制定。參與國家必須是 ITF 和 IPC

的成員才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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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 

A. 申請 

為了使大滿貫、超級系列賽和 ITF  1/2/3/  未來和少年系列賽的比賽，獲得 ITF 的認可，並取得

合格的電子計分，ITF 辦公室必須在 ITF 所規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申請。可向 ITF 辦公室索取

比賽申請表。所有申請，都必須得到有關國家網球協會的授權。任何獨立的組織者，都應在申

請表上，向國家網球協會索取簽名，並在提出申請時，將該表的副本，發送給有關的國家協會。 

希望被考慮納入輪椅網球巡迴賽的所有比賽，也必須簽署比賽主辦協議。 

輪椅網球巡迴賽日程表的副本可應要求提供，也可在以下網站上獲得： 

www.itftennis.com/wheelchair/tournaments/calendar 

輪 椅 網 球 巡 迴 賽 日 程 表 的 副 本 可 應 要 求 提 供 ， 也 可 在 以 下 網 站 上 獲 得 ：

www.itftennis.com/wheelchair/tournaments/calendar。如果比賽未能達到 ITF 設定的大滿貫、超

級系列賽和 ITF 1/2/3 /  未來賽和青少年盃系列賽的要求，ITF 將重新考慮其狀態。 

B. 後期申請 

比賽日曆一旦完成，將不再接受任何申請。例外情況，只能通過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的批准（除

非授權給執行董事）。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可酌情決定，對逾期申請，予以罰款和增加授權費。 

C. 取消 

一旦申請獲得 ITF 的批准，確認好比賽日期和地點的任何詳細信息，均不得更改。請注意附錄

C 第 IX 節（f）段。 

除健康、安全、安保或「二、」中所述的任何其他潛在威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導致的任何取消，

上述目的和適用性，將使組織者蒙受所有申請費的損失，並且，除非獲得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

授權的特殊情況，否則在申請恢復之前，賽事必須維持一年的時間表。 

D. 申請及分類核准 

所有的申請，都會收到 ITF 預先關於 ITF 核准及接受適當比賽類別的通知。ITF 會依據自由裁量

權進行分類（除非董事會有指定）。完成之後，即為 後版本，也不會接受任何的申訴及抗議。 

E. 申請與授權費用 

比賽的申請必須通過官方的「輪椅網球巡迴賽」申請表提交給 ITF。批准授權比賽可能受 ITF 自

行決定施加的條件的約束。比賽開始前，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授權費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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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授權費* 

大滿貫              US$500* 

超級系列賽            US$500* 

ITF 1  系列賽            US$350* 

ITF 2  系列賽            US$300* 

ITF 3  系列賽            US$250* 

ITF  未來賽            US$150* 

                  *代表附加稅，依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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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組織需求 

A. 組織 

(a) 餐點 

報名費中，應包括早餐和每天至少一餐免費。儘管強烈鼓勵比賽，在可能的情況下，每天

包括三餐免費。不為參賽者提供免費食物的錦標賽，必須能夠在現場提供低成本食物。所

有食物（無論是提供的，還是可供購買的）都應多樣化、營養且適合運動員，並且應提供

素食替代品。水果應該隨時可取得。 

(b) 飲料 

比賽期間，球場上，應始終有足夠的免費飲用水（ 好是瓶裝水）。強烈建議，錦標賽在

任何時候，都為場外所有球員，提供免費飲用水（如果可能的話，還應提供無酒精飲料或

運動飲料），尤其是在炎熱的氣候下，必須隨時可以在現場購買飲品。 

(c) 賽事醫生和運動物理治療師 

每場 ITF 錦標賽，都必須任命講英語的醫生（ 好是骨科專家或全科醫生）並支付其所有

費用，使其在比賽時間內，隨時待命。比賽還必須任命一名，會說英語的運動物理治療師，

以便在比賽進行期間，為他們提供現場治療。建議球員，可以尋求免費合理的場外治療。 

(d) 賽事服務台 

現場應設有服務台桌。該服務台，應始終由精通英語的人主持，應設有一個信息委員會，

詳細說明， 新的輪椅網球排名、行為準則、獎金明細、ITF 運動禁藥計劃、ITF 現場代表，

以及比賽期間的任何重要電話號碼（例如醫生，緊急服務人員，酒店，交通，賽會總監和

裁判長）。 

(e) 行事曆 

第二天比賽的賽程表應在比賽場館和旅館內，於每天下午公佈並詳細說明。否則，應提供

給參賽者和其教練。 

(f) 識別證 

比賽必須向所有球員，職員，媒體和所有其他人員提供識別證。識別證必須一直在比賽現

場中隨身佩帶。 

如果根據附錄 C 第 V 節第（s）項，拒絕任何人的許可，或取消其所擁有的識別證，錦標賽

有義務執行這些規定。 

(g) 訪客通行證 

ITF 福利政策（附錄 G）定義，任何球員支持團隊成員，或以下定義的錦標賽訪問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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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輪椅網球巡迴賽或世界杯團體賽，則必須在抵達時，向錦標賽委員會報告，並要求獲

得全程認證他/她的逗留。為了進行認證，必須提供與會者及其代表的組織的全名。錦標賽

訪問者的許可，並不授予訪問者進入私人更衣室區域的權利，例如更衣室或球員休息室。

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為比賽訪問者，提供帶有照片身份證明的訪客通行證，該通行證必須

與運動員身份證明通行證有明顯區別（例如，按顏色）。 

注意：比賽訪客証，包括但不侷限於以下幾組人士：任何潛在的或當前的代理商、供應商、

體育製造商、媒體、招聘組織或任何形式的培訓、發展和學術機構。為避免疑問，其中不

包括僅以網球觀眾身份參與比賽的任何人。 

(h) 保險 

申請人有責任購買適當的保險，保單應符合當地法律法規的規定，並能對因財產損失和事

件造成的人員傷亡，提出索賠。保險單和保險證書上，必須註明“  ITF  Ltd”和“  ITF  Licensing

（UK）Ltd”，並向 ITF 提供一份副本。 

 

(i) ITF 合作夥伴 

除上述內容外，錦標賽還必須遵守 ITF 的要求，包括提交接受名單、結果、報告和相關信

息，遵守截止日期和輪椅網球巡迴賽的贊助要求。 

如果 ITF 要求這樣做，則比賽必須在 ITF 指定的日期，舉辦分類賽事。所有特定的現場，要

求將提前通知錦標賽，ITF 將承擔所有其他相關費用。 

(j) 後報名時間 

比賽必須嚴格遵守報名截止日期，因為這將決定接受那些球員參加比賽。希望進入會內賽

的參賽者，如在截止日期之後報名，只能使用外卡參加。 

(k) 參賽天數、參賽者數量和場地數量 

ITF 授權的比賽必須至少持續三天。根據比賽場數、比賽時間和比賽天數，應設置 大球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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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系列賽/ITF 1/ITF 2   

籤數  比賽天數 

8  3 

16  4 

32  5 

ITF 3/未來系列賽   

籤數  比賽天數 

8  3 

16  3 

32  4 

 

B. 比賽的人員 

比賽委員會應任命一名比賽執行長和一名裁判長（兩人都需英語能力）來主持比賽。此外，ITF 錦

標賽代表可以參加比賽。他們的職責包括： 

(a) 賽會執行長的職責 

(i) 與賽會委員會和裁判長聯絡； 

(ii) 與 ITF 和報名單位聯絡； 

(iii) 參賽者報名的接受與確認； 

(iv) 在報名截止日期之前，將比賽接受名單轉發給 ITF，並在開始賽事之前一周，將直

接接受名單轉發給 ITF。 

(v) 所有提前的訊息和安排現場組織的接觸點。 

(vi) 提供所有內容，包括賽事資訊、報名表等等。 

(vii) 將所有比賽的結果轉發給 ITF。 

(viii) 支付獎金。 

(ix) 安排住宿與交通。 

(x) 促銷及宣傳需求。 

(xi) 比賽執行長不可參加比賽。 

(b) 裁判長的責任 

裁判長是 ITF 的現場代表，負責確保統一管理和解釋「輪椅網球規則」、「行為準則」、「操作

手冊」、「網球規則」以及「ITF 職責和程序」，並在賽會中負責所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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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體比賽之前和比賽期間，裁判長對教練行為不當具有以下權力和酌處權： 

(i) 他/她（裁判長）可以發出正式警告，並且在兩次警告之後，可以將他/她（教練）

從正在進行的比賽中判離出場，或該帶領的任何或所有剩餘比賽中除名，在這種情

況下，場上教練只可以由球隊的成員代替。如果裁判長認為有必要的話，對於單次

不當行為，可以在沒有正式警告的情況下，判離教練出場； 

(ii) 取消教練的資格，下令將他/她從現場比賽中離開，或在比賽剩下的指定的時間內

命令持續生效但是，在取消資格、撤離場地或拒絕其進入場地之前，裁判長必須盡

大努力獲得執行執行長的核准。 

除失去資格外，教練還會被要求遵守「行為準則」中的適用條款和處罰。 

除非本規章另有規定，否則裁判長的所有決定均為 終判決。 

所有報名均由賽會執行長處理，並且必須在錦標賽該週星期一前一周的星期二前，透過電

子郵件發送給 ITF。ITF 將監控報名，並在比賽週前的星期四前，將確認的接受名單給賽會

執行長。 

從錦標賽週（截止日期結束）之前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14:00開始，可以下載比賽數據（比

賽、對戰表等），以及包含所有有資格參加輪椅網球巡迴賽活動的所有球員的主要清單，

以及輪椅網球擔任種子的排名。 

裁判長被要求有操作使用輪椅網球電腦後台（“ Wheels TP”）進行比賽管理能力。可以從

ITF 官方門戶網站下載該程式，並且後台許可密碼將與登錄詳細信息一起提供給核准的裁

判長。裁判長必須將所有確認的報名者鍵入 WheelsTP 的賽事名冊中，以準備現場簽到系

統。 

完成抽籤和每天比賽結束後，裁判長必須通過從 WheelsTP 上傳數據，向 ITF 提交結果和

比賽順序信息，並通過電子郵件將 新籤表和第二天的賽程總表以 PDF 文件發送給 ITF。 

(c) ITF 比賽代表的責任 

當 ITF 代表出席輪椅網球巡迴賽時，其職責包括（但不侷限於）： 

(i) 了解、理解並熟悉 ITF 網球規則、輪椅網球規則和輪椅網球巡迴賽規則，以確保遵

守這些規則； 

(ii) 參加抽籤； 

(iii) 在需要時可與裁判長交談； 

(iv) 每天檢查所有設施和比賽場地。在比賽前，所有設施都要安排妥善。 

(v) 與比賽主管和裁判溝通，使比賽重頭至尾都要能夠順利。 

(vi) 組織中央訊息中心，以分發有關輪椅網球巡迴賽和 ITF 輪椅網球部門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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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確保比賽的管理程序和表格具完整性，以便在比賽時，可以將書面文件發送給 ITF。 

(viii) 整個賽事中與比賽執行長和裁判長保持溝通，以確保一切均有效進行。 

(ix) 可與運動員，就輪椅網球的各個方面進行交談，包括輪椅網球巡迴賽、運動員委員

會和 ITF 輪椅網球部。 

(d) 比賽/官員 

比賽委員會，應按照比賽分級的 低要求，任命一個裁判團隊。ITF 鼓勵比賽任命經過認證

的人員（請參閱第 16 條）。 

(e) 球童 

建議比賽中，男女球童參與賽事服務。男女球童在進入球場之前，應接受培訓。在大滿貫

賽事中，男女球童要全程參加比賽。在超級系列賽中，決賽必須要有男女球童，準決賽建

議讓男女球童參加。 

C. 場地 

(a) 場上設施 

現場應有足夠的無障礙更衣室和淋浴設施。如果比賽期間永久性無障礙洗手間不足，可以

使用乾淨衛生的移動式洗手間，但只能與洗手設施一起使用。所有廁所必須定期清潔和檢

查。必須提供球員更衣室。 

(b) 陽光遮蔽 

必須提供足夠的陰影，尤其是在炎熱的氣候中；建議在球場上提供遮陽傘。在炎熱的天氣

裡，建議比賽安排在早上和下午或晚上。 

比賽必須為多肢障礙級別的球員在球場上提供遮陽和冰桶。需要有人協助多肢障礙級別的

參賽者向臉上噴水。 

(c) 輪椅存放區 

參賽者必須有一個安全的地方，能夠存放網球輪椅至隔天（由參賽者自己負責）。 

(d) 穿線機 

ITF  1 以上等級的比賽，應在現場提供穿線機。對於等級較低的比賽，他們應該在現場提供

穿線設施，或者提供穿線服務的店家。如果場上沒有穿線機，球員有責任確保有足夠的球

拍來比賽。 

(e) 維修站 

現場需要一個維修站，和一個隨時可使用的空壓機。球員應攜帶手動泵浦、基本工具包和

備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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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記分板 

所有場地均應提供記分牌。在大滿貫、超級系列賽和單打大師賽以及雙打大師賽中，記分

板應顯示球員的姓名。 

(g) 餐飲 

參賽者必須有可以購買食物的便利設施（例如咖啡廳或餐廳）。 

(h) 選手休息室 

現場需要有一個選手休息室。 

(i) ITF 比賽代表辦公室/辦公桌 

如果 ITF 比賽代表參與比賽事務，則應安排有網路的辦公室或辦公桌。 

(j) 練習場地 

從比賽開始，至少前一天，到比賽結束，每六十名球員至少應免費擁有一個練習場。練習

場規格，必須與比賽場相同， 好是在現場設立練習場。如果練習場與比賽場不在同一地

點，則必須全天提供免費交通。 

(k) 球場準備及球場佈置 

比賽前，所有球場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準備紅土球場、球場上的水、倒空垃圾桶等）。

同樣重要的是，確保球場具有專業的外觀，比如旗幟的陳列。旗幟的陳列必須在球場的樓

層，無摺痕且完全展開。 

(l) 照明設備 

如果需要在照明設備下進行比賽，照明強度必須足以用於職業網球，即至少 500  lux，並均

勻分佈在球場上。 高和 低的光讀數之比建議 大為 1.5：1。 

D. 交通 

(a) 建議在比賽的前一天，跟比賽結束後的一天，安排早上 8 點到晚上 11 點，往返機場的免費

交通工具。參賽者在上述時間之外，需自己負責安排交通工具。參賽者在比賽前兩周須將

詳細的訊息，發給比賽主管，否則比賽主管，無法保証有交通工具可以使用。 

(b) 運動員必須可以乘車（無障礙巴士或汽車）。 

(c) 可能的話，建議可以在其他時間，提供前往機場的交通服務。 

(d) 在比賽日和比賽開始前一日，應定時從官方住宿，提供免費交通至比賽場地。 

(e) 當天的首趟車次，必須在第一次練習賽之前，至少十五分鐘或在第一場比賽之前 30 分鐘到

達比賽現場，以 早的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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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當天的 後一場比賽結束後，必須從比賽場地往飯店的方向提供交通工具。 

E. 住宿 

(a) 價格 

以合理的價格（根據位置和季節），於附近的飯店，提供無障礙住宿。強烈建議，比賽在

入場費中包括飯店費用。可能的話，比賽應提供兩家飯店，給不同預算的參賽者選擇，儘

管只有在滿足所有其他要求（包括交通運輸）的情況下，才應這樣做。 

(b) 出入口的尺寸/電梯數量 

建議在比賽情況說明書中，註明浴室門的大小。僅應使用相對於賽事選手人數而言，具有

足夠升降機的飯店。每個浴室 多只能供兩位參賽者使用。 

(c) 門與浴室的寬度 

建議出入口的的門，寬度應為 90 公分或更大。此外，建議不要因為增加空間，而將浴室的

門拆下。 

(d) 在飯店的比賽諮詢處 

官方飯店中，必須有一個比賽訊息諮詢處，詳細說明交通時間表（包括如何獲得交通的詳

細信息）、賽程表和結果。參賽者抵達和離開之日，組委會成員必須在飯店。 

F. 賽事主持     

除非 ITF 執行主任另行批准，否則裁判必須達到以下 ITF 資格等級。所有裁判，必須在 ITF 官方網

站註冊，才能進入 ITF 官方網站和運行比賽所需的資源。 

至少所有主審，都應有國家級主審資格。 

(a) 大滿貫、大師賽和超級系列賽 

裁判長應具有 ITF 銀牌級別。主審應按以下規定提供： 

(i) 一級賽事：所有比賽 

(ii) 二級賽事：八強賽事（含）及之後的比賽 

(iii) 在一級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單打及雙打決賽時，現場 少要有兩個線審。 

(b) ITF 1  系列賽 

裁判長應具有 ITF 白牌級別。所有籤表的第一輪比賽開始，需要有巡場裁判。主審應該以下

規定提供： 

(i) 一級賽事：16 強賽事（男子單雙打、女子單雙打、多肢障礙級別單雙打） 

(ii) 二級賽事：準決賽（含）及之後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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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一級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單打及雙打決賽時，現場 少要有兩個線審。 

(c) ITF 2、ITF 3 和未來系列賽 

裁判長應具有 ITF 白牌的級別。所有籤表的第一輪比賽開始，需要有巡場裁判。主審應該以

下規定提供： 

(i) 一級賽事：八強賽事（含）及之後的比賽（男子單雙打、女子單雙打、多肢障礙

級別單雙打） 

(ii) 二級賽事：準決賽（含）及之後的比賽 

(d) 沒有主審 

沒有主審的比賽有爭議，應由裁判人員（包括助理裁判長/巡場裁判）根據「官員職責和程

序」、ITF 主管/裁判長的附錄 E 程序的規定解決。 

G. 推廣、推展 

(a) 報名表 

比賽必須接受標準的 ITF 輪椅網球參賽表格。比賽應在其報名表中，包括以下條款： 

(i) 我在此同意遵守「ITF 網球規則」、「ITF 輪椅網球規則」，並按比賽要求，支付報名

費。 

(ii) 我進一步同意遵守比賽執行的行為準則。我受網球反腐敗計劃（“  TACP”）的約束

並 遵 守 該 計 劃 ， 該 副 本 可 應 ITF 的 要 求 提 供 ， 也 可 以 從

http://www.tennisintegrityunit.com/下載。我承認我已經收到，並有機會閱讀了 TACP，

並且我了解其規定。我承認，我有義務向我的相關人員（按照 TACP 的定義）通知

TACP 的規定，並指示他們遵守 TACP。我接受，我必須完成 ITF 規定的任何網球誠

信教育計劃。TACP 禁止我和我的相關人員的某些行為，包括：（i）在任何網球比賽

中下注、（ii）謀求或試圖謀求任何網球比賽的結果，（iii）接受或提供考慮以交換

內部信息（按照 TACP 的定義）、（iv）招攬或協助任何其他人，在網球比賽上下注，

以及（v）沒有報告我可能對違反 TACP 的任何了解。我承認，我有義務盡快向 TIU

報告，我可能收到的任何腐敗行為，以及他人的任何已知或懷疑的犯罪。我接受我

必須充分配合調查工作，並且不得篡改或銷毀任何證據。 

(iii) 我受網球運動禁藥的約束，並遵守該程序，該副本，可應 ITF 的要求提供，也可以

從 http://www.itftennis.com/下載。運動禁藥，將管轄我參加 ITF 認可的活動（連同

ITF 規則，包括《球員行為守則》和《網球反腐敗計劃》，它們各自同時適用，且互

不影響）。ITF 可以根據反興奮劑計劃，在 ITF 批准的活動中進行運動禁藥測試，並

將對運動禁藥下，對我採取的任何處罰，制裁和/或其他措施。根據《反興奮劑計

劃》，我謹在此向 ITF 管轄和管理運動禁藥，並向獨立法庭和體育仲裁法院（根據

上訴）的管轄權表示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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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我受 ITF 約束，並且將遵守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ITF 可以應要求提供其副本，也

可以從這裡下載： 

https://www.itftennis.com/en/about‐us/governance/rules‐and‐regulations/?type=class

ification 

(b) 比賽說明書 

比賽情況說明書，應至少在賽事開始前六週發送給 ITF，並提供給選手和全國協會。其中必

須包含以下信息： 

(i) 比賽執行長的姓名、地址、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裁判長的姓名、地址、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和簽名。 

(ii) 比賽站點（地址，電話和傳真號碼，網站地址） 

(iii) 比賽日期（包括比賽開始的時間和決賽的時間表） 

(iv) 獎金總額（以及明細） 

(v) 賽事分類（和籤表） 

(vi) 抽籤的時間和地點 

(vii) 球場面積（和球場數目） 

(viii) 球的製造（應經過 ITF 批准），包括高海拔球 

(ix) 官方提供的飯店（包括價格、聯繫方式、網站地址和浴室門的寬度） 

(x) 交通詳細信息（包括應該飛往機場的人員） 

(xi) 提及《行為守則》將在比賽中生效的事實 

(xii) 招待費取消截止日期 

(xiii) 報名表應發送到的地址 

(xiv) 任何其他相關詳細信息（例如裁判詳細信、社交功能、診所） 

H. 運動禁藥 

根據 ITF 網球運動禁藥，為促進藥檢測試，所有 ITF 比賽必須根據要求提供，但需自付費用： 

(a) 至少滿足 WADA 國際測試和調查標準現行版本，要求的藥檢控制站； 

(b) 有足夠的陪同人員，來陪伴被選中進行樣本收集的運動員，觀察這些運動員，直到他們到達

藥檢控制站為止，並見證這些運動員提供的必要樣品。 

I. 參賽者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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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輪椅網球行為守則》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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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交結果 

A. 程序 

(a) 完成賽事的安排，所有輪椅網球比賽的主辦單位，必須隨即在周日，通過電子郵件，，將以

下內容轉發給輪椅網球部門： 

(i) 所有 ITF 抽籤後的男子單雙打、女子單雙打、多肢障礙類別單雙打和青少年男女子

單雙打 後籤表（包括安慰賽）。 

(ii) 行為準則報告 

(iii) 罰分卡 

(b) 此外，主辦單位必須將完整的比賽報告，轉發至輪椅網球部，並在比賽結束後兩週之內寄出。

該報告必須包含以下信息： 

(i) 醫療表格 

(ii) 裁判長報告 

(iii) 獎金報告 

(iv) 媒體報導 

(v) 比賽計畫、簡報和其他相關比賽材料。 

(c) 比賽結果需要提交至： 

ITF  輪椅網球部門（ITF Wheelchair Tennis Department） 

電子郵件 Email：wheelchair@itftennis.com 

電話：(44) 20 8878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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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進行比賽 

A. 參賽者的合格性 

輪椅網球巡迴賽，根據成績向所有合格的輪椅網球選手開放，並且不受歧視，僅遵守此處規定

的條件。 

輪椅網球的合格性 

為了有資格可以參與輪椅網球比賽，運動員必須符合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中的某些條件。 

醫療及健身控制 

所有參加 ITF 抽籤的運動員，都將參加 ITF 比賽，包括輪椅網球巡迴賽、世界杯團體賽和帕奧會，

報名條件為，同意參加網球運動禁藥和健身控制。 

輪椅網球，是一項對身體要求很高的運動，參賽者有責任確保自己的身體和醫學上適合參加 ITF

認可的任何輪椅網球比賽，包括輪椅網球巡迴賽、世界團體杯帕殘奧會。 

如有任何疑問，裁判應遵循附錄 D 中的程序。 

國際球員識別號碼（IPIN）、資格和網球誠信保護計劃成員（TIPP） 

所有參加 ITF 比賽的參賽者必須： 

(a) 註冊輪椅網球 IPIN 年度會員資格（並支付適當的費用），並同意作為註冊應接受相關的條款

和條件； 

(b) 完成 TIPP。 

選手未能有效註冊輪椅網球 IPIN 會員資格，即未接受相關條款及規定，或未能完成 TIPP，

將使選手沒有資格參加 ITF 比賽。 

可從 www.itftennis.com/ipin 獲得國際參賽者識別號碼（IPIN）和 TIPP 服務。 

此外，ITF 可以隨時要求參賽者，提供其當前有效護照的副本，作為國籍證明。 

B. 青少年賽的合格性只有在 2003年 1月 1日當天或之後出生的男孩和女孩才有資格參加 2021年

ITF 輪椅網球青少年比賽。 

C. 要遵守的規則 

所有 ITF 錦標賽（如上文五、所定義）必須按照網球規則、輪椅網球規則、ITF 輪椅網球法規（包

括行為準則和 ITF 福利政策）以及 ITF 輪椅網球分類進行規則（「規則和規定」）。每個參賽者與

者和官員都有責任，全面熟悉所有這些規則和條例。 

本法規及其引起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包括與非合同義務有關的任何爭議或主張），均應

受英國法律管轄並根據其解釋，無論其法律原則衝突如何。每個球員、球員團隊成員、國家及

其團隊成員、董事、官方代表、官員、職員、員工、承包商、代理商和代表，均同意就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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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任何爭議，或主張或其他事項提出意見（包括任何非合同爭議或索賠），根據本規章三、

進行仲裁，但不包括任何其他論壇。 

D. 放棄索賠 

提交報名給輪椅網球巡迴賽時，作為報名的條件，所有的參賽者本人、執行者、後繼者、和個

人代表，需服從以下的限制，即所有形式、性質和描述的索賠，以及過去、現在、未來的索賠

與受傷，都會被拒絕。如果任何在旅途中，或是參加 ITF 輪椅網球比賽、國家網球協會的比賽、

區域網球協會授權的比賽，途中所產生的索賠和傷害。 

運動員必須購買足夠的保險，以承保往返於輪椅網球巡迴賽中，或從中遇到的意外傷害。如果

選手的陪同跟其他人，則這些人，還應購買適當的保險，以保障在旅途中，陪同選手參加比賽

時發生的任何意外。 

未列於這些法規中的任何內容，排除或限制 ITF、主辦單位或比賽贊助者的義務： 

(c) 人員（代表方）因自身的疏忽而導致的傷亡、或 

(d) 舞弊、或 

(e) 排除或限制的程度，在適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E. 宣傳及促銷 

(f) 每位選手，均永久授予 ITF、比賽授權的國家協會、錦標賽及其經紀人和受讓人權利，用

於商業和非商業目的： 

(i) 在任何和所有媒體中，使用或授權使用參賽者的姓名、語音、照片、肖像、簽名、

傳記材料和其他標識，以宣傳和促進網球、ITF 運動、比賽的授權國家協會、比賽

及其各自的附屬機構和活動，包括在活動海報、照片、節目、商品和其他材料上使

用的權利，以及進行電視轉播和拍攝的權利； 

(ii) 在任何和所有媒體上製作、展示，和以其他方式，使用靜態和動態圖片，無論是實

況，還是其他方式，以及在比賽場內外，他/她作為運動員的表現、外表的任何其

他視覺或視聽複製品。 

(g) 關於以上(a)(i)、(a)(ii)的附文： 

(i) 在相關授予的權利下，是不會支付補償金的； 

(ii) 被授予的權利不能利用選手，為某商品或者是某公司背書使用。 

F. 青少年參賽者的形象 

儘管有第 25 條的規定，禁止任何錦標賽訪問者，從青少年參賽者身上獲取、傳輸、儲存或分

發任何圖像或錄音（無論是音頻或視覺）。除非他們是該參賽者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但未經該

參賽者、父母、合法監護人或 ITF 裁判長的明確書面授權許可（包括有關如何使用圖像）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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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根據本規章，獲得許可而拍攝的圖像和/或記錄，只能是網球比賽，練習或獎杯的展示。 

G. 電視、報導和廣播的權利 

ITF 是活動的所有「音頻」和「視聽」媒體權利的專有所有者，包括所有形式的電視、互聯網、

移動、廣播和其他電子媒體。 

ITF 特此同意，將主辦單位的獨家權利，分配給錦標賽組織者，並與錦標賽廣播公司，簽訂協議，

以通過傳統廣播電視和傳統廣播電台的方式，製作在比賽舉辦地範圍內和廣播協議約定期間發

生的賽事，前提是，賽事組織者將在 ITF 的任何範圍內（包括存檔權利）獲得版權和其他 IP 權

利的完整轉讓。 

任何由此契約產生的收入，主辦單位將是唯一收益者。 

主辦單位要盡 大努力，與轉播比賽的電視傳播者協商，提供 ITF 免費，，且可以用 ITF 要求的

格式，來記錄所有這個賽事的所有比賽。如果有任何的費用產生，ITF 會支付這些費用。 

除非 ITF 事先書面批准，否則主辦單位無權做出，或授權將即時影像信號提供給網路、行動電

話或無線設備，或者是任何類似或衍生的技術。 

存檔權利 

任何此類協議到期後，ITF 仍將是所有音頻和視聽媒體權利（「存檔權利」）的專有所有者，並且

錦標賽組織者，必須轉讓或以其他方式，促成此類權利的轉讓。 

H. 商業權利 

ITF 保留為巡迴賽爭取國際贊助商（標題和輔助）的權利。國際贊助商，將有權參加巡迴賽的所

有賽事。ITF 授予所有活動，以確保本地贊助商的權利，只要它們與任何國際贊助商不在同一類

別。 

在巡迴賽的每項賽事中，ITF 均保留網路品牌的專有權。除非與 ITF 另有書面協議，否則比賽不

得在網上放置品牌。 

為避免衍生疑慮，任何商業實體的的商業贊助或是巡迴贊助商，是不會被允許為菸草、烈酒、

博弈、政治活動、或其他類別的商品，或服務提供贊助行為。ITF 與國家協會協商後，合理地認

為這些商業活動不利於網球發展。某些國家、地區或是某些州允許賭場發行運動彩券，乃是他

們所屬權利的一部份（經 ITF 要事先批准），前提是，不允許將網球博弈當作是商業行為。 

I. 研究 

未經 ITF 事先批准，不得進行涉及球員、教練，或與比賽直接相關的其他人員的研究。 

J. 混和邊線 

輪椅網球巡迴賽中，，允許使用混合線。在 ITF 1 和超級系列賽事的表演場地上，必須有混合線

的許可。紅色和橙色球場運動線的顏色，應與全尺寸球場運動線的顏色不同，但在表面的同一

顏色系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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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球場 

所有比賽場，均應具有完全相同的表面。如果天氣不好，裁判長可以將比賽，移到另一面，無

論是否在遮蔽下。 

L. 報名 

每次比賽都必須提供報名表格，必須在報名截止日期至少六（6）週之前，將其副本發送給 ITF

辦公室，以作參考。所有報名必須以書面形式，在官方報名表格上，通過信件、傳真或電子郵

件進行。比賽必須接受輪椅網球巡迴賽報名表。任何被拒絕入境的球員，都可以向 ITF 內部裁

決小組申訴，該小組將做出 終決定（沒有上訴權）。 

參賽者不能同時參加兩個同時在進行的比賽，這意味著在一天或是數天會在同一天遇到兩個比

賽。一個參賽者不允許在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期間，參加其他比賽，除非是附錄 C IV (c)的規定。 

(a) 單打賽 

有關一級比賽和二級比賽的規定，請查閱第 J 至 V 條。 

(b) 雙打賽 

有關一級比賽和二級比賽的規定，請檢查第 Q 條「籤表人數」和第 S 條「外卡」。除非通

過雙打排名（或其同伴的排名）保證，否則一個一級賽事單打賽，直接接受或是持外卡的

參賽者，是不應該在雙打一級賽事中，主動獲得直接接受或者是外卡。 

(c) 強制性比賽 

大滿貫和單打大師賽，對於在參賽截止日期前有資格參加比賽的選手來說，是強制性的比

賽。如果直接接受的球員選擇不報名、不參加或以其他方式退出，則他/她將獲得 0 分，並

且該比賽將包括在 佳賽事中（男子 9 項 佳，女子組 8 項 佳，多肢障礙組 7 項 佳）。 

(d) 大獎賽備用規則 

在同一周的輪椅網球巡迴賽中，允許一名球員，同時報名大滿貫賽事和另一場比賽。如果

選手沒有在大滿貫賽事截止日期前獲得直接接受，則選手可以參加報名好的輪椅網球巡迴

賽。該球員將按輪椅網球的排名列在後補名單。在大滿貫截止日期的情況下，將通過位置

提供給後補名單上，排名 高的球員，然後按排名順序，提供給後補名單上的球員來遞補。

這些參賽者可以退出其他賽事而不會受到處罰。如果球員確實獲得了大滿貫賽事的參賽資

格，則應在比賽開始前兩個星期，退出輪椅網球巡迴賽。 

抽籤之後，在第一場比賽開始之前，單打或雙打選手，可以由現場輪椅選手取代，該選手

的輪椅網球排名男子前 50 名，女子前 30 名和多肢障礙組前 15 名。 

(e) 頂級球員的限制 

以下規則適用於比賽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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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3 和未來賽的限制： 

男性： 

(i) 在截止日期前，具有單打排名前 20 名的參賽者，不能參加任何未來賽賽事。 

(ii) 在報名截止日期前，單打排名前 10 的選手，每 52 週排名過渡期，只能參加兩個

ITF 3 比賽。 

女性： 

(iii) 在截止日期前，具有單打排名前 10 名的選手，不能參加任何未來賽賽事。 

(iv) 在報名截止日期前，單打排名前 5 的選手，每 52 週排名過渡期，只能參加兩個 ITF 

3 比賽。 

多肢障礙組： 

(v) 在截止日期前，具有單打排名前 5 名的選手，不能參加任何未來賽賽事。 

外卡： 

(vi) 如果在報名截止日期之後的任何時間，球員的單打排名，超出限制排名，則可以

將提供外卡參賽。 

(f) 男子/女子/多肢障礙/青少年 

男性、女性和多肢障礙組的參賽者，每次比賽只能參加單打、雙打和安慰賽。混雙、高齡

和青少年賽事的附加參賽權，取決於主辦方的考量。在遵守規則 IV/1/(c)的前提下，如果在

錦標賽中，提供多肢障礙組，則僅允許多肢障礙組，參加多肢障礙組的單打，或多肢障礙

組雙打比賽。 

青少年球員，可以參加高齡單打比賽和青少年單打比賽。 

(g) 報名表 

所有參賽者，都必須簽署正式的參賽表格。通過信函、傳真或電子郵件，發送給主辦單位

的所有報名表，均受參賽規定和條件的約束，並且必須包含官方參賽表格上，應該進行參

賽處理所需的信息，包括球員的全名、出生日期、IPIN、排名、聯繫地址、電話號碼和簽

名，以遵守並遵守 ITF 規則、網球反興奮劑計劃、網球反腐敗計劃和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

青少年報名表必須由父母或監護人簽署，儘管本規章有其他規定，ITF 或主辦單位，擁有絕

對的權利，拒絕接受或撤銷任何球員參加任何 ITF 輪椅網球巡迴賽的參賽資格。無論有無

理由，都可以被當作行使適當的權利。 

主辦單位，有責任在參賽者報名時通知他們，如果他們在相關截止日期之前退出，則可能

要承擔賠償費，該截止日期由主辦單位通知。 

(h) 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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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必須使用 ITF 辦公室所設定的報名截止日期（Entry Deadline）。報名截止日期在「輪椅

網球錦標賽指南」和網站上做了廣告宣傳，並將嚴格執行。僅在特殊情況下，比賽才允許

使用其他截止日期。 

比賽截止日期依下所述： 

‐大滿貫：6 周 

‐SS/ITF 1：4 周 

‐ITF 2/ITF3/未來賽：4 周 

報名截止日期後，會決定誰被接受參加比賽。一旦球員被接受參加比賽，將根據比賽開始

前一周星期一的排名，確定接受一級比賽和二期比賽的資格。輪椅網球升級卡，必須在報

名截止日期之前分配，而外卡可以在後期分配。截止報名截止日期後，除外卡外，不再接

受參賽者的報名。 

參賽者，可以在報名表中，表達他們打算打雙打的意願。但是，除非雙方都按照第 N 條「現

場」的規定簽到，否則籤表中將不會出現他們的雙打隊伍。 

如果一級比賽，不能由有排名的參賽者遞補，而且有 2 個或更多的無排名參賽者，則參加

會外賽的參賽者將由抽籤決定。 

(i) 退賽 

所有選手，都可以在比賽開始的 14 天前，退出輪椅網球比賽（Withdrawal Deadline 退出比

賽截止日期），不會產生任何罰款（請參閱附錄 C，第 IX 節，報名犯規）。所有退出比賽，

必須以書面形式，並通過信件、傳真或電子郵件，發送給主辦單位。 

如果主辦單位與參賽者，在報名時有同意有提供招待費給參賽者，參賽者卻在退賽截止日

期後退出，則應要求球員向主辦單位，補償招待費中無法彌補的任何費用，但前提是，主

辦單位，可以向球員證明費用無法收回。ITF 不負責代表主辦單位追回或協助彌補損失的費

用，也不能要求 ITF 干預主辦單位的爭議。 

(j) 保險 

所有參賽者，必須要投保旅遊平安險與醫療險。 

(k) 因傷退賽 

運動員可以透過提出受傷或生病的證明來退出比賽，只要將獨立的醫療證明，提交給適當

報名機構或 ITF，說明有關運動員，由於指定的受傷或生病而無法參加比賽。如果球員受傷，

必須從隨後的比賽中退出，則不收取任何罰款。所有醫療證明，必須在運動員退出有關賽

事後的二十一天內，讓報名機構或 ITF 收到。恢復後，即使運動員繼續參加比賽，但仍因

受傷退出比賽，即使是同樣的受傷，也需要新的醫療證明。 

(l) 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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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委員會，可能會收取單打和雙打的報名費。任何此類參賽費，必須按照比賽委員會的

指示支付。 

M. 註冊 

(a) 多肢障礙組參賽者 

根據 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僅接受有資格參加多肢障礙組比賽，一級或二級的多肢障礙

組的選手。 

N. 簽到 

(a) 單打賽 

所有接受一級和二級比賽的選手，必須在比賽開始前一天的當地時間 4:00 pm（16:00）之

前，親自或通過電話向裁判長登錄。 

通過電話登錄後，卻未參加比賽的選手，將根據行為守則受到罰款。 

未登錄的選手會被排除在籤表外。選手有責任提供自己正確的詳細電話信息。 

(b) 雙打賽 

所有雙打比賽隊伍，必須在單打比賽開始的當天，當地時間中午 12 點（12:00）前，親自

向裁判長簽到。參賽者可以登錄雙打，無論你已經在他們的報名表上，表達參加雙打的意

願。雙打隊伍的其中一名成員，可以登錄該雙打隊伍。根據規定，未親自登錄的隊伍會被

排除在籤表外。 

(c) 安慰賽 

希望參加安慰賽抽籤的選手，需要現場簽到報名。選手沒有義務參加安慰賽。行為準則在

安慰賽還是會強制執行。 

(d) 詳細聯絡資訊 

所有參賽者必須要確保，提供給裁判長的聯絡電話，在比賽期間，必須要聯絡得到參賽者。 

O. 選手狀況 

(a) 熱身 

熱身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 

(b) 繼續比賽 

比賽要在「2021 網球規則」（2021 Rules of Tennis）的第 29 條規則下繼續比賽。 

(c) 去洗手間或換衣服暫停 

單打或雙打比賽中，允許兩次上洗手間或換衣服的暫停。上洗手間暫停， 好在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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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時間進行，不能用於其他目的。換衣服休息必須在盤末休息時間進行。每次休息

為合理的時間。選手必須獲得主審（如果有的話）的許可，或者不能因為這個合理的

要求拒絕的對手。 

額外的休息時間只能由主審、巡場裁判、或裁判長允許。如果參賽者未經允許，自己

進行第三次休息，則可能會被控以「行為守則」中的「未經許可而離開球場」。 

(d) 決賽中退賽 

參賽者在得知決賽中有人退賽，如果裁判長要求，還是需要準備三盤二勝表演比賽。 

(e) 裝備準備 

每位選手都應該要極為負責的保證，使用的輪椅和其他的裝備，必須要在比賽的時候

就準備妥善。裁判長有權利判決，在叫名後的 15 分鐘內，沒有準備好上場比賽的選

手失格，無論理由是多麼充分。 

(f) 多肢障礙組使用的球拍 

在球拍需要固定在選手的手臂上的時候，多肢障礙組的選手，可以允許使用加長的球

拍。球拍增加出來的部分，是用來固定在手臂上的。 

(g) 修理損壞的裝配或是固定球拍（多肢障礙組）的時間限制 

主審、巡場裁判或裁判長有權決定比賽的暫停。維修輪椅的時間，一場比賽不得超過

20 分鐘。這時間與損壞輪椅的數量無關。雙打賽的輪椅維修時間，一個隊伍不得超過

20 分鐘。如果延遲超過 15 分鐘，參賽者會因延遲比賽而被判違規（Delay of Game）。

延遲超過 20 分鐘的結果，就會被判失格。 

任何多肢障礙組的參賽者，可以分配到額外的時間，在更換或調整球拍在手上的位置，

而不會受到處罰，但必須先取得主審的同意。如果沒有主審的比賽，可以事先獲得裁

判長或者是巡場裁判的同意。多肢障礙組的選手，必須要盡力將額外的時間 小化，

如此才不會破壞或干擾到比賽的進行。 

(h) 比賽球 

一級比賽，提供四顆新球在第一及第三盤。 

(i) 比賽練習球 

每天至少提供與比賽相同製造商的三個舊球來做為練習球。從比賽開始的第一天起，

選手就可以免費獲得。 

在超級系列賽和大師賽中，每天至少要提供六個練習球給選手。 

(j) 比賽中間的休息時間 

除非天氣或其他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導致賽程中斷，否則每天，應安排 多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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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單打比賽和一級雙打比賽，相較於前一天、或 後一場比賽結束，和下一場比賽

的間隔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如有必要在同一天，安排一場以上的比賽，除非該球員連續兩場進入單打和雙打決賽，

否則應給予以下 短休息時間： 

(i) 比賽時間少於一小時者，休息時間半小時； 

(ii) 比賽時間用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者，休息時間一小時； 

(iii) 比賽時間用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者，休息時間一個半小時； 

(iv) 比賽時間超過兩個小時者，休息時間兩個小時。 

如果參賽者，因雨或其他合理因素，被中斷比賽半小時以上，比賽的時間長度，會自

中斷後重新開始比賽的那一刻再計起。 

如果參賽者被中斷比賽半小時以內，比賽時間長度將包含被中斷的時間，自比賽開始

的第一球算起。 

在個人賽三盤比賽中的第二盤不會有休息時間，除非氣候極度不良嚴重影響比賽狀

況。 

(k) 醫療狀況 

請見附錄 A 中完整的醫療狀況規定。 

(l) 球場保護 

裁判長可以自行判定球場是否遭受損害。要檢驗以下幾點會損傷到球場的行為： 

(i) 輪椅的腳踏板 

(ii) 輪椅的前輪 

(iii) 輪椅的後防傾倒輪，防止後傾的支柱輪。 

(iv) 輪椅的後輪胎 

需要求球員使用不會損壞球場表面的無痕輪胎。由裁判長決定給予合理的時間來修正

違規情況。否則盤這會成為判定失格的依據。 

(m) 輕型輪 

比賽中，選手禁止使用輕型輪。 

(n) 極端氣候狀況 

(i)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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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高溫條件：更改比賽 

更改比賽標準的定義是，當場上的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達到或超過 28.0°C（82.4°F）時。如果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無法測量溫度，則應使用下圖計算熱指數，並且更改比賽標準定義為：當熱指

數達到或超過 32.2°C（90.0°F）時。 

極度高溫條件：暫停比賽 

暫停比賽標準的定義是，當球場上的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達到或超過 30.1°C（86.2°F）時。如果無法測量溫度計（WBGT；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的溫度，則應使用下表計算熱指數，並且將暫停

播放標准定義為，當熱指數達到或超過 34.0°C（93.2°F）時。 

極度高溫條件：立即停賽 

立即停賽標準是指當場上的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達

到或超過 32.2°C（90.0°F）時。如果無法測量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的溫度，則應使用下表計算熱量指數，並將立即停止比賽標準，

定義為當熱量指數達到或超過 40.1°C（104.2°F）時。 

 

(ii) 測量程序 

裁判長、賽會主管、ITF 主管或他的代理人，一天內至少要根據溫度計（WBGT；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或是熱指數，測量三次溫度；所有的數據都要公

布再裁判長或是 ITF 主管的辦公室。理想上， 好是每兩個小時測量一次，

少要有三種數據，要根據下面的時間執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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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前三十分鐘； 

 當天賽事進行到一半時； 

 每天 後一場比賽前，或是下午進行的第一場比賽。 

溫度計（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的溫度或者是熱指數，應該要

在下面這個環境再測量一次： 

 在任何暫停的比賽之後； 

 由裁判長、比賽主管或是 ITF 主管自行評估，並由比賽指定的醫生及運動

物理治療師共同協商。 

現今版本的「ITF 網球比賽推薦的健康護理標準指南」提供了有關溫度計（WBGT；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和熱指數測量的詳細信息。 

(iii) 極度高溫條件：更改比賽 

當極高溫條件出現時，需修改比賽標準時，正當在開始比賽或是重新比賽之前，

應遵循以下（iv）小節中所列出的程序。 

如果天氣出現變化，且發生極度高溫情況，正當比賽進行，需進行修改比賽標

準時，則根據上述（ii）小節、下述（iv）小節中的程序，做出修改比賽決定。

以定期監控，來確認每個球場，皆已進行修改比賽的動作，包括已經在進行的

比賽。當已經通知有極端氣候情況發生，已達變更比賽的標準，主審或巡場裁

判必須在下一次變化結束之時，或是盤與盤之間的休息時間，告知參賽者們。 

如果天氣出現變化且發生極度高溫情況，已不需要修改比賽標準時，根據上述

（ii）小節的規定，由設置的定時監控來決定已經發出修改比賽的通知，已經

進行中的比賽，應該要根據下述（iv）小節所訂立的程序，繼續比賽，直到完

成比賽或者被終止。 

(iv) 變更比賽的程序（單打賽及雙打賽） 

如果一名或多名球員要求休息，從球員到達指定的休息區開始，計算十五分鐘

為休息時間，從比賽的第二盤到第三盤間進行（三盤兩勝制賽事）。如果沒有

球員要求休息，則比賽繼續進行。 

但是，如果在暫停比賽後恢復比賽，且在暫停比賽之前完成了一盤比賽（僅三

戰兩勝搶七局的比賽中），15 分鐘的休息將不會再被允許使用。除非是由裁判

長、比賽主管或 ITF 主管決定。 

裁判長、比賽負責人或 ITF主管，在與比賽指定醫生或運動物理治療師協商後，

可以選擇將比賽的開始時間，往後推遲到不再符合「極端高溫條件：變更比賽

標準」的時間。在炎熱的天氣裡，建議比賽安排在早上和下午或晚上。 



31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 

 教練不可指導。 

 醫療評估：不允許傷停時間或者是治療，除非由裁判長或 ITF 主管同意。

這是因為要求指定醫生和理療師的職責是在主審。這是因為，通常只限

於在場上向主審提出需要比賽醫生和運動物理治療師的請求，或在第二

盤比賽結束之前取得同意（三戰兩勝制），才可以要求比賽醫生或運動物

理治療師的協助。但是，允許參賽者在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內，接受比賽

醫生或運動理療師的協助、醫療設備或醫療建議的調整。 

15 分鐘休息時間結束後，隨即應： 

 任何在恢復比賽時的延遲，會被處理「時間違規」（警告，只有罰分的選

項） 

 不允許有額外的熱身時間 

 選手不會被允許任何的醫療評估。除非是裁判長或設 ITF 主管同意，否則

不會有傷停時間或者是治療， 

連續休息：極度天氣條件致使比賽變更，而且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是不會與

去洗手間的暫停時間、換衣服的暫停時間連續發生。 

(v) 極度高溫條件：暫停比賽（單打賽及雙打賽） 

在比賽開始或恢復比賽之前，發生極端高溫情況，導致暫停比賽標準時，應繼

續進行暫停比賽的開始或重新開始，直到暫停比賽標準中不再有極端高溫情況

的發生。如果在滿足極端高溫條件條件時，正在進行比賽，則應在一局比賽結

束時暫停比賽。一旦不再符合極端高溫條件所導致的暫停比賽標準，合理上，

裁判長或 ITF 主管應告知比賽時間。 

(vi) 極度高溫條件：立即停賽（單打賽及雙打賽） 

比正在進行中時，發生極度高溫條件，導致應馬上停止比賽，比賽應當立即停

止。 

(vii) 一般規定 

多肢障礙組的比賽中，應在球場提供陰涼的遮蔽處及冰桶。多肢障礙組的選手

可以接受協助將水噴在他/她的臉上。 

(viii) 閃電 

ITF 主管或其指定人員，負責監控當地閃電的發生。當雷暴即將來臨時（例如，

如果看到閃電並且在 30 秒或更短時間內發生雷聲），ITF 主管有權暫停比賽。

建議每個現場人員立即尋求適當的庇護所。在發生雷擊的可能性之前，不應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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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比賽（作為指導原則，應在至少看到 後一次雷擊，並聽到 後的雷聲之後

至少 30 分鐘）。「ITF 網球比賽建議的醫療保健標準指南」提供了有關雷暴和閃

電的其他信息。 

P. 比賽形式 

(a) 所有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一級和二級比賽與青少年賽，將根據網球規則來進行比

賽。 

(b) 所有單打賽是應該是三盤兩勝制。 

(c) 雙打比賽的形式有下列幾種： 

(i) 帕奧會、ITF 超級系列賽和大師系列賽： 

(ii) 大滿貫： 

(iii) 世界盃團體賽： 

(iv) ITF1、ITF2、ITF3 比賽和未來賽； 

(d) 除以下另有規定外，所有比賽（單打和雙打）均使用優勢計分。 

(e) 在比賽前提前告知，且 ITF 提前同意，替代計分方式可以被當作傳統計分方式的替代品。

一旦比賽中，一個級別是採用這種系統，就必須使用在此級別所有賽事上。以下是同意以

替代計分方法，來當作傳統計分系統的替代短盤制 

(ii) 勝負決勝局 Tie Break（7 分制） 

(iii) 勝負決勝局（10 分制） 

替代計分系統的釋義請見 2020 網球規則的附錄 V。 

(f) 所有希望參加安慰賽的選手們，都要先現場簽到報名安慰賽。安慰賽的形式與前述抽籤所

描述的相同，包括第 R條規則「種子球員」和第 U 條的「製作籤表」所敘述的種子球員和

缺賽者的空缺。 

(g) 如果一級比賽中只有五個或更少的單打選手，則要求比賽，使用小組循環賽的形式。名次

是否取兩名選手，由賽會自行裁決，但必須事先宣布。對於所有安慰賽的比賽，都要求使

用淘汰賽形式來進行。 

如果雙打比賽少於五隊人馬，比賽會建議以單淘汰的形式進行。 

(h) 如果由於不可預見的延誤，而導致球場空缺成為問題，裁判長有權修改比賽形式，以確保

比賽按時結束。可以使用 No‐Ad、決勝局或勝負決勝局。強烈建議在一級比賽中，先告知

核准改變的比賽形式。如果出現不可預期的延誤，以一級比賽為優先。 

大滿貫賽事，可根據需要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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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循環賽 

(i) 平盤時，依以下作法勝出： 

 如果有兩個參賽者或是團體，在完成小組循環賽後，因平局而有相同的輸

贏紀錄點數，那會以以下方式勝出： 

o 兩個參賽者或團體在平局時的交手紀錄為優者，勝出。 

 如果有三個或者是以上的參賽者或團體，有相同的點數，則依照下面的順

序： 

o 沒有參加，所有循環小組的賽事，將先自動被淘汰 

o 比賽中 高勝率者 

o 所有比賽中所贏盤數比率 高者 

o 所有比賽中所贏局數比率 高者 

o 依參賽者或隊的種子排名 

o 抽籤決定 

o 當有三個參賽者或隊處於平分的狀況下，交手紀錄不會在循環小組賽

中拿來當作勝出的參考依據。 

(ii) 在採用上述平局決勝程序時，就第 P 條規定中的(i)‐1.a~b 而言，行為失格或退賽的

球員的比賽應視為直接贏或輸。但是，在失格的球員或隊的比賽，輸贏不在第 P

條規定中的(i)‐1.b 與(iv)的適用範圍內。如果比賽指定醫生運動物理治療師確定該

退賽球員或其團隊，能夠以專業水平進行比賽，則退賽球員或其團隊仍可繼續參

加比賽。 

(iii) 如果球員或團隊在比賽開始日期之前，退出比賽或缺席，則該球員或隊將被取消

比賽資格，他/她/他們從比賽中，獲得的所有成績均不予計算。 

(iv) 在第一輪比賽後，退出循環賽的任何球員或隊，將無資格參加淘汰賽。 

(j) ITF 建議參賽者一天 多不要參加超過兩場比賽。如果一天必須參加三場比賽，會建議比賽

安排一場單打加兩場雙打賽。在賽事中，一個參賽者如果被要求，一天內參加兩場或以上

的個人賽，且包含安慰賽，則會同意使用替代計分方法。 

(k) ITF 建議參賽者，要優先於雙打賽，先安排好單打賽的賽程。不論是一級、二級還是安慰賽。 

(l) 贊助者和轉播，不得影響比賽的賽程表，例如:雙打賽早於個人賽。 

Q. 籤表人數 

ITF 輪椅網球排名積分，將根據 ITF 輪椅網球網站上公佈的籤表人數來授予。ITF 有權在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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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籤表人數的多寡。 

(a) 一級比賽：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 

以下敘述是關於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所有比賽： 

(i) 單打賽 

排名是一個完整的名單， 高排名的選手報名進入比賽後，需填入由 ITF 決定的宣

傳籤表人數。取得一個設定好 多的外卡及替補卡的人數。依據上周的輪網球單

打排名，決定是否報名進入一級比賽和種子球員身分。 

(ii) 雙打賽 

高排名的隊伍，會在比賽的第一天抽出，並安排進入由 ITF決定的宣傳籤表人數。

已以可取得 大外卡人數。連結上周網球雙打排名，決定是否報名進入一級比賽

和種子球員身分。 

雙打隊伍，將以以下方法來選擇： 

 組成雙打的兩個選手的輪椅網球排名，結合兩個選手的排名來排名。如果有

兩個雙打隊伍的組合排名是一樣的，則由一組裡面有一位較高雙打排名的選

手優先被接受。 

 組成雙打的其中一位有輪椅網球排名的選手，而另外一名沒有排名，會依照

有排名的選手來排名。如果一樣會用抽籤來決定。 

 如果組成雙打的兩位選手，都沒有輪椅網球的排名，排名的順序會用抽籤決

定。 

進入一級比賽的單打選手，並不會自動報名進入雙打比賽的一級比賽中。 

(b) 二級比賽：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 

以下敘述是關於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所有比賽： 

(i) 單打賽 

選手沒有進入一級比賽者，則會進入二級比賽。ITF 根據 小籤表人數來安排。在

ITF 確定之下，ITF 允許增加籤表人數，雖然這些增加的籤表人數，會因此而獲得積

分。報名二級比賽及種子身分，將由上周的單打排名來決定。 

(ii) 雙打賽 

沒有進入一級比賽的隊伍，則會進入二級比賽。ITF會決定好一組 小的籤表人數。

ITF 允許增加籤表人數，雖然這些增加的籤表人數，會因此而獲得積分。判定報名

進入二級比賽和種子球員，是根據上周的組合雙打排名。為了有足夠的隊伍數，

可以構成一個籤表，ITF  3 的比賽和未來賽的一級雙打比賽和二級雙打比賽可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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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然而，雙打排名積分，只會給予有對外宣傳的籤表上的隊伍，和以 小抽籤

數四隊的隊伍。 

進入一級比賽的單打選手，並不會自動報名進入雙打比賽的一級比賽中 

(c) 籤表人數類型 

籤表人數根據類別而且不同，以下表說明： 

(i) 男子單打和雙打：一級和二級比賽 

男子單打賽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8  8  8  ‐  ‐  ‐ 

大師賽  32  32  32  16  16  16 

ITF 1  32  32  24  16  16  16 

ITF 2  16  24  16  16  16  16 

ITF 3  16  16  16  16  16  16 

未來賽  16/24/32  16/24/32 16/24/32 16  16  16 

 

男子雙打賽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4  4  4  ‐  ‐  ‐ 

大師賽  16  16  16  8  8  8 

ITF 1  16  16  12  8  8  8 

ITF 2  8  12  8  8  8  8 

ITF 3  8  8  8  8  8  8 

未來賽  8/12/16  8/12/16  8/12/16  8  8  8 

(ii) 女子單打和雙打：一級和二級比賽 

女子單打賽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8  8  8  ‐  ‐  ‐ 

大師賽  24  24  24  16  16  16 

ITF 1  24  24  16  16  16  8 

ITF 2  ‐  ‐  ‐  ‐  ‐  ‐ 

ITF 3  ‐  ‐  ‐  ‐  ‐  ‐ 

未來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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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雙打賽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4  4  4  ‐  ‐  ‐ 

大師賽  12  12  12  8  8  8 

ITF 1  12  12  8  8  8  8 

ITF 2  ‐  ‐  ‐  ‐  ‐  ‐ 

ITF 3  ‐  ‐  ‐  ‐  ‐  ‐ 

未來賽  ‐  ‐  ‐  ‐  ‐  ‐ 

(iii) 多肢障礙組單打和雙打：一級和二級比賽 

多肢障礙組單打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4  ‐  4  ‐  ‐  ‐ 

大師賽  24  24  24  16  16  16 

ITF 1  16  16  16  16  16  8 

ITF 2  ‐  ‐  ‐  ‐  ‐  ‐ 

ITF 3  ‐  ‐  ‐  ‐  ‐  ‐ 

未來賽  ‐  ‐  ‐  ‐  ‐  ‐ 

 

多肢障礙組雙打 

  一級比賽  二級比賽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美洲  歐洲非洲  亞洲大洋洲

大滿貫  2  ‐  2  ‐  ‐  ‐ 

大師賽  12  12  12  8  8  8 

ITF 1  8  8  8  8  8  4 

ITF 2  ‐  ‐  ‐  ‐  ‐  ‐ 

ITF 3  ‐  ‐  ‐  ‐  ‐  ‐ 

未來賽  ‐  ‐  ‐  ‐  ‐  ‐ 

附註： 

1. 上述籤表指定的人數，是經由設定好的籤表人數。一級單打比賽的籤表人數

是不可以增加的，除了大滿貫賽事外，大滿貫賽事組織會自行決定。 

2. 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 ITF 2 比賽、ITF 3 比賽、未來賽比賽的單打和雙打籤表人

數，和男子在在未來賽單雙打籤表人數，是跟續比賽來設定的且由 ITF 同意。 

3. 第二級比賽的籤表人數，是可以增加的。 

4. 僅透過設定的籤表人數來宣布輪椅網球排名積分。 

5. 如果二級輪椅網球單雙打比賽，比賽人數少於五人，可以舉辦會外賽來讓選

手有資格可以進入一級比賽。在一級比賽中排名較低的選手，要和須經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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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來獲得資格進入一級比賽的參賽者，抽籤後進行賽內賽。在賽內賽輸的一

方，會得到一分積分，然後有機會進入一級比賽的安慰賽。 

6. 男子單打一級比賽所有賽事，需要有 少五個選手，可以得到排名積分。 

7. 男子一級雙打比賽和女子和多肢障礙組一級單打所有賽事，分別 少需有四

個雙打隊伍，或四個參賽者可以得到輪椅網球排名積分。 

8. 女子和多肢障礙組在超級系列賽、ITF1、ITF2和 ITF3的一級雙打比賽所有賽事，

需 少需要四個雙打隊伍，可以得到雙打排名積分。未來賽則 少需有三個

隊伍可以得到雙打平名積分。 

9. 大滿貫給予，男女單打賽事前八名及多肢障礙組前四名積分，除非 ITF 有其他

的決定。 

10. 大滿貫給予男女雙打賽事前四名及多肢障礙組前兩名積分，除非 ITF 有其他的

決定。 

11. 帕奧會男子單打籤表需要有 56 名選手。帕奧會女子單打籤表需要有 32 名選

手。多肢障礙組單打的籤表人數，需要有 16 名選手。 

(d) 安慰賽 

要求比賽為所有輸掉首場比賽的選手，安排安慰賽。如果參賽者，已經通過排位賽抽籤取

得資格，然後又輸掉了在一級比賽的第一場賽事，那麼他們就有資格參加安慰賽。如果選

手在一級比賽棄賽，則沒有資格進入安慰賽。 

比賽和參賽者都有責任，校對籤表中是否有足夠的選手，來獲得輪椅網球排名積分。希望

參加安慰賽的參賽者，必須預先登錄安慰賽。參賽者沒有義務參加安慰賽。在任何情況下，

未登錄比賽的選手是不會在安慰賽籤表中的。在超級系列賽和未來賽賽事中，男子、女子

和多肢障礙組的安慰賽冠亞軍者會得到積分。進入超級系列賽的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

的安慰賽半準決賽，是不會得到輪椅網球排名積分。 少有四名選手可以獲得積分。行為

守則在安慰賽中同樣必須強制遵守。 

(e) 會外賽 

如果二級比賽的單打球員少於五個，而雙打比賽的球隊少於五個，則應進行會外賽，以晉

級一級比賽。一級比賽中中排名 低的選手，應與將參加會外賽的二級選手，一同參與會

外賽。會外賽中的輸掉比賽的參賽者將獲得 1 分積分，並且可以選擇參加安慰賽。 

有關如何進行資格預賽的抽籤的詳細信息，請參閱規則的「進行抽籤」。 

(f) 太晚退賽 

裁判長必須將任何太晚退賽的情況通知 ITF。 

如果在賽會的兩週內退賽，影響了單打或雙打抽籤，所需的 少選手人數，在裁判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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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有關退賽情況前提下，排名積分將分配到這個籤表內。 

R. 種子球員 

所以比賽要有種子球員籤表，種子球員根據下面的規定認定： 

(a) 種子球員名單 

種子球員並非制式的，抽籤之後才會由裁判長確定。從比賽那周的禮拜一的輪椅網球排名，

來排定一級比賽、二級比賽和安慰賽的種子球員。裁判長對所有級別比賽的種子球員，有

決定權。 

(b) 種子球員人數 

參賽者或雙打隊伍的種子球員或隊伍數數依下列所示： 

參賽人數或              種子球員數 

雙打隊伍數 

================================================= 

4‐8                    2 

9‐16                    4 

17‐32                   8 

33‐64                   16 

參賽者的種子球員數，須依據實際參賽的籤表人數，而不是設定好的籤表人數。 

(c) 單打賽 

有相同排名的各參賽者，需要用抽籤決定種子排名。 

(d) 雙打賽 

雙打的種子排名需要，結合同一隊的另一位參賽者的個人雙打排名。排名越低的的一隊選

手，種子排名就越後面，以此類推。如果兩個雙打隊伍有相同的排名，一對雙打選手裡的

其中一個人雙打排名較高，將會優先被當成種子。 

頂級選手有頂級選手的限制規定，如果他們的個人排名，掉出限制的排名之外。外卡（單

雙打） 

由比賽總監或比賽委員會全權酌情決定，是否將外卡發給參賽者。外卡的數量，將根據以下示

訂好的籤表人數的多寡分配。如果更改了籤表人數，將根據下述已公佈的籤表人數來分配外卡

數量。 

對於受頂級選手限制的頂級選手，如果他們的單打排名，在報名截止日期後的任何時間都掉出

限制排名外，則要持外卡參加比賽。 

除非附錄 C 的 IV(c)允許，如在此賽事的退出期限後，又向另一賽事報名的選手，可不發給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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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升級卡（限個人賽） 

升級卡會發給二級比賽勝出的參賽者。參賽者可以用升級卡進入即將開始的一級比賽。與參賽

者在二級比賽中贏得的比賽相比，等級可能較低、同等級或者是較高等級。 

未來賽二級比賽勝利者  →  升級卡可使用在未來賽跟 ITF 3 比賽 

ITF 3 二級比賽勝利者  →  升級卡可使用在未來賽、ITF 3、ITF 2 的比賽 

ITF 2 二級比賽勝利者  →  升級卡可使用在未來賽、ITF 3、ITF 2、ITF 1 的比賽 

ITF 1 二級比賽勝利者  →  升級卡可使用在未來賽、ITF 3、ITF 2、ITF 1 和大師系列賽的比賽 

大師系列賽二級比賽勝利者  →  升級卡可使用在未來賽、ITF 3、ITF 2、ITF 1 和大師系列賽的比

賽 

同一場比賽，會有一定數量的參賽者，申請使用升級卡，主辦單位，必須在報名截止日時，接

受 高排名的選手。參賽者，必須在比賽勝出後的六個月內使用升級卡。 

比賽截止日前，一定要發給升級卡，但外卡可以以後再分配。比賽截止日時，必須要通知 ITF

升級卡的使用。 

如果沒有人索取升級卡，將由在單打排名名單上下一個參賽者補上。只有一張升級可會被分配。 

升級卡，不可以被用來進入大滿貫、個人大師賽或者是帕奧。 

U. 進行抽籤 

有資格的裁判長進行單打、雙打、一級比賽、二級比賽和安慰賽的籤表。一級比賽跟二級比賽

的抽籤，要公開地在開始比賽的前一天完成，且至少要有一位參加這個比賽的參賽者出現在抽

籤的現場。當登錄完成之後，安慰賽就必須要依照一二級比賽同樣的抽籤程序，完成抽籤。 

如果在一級比賽中沒有填寫參賽者的排名，且有兩個以上沒有排名的參賽者，這些參賽者就要

抽籤來參加預選賽。 

一級比賽、二級比賽和安慰賽的抽籤依照下述進行： 

設定好的籤表                外卡的數量 

======================================================== 

32                      4 

24                      4 

16                      2 

12                      1 

8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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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種子在籤表的第一個籤的位置，第二種子則有不同位置：在第八個籤的位置（有八個

參賽者）、在第十六個籤的位置（有十六個參賽者），在第三十二個籤的位置（有三十二個

參賽者） 

(b) 接下來確定其他剩餘種子球員的位置。先安排一對參賽者的兩個籤出來（種子三和四），

再以四個參賽者為一組來安排（種子 5‐8、9‐12和 13‐16），如下所示： 

種子排名  16 籤的位置  32 籤的位置  64 籤的位置 

3、4  5、12  9、24  17、48 

5、6、7、8    8、16、17、25  16、32、33、49 

9、10、11、12    9、25、40、56 

13、14、15、16    8、24、41、57 

(c) 輪空 

如果有人缺賽，應該把輪空位置，依照順序提供給種子球員，如此抽籤時，輪空的位置才

可以構成一個籤，同時也可以讓籤表的每個區塊平均分配。 

(d) 會外賽 

在二級比賽中，當單打參賽者或雙打隊伍少於五個（組），賽外賽將會出現，讓選手來爭

奪進入一級比賽的資格。在一級比賽中，排名 低的選手會被安排和這些選手比賽。 

一級比賽仍要如上所描述，但要將 低排名的選手或隊伍（被要求參加預選賽）在籤表所

在位置的名字，改成「有資格者」。 

以抽籤的方式來進行會外賽。 

當會外賽的結果出爐後，成功進入有資格的選手，會再次抽籤，來把他們的名字，從賽程

表 上面開始往下，依序填入賽內賽的位置。   

輸掉預選賽的選手，可以接受有一分的積分，和可以選擇參加一級比賽的安慰賽。 

V. 更改籤表 

(a) 種子球員缺賽 

如果一級比賽的種子球員在籤表產生後、公告籤表表前退賽，這個空缺，將由下一個有資

格成為種子球員的人替補。排名 高的二級比賽的球員，可以做這名替補。 

(b) 籤表有誤 

跟據規則裡的規定，需致力於確保籤表正確無誤。然後，錯誤還是不可避免。裁判長要根

據下面的原則，做出 後且有約束力的決定。備註：當籤表上的比賽已經開始進行的時候，

就不可有任何改變。 

(c) 錯誤的種子球員 

如果某位球員的種子身分錯誤，並且在更正的強況下，僅影響一名其他選手在對戰表中的



41 
 

位置，做法應是將兩名球員換掉。在這種情況下，籤表表無需重抽。如果某個球員的種子

身分錯誤，且更正會影響到兩名或兩名以上的選手時，在籤表中的位置，則必須重新抽籤。 

(d) 包含或未納入球員 

如果選手未填寫是否接受參加比賽的確認書，也未被包括在對戰表中，而籤表因此而發生

錯誤，則不需變更籤表。但如果一位選手，因比賽委員會或裁判長的疏失，導致沒有被納

入賽程表中，那這位球員需要跟據規則 U  「進行抽籤」，來安排在 後一個缺賽的位置，

但前提是必須要有人缺賽。如果賽程表是完整的 8 籤、16 籤、32 籤或 64 籤，那賽程表必

須要重新抽籤。如果一位選手，因比賽委員會或裁判長的錯誤，被包含在籤表中，那這位

選手應該要從籤表中抽出。   

(e) 退賽 

在雙打賽中，一隊退賽的隊伍，在「行為守則」允許的情況下，還是會允許給與上一輪比

賽的雙打排名積分和獎金，除非退賽選手是在當天或之前，退出他/她的單打比賽。單打賽

中，在「行為守則」允許的情況下，選手退出比賽，還是會給予選手晉級的級數所屬的單

打排名積分及獎金。 

出於本規則的目的，即使因對手受傷或違反「行為守則」而贏得比賽，這場比賽是有效的。

一位選手如果退賽，或直接沒有出現參與第一場比賽，則排名積分和獎金是不會給予這位

選手的。如果一位選手，一次或連續缺賽，或者是退出第一場比賽，同樣不會給予其排名

積分和獎金。 

(f) 幸運失敗者 

幸運失敗者意思是選手已經於會外賽輸掉，當球賽（指第一輪）開始的時候，隨後有單打

或雙打的一級比賽出現空缺，則可以補上幸運失敗者。「幸運失敗者」應照下面的規定和

進行選擇： 

(i) 單打賽中，具有單打輪椅網球排名，或雙打賽中具有雙打輪椅網球排名的個人選

手或團隊，進行隨機抽籤，或 

(ii) 由沒有排名的選手中，進行隨機抽籤。 

W. 獎金 

每場比賽的選手應根據其表現獲得回饋，在每個比賽期間或是結束時，發放現金。選手不應收

受其他現金或者是有價值之物，除非是業餘或專業費用。發放獎金只能用於比賽。 

下表是要求的 低獎金（美金）等級： 

大滿貫  大師系列賽  ITF 1  ITF 2  TIF 3  未來賽 

待確認  45,000  32,000  22,000  14,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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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要求 

(a) 輪椅網球所公布的總獎金應全數發放。 

(b) 關於獎金如何劃分的資訊，應公布在比賽說明書內。任何會因此而產生的稅金，也應一同

在比賽說明書內說明。ITF 僅公布給予一級比賽的獎金總額。 

(c) 有關獎金的分類與劃分的訊息，應以以下方式提供給參賽者： 

(i) 參賽者的訊息包中。 

(ii) 比賽開始前。 

(iii) 在賽會辦公室展示。 

(iv) 在比賽程序中。 

(d) 在比賽結束後，每個比賽都需要有獎金報告，發布實際獎金的總額、如何分配還有選手們

獲得多少獎金。 

(e) 在公布獎金之後，不允許減少獎金。如果有誤，獎金的分配可以改變。在公布獎金金額之

前，主辦單位可以扣除適當的稅金。或者，主辦單位可以在報名表，和比賽說明書上申明，

適用的國家稅法。 

(f) 沒有達到 低數量的參賽者，或者是隊伍的情況下，是不會提供輪椅網球排名積分和獎金

的。 

(g) 獎金應當在比賽結果出來之後，馬上發給。 

(h) 主辦單位應該要提供認可的文件，詳細說明分配給選手們的獎金金額。 

(i) 當獎金自選手處扣留時，會保留在主辦單位。 

(j) 獎金應當場以現金、支票，或是結束比賽後，馬上以銀行轉帳支付。現金支付獎金，必須

要以美金或是當地的貨幣支付。銀行轉帳必須要以美金支付，除非在比賽四個月前，以書

面的形式，並在付款前，得到 ITF 的認可，就可以使用其他貨幣轉帳支付。 

如果要以當地的貨幣支付，匯率以主辦單位，根據比賽前六個月的平均值的匯率來進行。

如果在比賽開始前七天的星期一，官方 ITF 匯率上下波動了百分之五或以上，那麼該匯率

應進行調整，向上或向下如下： 

匯率波動  調整匯率 

少於 5%  不變動 

介於 5‐10%中間  調整 5% 

超過 10%  受波動的匯率的一半 

*例如，如果波動的匯率是比認定的匯率增加 11%，則匯率將會往上調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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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選擇，以特定非美金的貨幣支付獎金的比賽，應從 ITF 獲得上述認定的官方匯率，並

應使用該匯率。 

(k) 比賽的總獎金，必須根據一級比賽的單打賽中的選手人數，按比例分配給男子，女子和多

肢障礙組比賽。 

(l) 二級比賽沒有獎金。 

(m) 如果因惡劣的天氣而無法完成比賽，則獎金加總後，平均分配給尚有賽程的選手。 

獎金分配比例 

當已經決定好，如何獎金分配給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則 80%的獎金分配給單打比賽，

20%分配給雙打比賽。 

單打比賽 

每輪比賽佔總獎金的比率（%） 

賽程表人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16  1/32  1/64 

4  36  18  13         

6  30  16  11  6       

8  24  12  9  6.5       

12  22  12  8  5  2.5     

16  20  10  7  4  2.5     

24  18  10  6  3.5  2  1.25   

32  16  8  5  3  1.75  1.25   

48  14  8  4  3  1.5  1  0.625 

雙打比賽 

每隊比賽佔總獎金的比率（%） 

賽程表人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16  1/32  1/64 

2  14  6           

3  12  5  3         

4  9  4  3.5         

6  8  4  2.5  1.5       

8  7  3  2.5  1.25       

12  6  3  2  1  0.75     

16  5  2  1.5  1  0.75     

24  4  2  1.5  1  0.5  0.375   

附註：如果在一個籤表的的比賽沒有舉行的情況下，原本已分配給此籤表的比賽獎金的 80

％或 20％獎金，必須收回重歸，再重新按比例分配總獎金，分給確認會舉辦比賽的其他賽

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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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舉辦單打比賽或雙打比賽 

這個情況是只有單打比賽舉辦，又或只有雙打比賽舉辦，獎金將會按照下表分配： 

每輪比賽佔總獎金的比率（%） 

賽程表人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16  1/32  1/64 

4  45  25  15         

6  40  20  13  7       

8  30  14  12  8       

12  28  12  10  6  4     

16  26  12  9  5  3     

24  22  10  6  4  3  2   

32  18  8  5  3  2.5  2   

48  14  6  4  3  20.5  1.5  1 

 

X. 輪椅網球排名系統 

輪椅網球排名系統，包括單打和雙打排名。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運動員在一級比賽中的

單打和雙打、安慰賽和二級比賽中，獲得輪椅網球排名積分。青少年僅能從一級比賽的單打和

雙打，獲得輪椅網球排名積分。 

輪椅網球排名，是通過結合 52 週所獲得，而後累積的積分進行合併而得出的： 

(a) 男子排名 佳九項賽會、 

(b) 女子排名 佳八項賽會，和 

(c) 多肢障礙組排名 佳七項賽會。 

為維持輪椅網球排名，所有選手應該要完成至少兩項賽事，且從此兩項賽事中取得積分。 

青少年輪椅網球排名，是由 25%來自合格的成人輪椅網球排名積分，加上所有青少年青少年輪

椅網球積分。為維持輪椅網球排名，一位選手至少要完成一項賽事。 

輪椅網球排名，可以透過以下合格取得積分的賽事，對戰來獲得： 

大滿貫 

(i) 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的一級比賽，包含單打和雙打。 

超級系列賽和 ITF 1 未來賽 

(i) 男子單雙打一級比賽。 

(ii) 多肢障礙組和女子一二級比賽（如適用）的單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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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一級比賽的單打安慰賽贏家、亞軍和四強賽只會在超級

系列杯中出現。 

大師賽 

(i) 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比賽，包含單打和雙打。 

(ii) 青少年單打比賽。 

世界團體盃賽 

(i) 決賽和分區資格賽。 

(ii) 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單雙打賽事。 

(iii) 根據對手在輪椅網球的排名來給予積分，在規則第十一章的規則 G 有詳述。 

積分分配 

除了世界團體盃賽 

(i) 根據比賽晉級第幾輪，來獲得積分。 

(ii) 輸掉預選賽可以獲得一個積分。 

(iii) 輸掉首輪可以獲得兩個積分。 

(iv) 如第一輪對手缺賽，在進入第二輪輸球，則可以得到兩個積分。 

(v) 如果第一輪對手棄賽，但進入第二輪時輸球，則可以得到第二輪的積分。 

(vi) 選手在第一輪未現身的行為，將不會獲得任何積分與獎金。 

(vii) 雙打賽的積分不會被分開。與單打相同，分配相同的積分。 

(viii) 因天氣因素，導致比賽未完成，輪椅網球排名積分，會在加總之後，再平均分配

給當時還留在賽程表上的選手。 

相同排名 

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同排名的選手，同積分的局面可以依下解套： 

(i) 參賽數較少的選手排名會勝出。 

(ii) 如果還是發生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手排名相同，則根據已獲得積分的比賽等級來

隊選手排名，例如超級賽和 ITF 1 的比賽會獲得較高的認同。 

輪椅網球排名積分 

(a) 一級比賽（單打和雙打）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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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24/32  64  會外賽

超級系

列賽 

64/56  750  525  336  186  103  55  2   

32  650  456  292  162  90*  2    1 

24  485  340  218  121  67*  2    1 

ITF 1 

32  335  235  151  84  47*  2    1 

24  325  228  146  81  45*  2    1 

16  315  221  141  78*  2      1 

12  305  214  136  75*  2      1 

8  295  207  131*  2        1 

ITF 2 

24  220  154  99  55  29*  2    1 

16  195  137  88  49*  2      1 

12  170  119  77  43*  2      1 

8  145  102  66*  2        1 

ITF 3 

16  120  85  55  30*  2      1 

12  95  67  43  24*  2      1 

8  70  49  31*  2        1 

未來賽 

32  95  67  43  24  17*  2    1 

24  70  49  31  23  15*  2    1 

16  55  43  29  20*  2      1 

12  50  40  24  18*  2      1 

8  45  32  20*  2        1 

 

女子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24/32  64  會外賽

超級系

列賽 

32  650  456  292  162  90*  2    1 

24  485  340  218  121  67*  2    1 

16  460  322  206  114*  2      1 

12  435  304  194  107*  2      1 

ITF 1 

24  325  228  146  81  45*  2    1 

16  315  221  141  78*  2      1 

12  305  214  136  75*  2      1 

8  295  207  131*  2        1 

ITF 2 

32  245  172  110  61  32*  2    1 

24  220  154  99  55  29*  2    1 

16  195  137  88  49*  2      1 

12  170  119  77  43*  2      1 

8  145  102  6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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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 3 

24  145  102  66  36  18*  2    1 

16  120  85  55  30*  2      1 

12  95  67  43  24*  2      1 

8  70  49  31*  2        1 

未來賽 

32  95  67  43  24  17*  2    1 

24  70  49  31  23  15*  2    1 

16  55  43  29  20*  2      1 

12  50  40  24  18*  2      1 

8  45  32  20*  2        1 

 

多肢障礙組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24/32  會外賽

超級系

列賽 

24  650  456  292  162  90*  2  1 

16  485  340  218  121  67*  2  1 

12  460  322  206  114*  2    1 

12  435  304  194  107*  2    1 

ITF 1 

24  325  228  146  81  45*  2  1 

16  315  221  141  78*  2    1 

12  305  214  136  75*  2    1 

8  295  207  131*  2      1 

ITF 2 

24  220  154  99  55  29*  2  1 

16  195  137  88  49*  2    1 

12  170  119  77  43*  2    1 

8  145  102  66*  2      1 

ITF 3 

16  120  85  55  30*  2    1 

12  95  67  43  24*  2    1 

8  70  49  31*  2      1 

未來賽 

32  95  67  43  24  17*  2  1 

24  70  49  31  23  15*  2  1 

16  55  43  29  20*  2    1 

12  50  40  24  18*  2    1 

8  45  32  20*  2      1 

*表示所告示的積分不適用於雙打賽事。可能會被分配 2 分取代。 

青年賽（只有單打）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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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賽 
男孩  8  40  30  23  12  2   

女孩  4  40  30  15  2     

A 級 

比賽 

男孩 
16  40  30  23  12  1   

8  35  25  18  2     

女孩 
8  40  30  18  2     

4  35  25  18  2     

其他 

比賽 

男孩/女

孩/混和

32  30  24  18  13     

16  25  19  15  12  2  2 

8  20  15  12  2     

4  15  10  2       

 

大滿貫 

男子 

籤表人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8  800  500  375***  100 

女子 

籤表人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8  800  500  375***  100 

多肢障礙組 

籤表人數  冠軍  亞軍  第三名  第四名 

4  800  500***  375  100 

***表示此處所告示的積分不適用於雙打比賽。將在此輪比賽中，以 100 分取代。 

附註：在大滿貫賽事中，外卡選手如淘汰賽第一輪就輸掉比賽，或是沒辦法在循環小組賽

中贏的一場比賽，可以得到兩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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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賽‐單打  &  雙打 

男子   

賽事  籤數  冠軍  亞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小組循環賽 

單打  8  800  500  400  350  200  100 

雙打  8  800  500  400  350  200  100 

女子 

賽事  籤數  冠軍  亞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小組循環賽 

單打  8  800  500  400  350  200  100 

雙打  6  800  500  375  275  100   

多肢障礙組 

賽事  籤數  冠軍  亞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小組循環賽 

單打  6  800  500  375  275  100   

雙打  4  800  500  375  100     

 

(b) 一級比賽安慰賽（只有單打） 

男子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超級系列賽 

16  60  30  15 

12  54  27  14 

8  50  25  10 

ITF 1 

16  45  23   

12  36  18   

8  34  17   

6  32  16   

4  30  15   

ITF 2 

12  20  10   

8  19  10   

6  18  9   

4  17  9   

ITF 3 
8  15  8   

6  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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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  7   

未來賽 

8  12  6   

6  10  5   

4  8  4   

 

女子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超級系列賽 

16  72  36  18 

12  63  32  16 

8  54  27  14 

6  45  23  12 

ITF 1 

16  36  18   

12  34  17   

8  32  16   

6  30  15   

4  28  14   

ITF 2 

16  20  10   

12  19  10   

8  18  9   

6  17  9   

4  16  8   

ITF 3 

12  15  8   

8  14  7   

6  13  7   

4  12  6   

未來賽 

8  10  5   

6  8  4   

4  6  3   

 

多肢障礙組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超級系列賽 

12  72  36  18 

8  63  32  16 

6  54  27  14 

ITF 1  12  3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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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4  17   

6  32  16   

4  30  15   

ITF 2 

12  20  10   

8  19  10   

6  18  9   

4  17  9   

ITF 3 

8  15  8   

6  14  7   

4  13  7   

未來賽 

8  10  5   

6  8  4   

4  6  3   

(c) 二級比賽（單打和雙打） 

男子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超級系列賽  16  80  40  20  10*  2 

ITF 1  16  50  25  13  7*  2 

ITF 2 

16  40  20  10  5*  2 

12  36  18  9  5*  2 

8  32  16  8*  2   

ITF 3 
16  28  14  7  4*  2 

8  24  12  6*  2   

未來賽 
16  18  10  6  3*  2 

8  14  8  4  2   

 

女子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超級系列賽 
16  100  50  25  13*  2 

8  75  43  21*  2   

ITF 1 
16  50  25  13  7*  2 

8  45  22  11*  2   

ITF 2 

16  40  20  10  5*  2 

12  36  18  9  5*  2 

8  32  16  8*  2   



52 
 

ITF 3  16  28  14  7  4*  2 

8  24  12  6*  2   

未來賽  16  18  10  6  3*  2 

8  14  8  4*  2   

 

多肢障礙組 

級別  籤數  冠軍  亞軍  四強賽 八強賽 12/16 

超級系列賽 
16  100  50  25  13*  2 

8  75  43  21*  2   

ITF 1 
16  50  25  13  7*  2 

8  45  22  11*  2   

ITF 2 

16  40  20  10  5*  2 

12  36  18  9  5*  2 

8  32  16  8*  2   

ITF 3  16  28  14  7  4*  2 

8  24  12  6*  2   

未來賽  16  18  10  6  3*  2 

8  14  8  4*  2   

             

*表示，所公布的積分，不適用於雙打比賽。將在此輪比賽中，以 2 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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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輪椅網球大師賽（單雙打及青少年賽） 

A. 比賽 

(a) 名稱 

這個比賽的全名稱為「輪椅網球大師賽」。 

(b) 所有權 

這個比賽的主導權是在「國際網球協會」，並接受其指導及掌握。「國際網球協會」以下簡

稱「ITF」。 

(c) 強制賽事 

單打大師賽對，於那些在報名截止日期前合格的選手來說，是一項強制性的比賽。如果接

受直接進入的參賽者選擇不報名、不參加或以其他方式退出，則他/她將獲得「0」分，並

且該事件，將包括在計算積分的 佳賽事中（男子 9 項，女子 8 項，多肢障礙組 7 項）。 

(d) 競賽 

單打比賽會在報名截止日前，開放給排名前八的男選手、排名前八的女選手，和排名前六

的多肢障礙組的選手。雙打比賽，則會在報名截止日前，開放給排名前八的男選手、排名

前六的女選手，和排名前四的多肢障礙組的選手。單打和雙打大師賽的報名截止日期，和

直接接受日期，定在開始比賽當天的前六週的星期一。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應保留認為合

適的情況下，有改期的權利，並將改變的內容，合理的通知參加者們。所有的選手，必須

要在報名截止日前，將要參加的賽事的報名表，簽好名後，提交出去，以確定可以合格的

參加比賽。 

青年大師賽輪椅網球排名前七名的男孩，和前三名的女孩，是合格的參賽者並 Z 有資格直

接報名。只有一張外卡，會透過輪椅網球委員會，各別發給一位男孩和一位女孩。 

(e) 比賽形式 

這個賽事應該以小組循環賽為比賽形式。八個種子球員的男子、女子單打賽和男子雙打賽

分成四人一組，共兩組進行循環賽。 佳四位/隊的選手進入準決賽。準決賽勝出者將進入

決賽，而輸掉的兩名則進行三四名之爭。 

六個種子球員的女子雙打和多肢障礙組的單打賽，會分成三人一組，共兩組進行循環賽。

小組循環賽後，將勝出四隊 佳選手和隊伍，進行準決賽。準決賽勝出者將進入決賽，而

輸掉的兩名則進行三四名之爭。 

多肢障礙組的雙打賽是，會以四人一組為循環。在這組循環小組比賽後，第一名及第二名

則進入決賽，而三四名則進入三四名之爭。 

青年大師賽也是以小組循環賽為比賽形式。男孩的賽事分成四人一組，共兩組進行循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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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四位/隊的選手進入準決賽。準決賽勝出者將進入決賽。女孩的賽事則是只有四人一組

循環賽，在這組循換小組比賽後，第一名和第二名將進行決賽。 

輪椅網球排名，會依照 新排名來認定種子球員。所有大師賽的比賽（單打與雙打）都是

三盤兩勝，平局決勝制。 

(f) 直接接受 

在報名截止日前，網球輪椅單打排名的前八名男、女子球員，以及前六名多肢障礙組的單

打球員，會以直接接受的資格，進入大師賽單打賽事。 

在報名截止日前，網球輪椅雙打排名的前八名男子隊伍、前六名女子隊伍，以及前四名多

肢障礙組的雙打隊伍，會以直接接受的資格，進入大師賽單打賽事。 

所有直接接受的選手，必須要在以發布的報名截止日前，提交簽好名的報名表，便於主辦

單位排定賽程表。所有接受的選手，應該要參加比賽現場，舉辦的正式的抽籤和媒體會議，

並且完整的完成小組循環賽事，和合格的淘汰賽事。 

(g) 要遵守的規則 

比賽根據網球規則來舉行。適用規則請參閱第九章「進行比賽」的章節。 

(h) 官方活動 

選手必須要參加所有正式的官方活動。沒有參與者，將會被視為「沒有運動家精神的行為」

（Unsportsmanlike conduct），且會因此而違反行為準則。 

B. 比賽的進行 

(a) 循環賽 

(i) 選手會被分為三人一組或者是四人一組。種子一會在第一組，種子二會在第二組，

在根據抽籤分配，種子三四在第一組或者是第二組。後面用一樣的程序重複處理

種子 5‐8。多肢障礙組裡，進入比賽會有四人一組/隊伍，如此只有一組小組循環

賽。 

(ii) 每位選手/隊伍在所屬賽事裡面與其他選手/隊伍在同一組循換賽裡面競爭，並勝出

前兩名選手/隊伍。四名球員/隊伍裡的前兩名選手/隊伍，則進入決賽。 

(iii) 若有平手，需依照以下做法判斷勝出者： 

 如在完成小組循環賽中，兩位選手或兩隊隊伍，因有相同的輸贏紀錄而產生平手，

需依以下作法決定勝出勝出者： 

o 此兩個選手或兩隊隊伍交手勝利者勝出。 

 如果有三個或者是以上的參賽者或團體，有相同的循環賽積分，則依照下面的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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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沒有參加所有循環小組的賽事將先自動被淘汰 

o 比賽中 高勝率者 

o 所有比賽中所贏盤數比率 高者 

o 所有比賽中所贏局數比率 高者 

o 依參賽者或團體的種子排名 

o 抽籤決定 

o 當有三個參賽者或團體處於平盤的狀況下，交手紀錄，從來不會在循環小組

賽中，拿來當作勝出的參考依據。 

 在採用上述平局決勝程序時，就此章第 B 條規定中的(a)(iii)內容而言，行為失格或

退賽的球員的比賽應視為直接贏或輸。但是，在失格的球員或團隊的比賽，其輸

贏不在此章第 B 條規定中(a)(iii)的內容的適用範圍內。如果比賽，指定醫生體育物

理治療師確定該退役球員或其團隊，能夠以專業水平進行比賽，則退役球員或其

團隊仍可繼續參加比賽。 

 如果球員或隊伍退出比賽或缺席整個比賽，則該球員或隊伍，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他/她/他們從比賽中獲得的所有結果均作廢，不予考慮。 

(iv) 在循環賽中，任何因違反「行為準則」被判失格的選手或隊伍，都會失去輪椅網

球大師賽其他比賽的資格，除非： 

 選手或隊伍因不守時或違反「行為準則」裡規定裝備和衣服的規定被判失格； 

 選手或隊伍因醫療狀況的結果而失格； 

 雙打選手因隊友違反規則而導致的失格。 

(v) 在第一輪比賽後，退出循環賽的任何球員或團隊，將無資格參加淘汰賽。 

(b) 淘汰賽 

(i) 在每組循環賽的第一名選手或隊伍，會分開放在準決賽的賽程表上。每組循環賽

的第二名，分開放在準決賽賽程表上，且會跟第一名的形成對手來比賽。 

(ii) 準決賽跟決賽，是以直接淘汰制為比賽形式。 

(iii) 後決賽也會決定第三名跟第四名。 

C. 比賽時的狀況 

請參考第九章規則 O「比賽狀況」。 

D.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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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退出 

(i) 選手或是隊伍報名，如已被接受安排賽程表後，就不該冒著被處罰的風險退出。 

(ii) 選手或是隊伍退出比賽，是受行為準則約束的。 

(iii) 醫療證明，ITF 必須在選手提出因醫療原因退出比賽後的 14 天內，收到選手的醫

療證明。 

(iv) 除此章上述 A(c)規定外，如果有正當理由（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決定），則可以

在比賽的兩週前退賽。未經正當理由退出比賽，可能會使選手或是隊伍被罰款，

並可能在接下來的一年的比賽，被停賽。 

(v) 根據此章規則 A(f)，在正式抽籤和媒體會議開始之前，任何退賽都應由下一位合格

的選手或隊伍代替，並且該選手或隊伍應被視為直接接受。否則，ITF 將做出更換

決定。 

(vi) 根據此章規則 A(f)，在正式抽籤和媒體會議上，沒有出現的任何人，都可以由下一

位合格的選手或隊伍代替，並且該選手或隊伍，應被視為直接接受。否則，ITF 將

做出更換決定。 

(vii) 以直接接受，進入單打大師賽的選手（即使是出於附錄 C 第 IV（b）節中定義的「有

效理由」），將受本章規則 A(c)的規定所規範。 

(b) 候補或替代 

(i) 參加比賽的有次高資格的選手球員或隊伍（在正式抽獎和媒體會議時不是直接接

受者）應指定為候補成員，並替換隨後退出的任何選手或隊伍。 

(ii) 候補選手，有資格參加淘汰賽，並有資格獲得積分和獎金。 

(iii) 如果在第二輪或第三輪循環賽中，插入了候補，則他將獲得任何獎金和贏得的積

分。如果候補替換了在第一輪循環賽中，不參加比賽的球員，則候補將成為直接

接受。 

(c) 行為守則 

根據附錄 C「行為守則」規定，任何違反行為守則的行為，都會被判失格。 

(d) 不遵守規定與規則 

任何不遵守規則和規定的參賽者，或團隊可能會立即被取消比賽資格、被暫停比賽、罰款

或可能被拒絕參加以後的比賽，直到給出遵守規則的保證，並受到本規章中規定的進一步

處罰。 

E. 規則的強制性與規則的爭議 

適用第三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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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特殊狀況 

上述規定，對所有有資格參加比賽的選手或隊伍，具有約束力。在特殊情況下，ITF 董事會可以

取代本條例，並可以在現場，將這一責任，委託給 ITF 執行主任、裁判長和現場的比賽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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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世界盃團體賽規則 

A. 競賽 

(a) 名稱 

這項比賽是國際網球協會的男子、女子、多肢障礙組和青少年組團體冠軍杯，被稱為「法

國巴黎銀行世界盃團體賽」。 

(b) 所有權 

這個比賽的主導權是在「國際網球總會」，並接受其指導及掌握。「國際網球總會」以下簡

稱「ITF」。 

(c) 符合條件的國家 

比賽僅向 ITF 成員國開放。 

(d) 參賽資格與形式 

多 16 支男子球隊、12 女子支球隊、8 支多肢障礙組球隊和 8 支青少年組球隊，可以參

加世界團體冠軍杯的一級比賽。其餘團隊將參加地區資格賽。共有 4 個資格區域：亞洲（包

括大洋洲）、非洲、歐洲和美洲（包括北美及中南美）。 

男子 

(i) 去年度世界杯團體賽的前 10 名的國家，可以直接報名。 

(ii) 透過贏得區域資格賽，有 4 個國家，可以報名進入比賽。如果只有 3 個資格區，

則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酌情決定，將剩餘位置，分配給其他資格區域的一個國

家。 

(iii) 剩下的兩個位置，非配給外卡，一個是主辦國，另外一個是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

酌情決定分配。如果主辦國已經有資格參賽了，ITF 會斟酌，將此外卡發給另外一

個國家。 

女子 

(i) 去年度世界杯團體賽的前 8 個國家可以直接報名。 

(ii) 透過贏得區域資格賽，有 4 個國家，可以報名進入比賽。如果資格區域中，只有 3

個國家，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將酌情決定將剩餘位置，以外卡資格，發給另外一

個其他資格區域的國家。 

多肢障礙組 

(i) 去年度世界杯團體賽的前 6 名國家可以直接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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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透過贏得區域資格賽，有 2 名國家，可以報名進入比賽。如果只有 1 個資格區域

中的國家，那 ITF 可以斟酌，將另外 1 個名額，發給區域資格賽中，第二名的國家，

或是以外卡方式提供給主辦國。 

18 歲以下青少年 

(i) 去年度世界杯團體賽的前 4 名國家，可以直接報名。 

(ii) 另外 4 個國家以外卡方式進入（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自行評估分配）。 

(e) 退出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將自行斟酌，任何直接報名的退出，是可以被其他國家取代的。如果合

格的團隊不報名比賽，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可以選擇以下方式填補這個空缺：在以往世界

杯的戰績、球員的空缺情形（如果知道）、地理區域或其他相關因素。 

如果區域資格賽還沒有舉行，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確定地點，來舉行該地區世界團體賽的資

格賽。 

外卡隊伍如退出，將會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選擇另外一個外卡隊伍來取代。 

(f) 形式 

男子的賽程表會由小組循環形式，一組四隊，共四組循環。第一組勝出的隊伍，將與第四

組生出的隊伍，以及第二組勝出的隊伍，將與第三組勝出隊伍，互相在準決賽對抗。每個

小組中排名第二的隊伍，將會進行交叉單淘汰戰。用與前述相同的模式進行比賽。這意味

這來自小組一的第二名將會和小組四的第二名，以此類推，進而確定名次 5‐8 名。每小組

的第三名和第四名的隊伍，分別決定 9‐12 名和 13‐16名的名次。 

女子的賽程表會由小組循環形式，一組三隊，共四組循環。第一組勝出的隊伍，將與第四

組生出的隊伍，以及第二組勝出的隊伍，將與第三組勝出的隊伍，互相在準決賽對抗。每

個小組中排名第二的隊伍，將會進行交叉單淘汰戰。用與前述相同的模式進行比賽。這意

味這來自小組一的第二名，將會和小組四的第二名，以此類推，進而確定名次 5‐8 名。每

小組的第三名的隊伍，則會確認 9‐12 名的名次。 

多肢障礙組的賽程表會由小組循環形式，一組四隊，共二組循環。每個小組中，排名前二

的隊伍，將會進行交叉準決賽。勝出者，則進入決賽，準決賽敗陣下來的隊伍則爭奪第三

跟第四名。小組中的第三和第四名，將會進行交叉決賽。勝出者爭奪 5‐6 名的席位，敗陣

者，將會進行 7‐8 名的爭奪。ITF 將根據報名的隊伍數，來保留變更形式的權利。 

一級青年團體賽同樣以小組循環賽的方式進行。一組四隊，共兩組循環。小組賽的前兩名

隊伍進行交叉準決賽，勝出者，將在決賽碰頭，準決賽敗陣者，則爭奪三四名。小組賽的

第三名，進行比賽確定五六名，另小組賽的第四名，則進行比賽以確定七八名。ITF 將根據

報名的隊伍數，來保留變更形式的權利。 

此處有四個世界區域（美洲、歐洲、非洲和亞洲大洋洲），如果沒有足夠的報名隊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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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可以選擇合併區域。資格賽的形式，可以有小組循環賽，或者是單淘汰制的形式，正

式比賽時，使用的形式，須由 ITF 根據每個區域報名的隊伍數來確定。 

(g) 平盤決勝 

比賽決勝局將用於所有的雙打比賽。小組循環賽如搶七決勝，在局數上會記錄為 1‐0。 

(h) 遵守規定 

比賽應按照 ITF 輪椅網球規則、行為守則（統稱為規則）、網球規則和輪椅網球規則（統稱

為規定和規則）進行。 

在提交任何報名，國家自動承擔遵守並履行上述規則和條例規定的所有義務。任何不履行

這一承諾的國家，都應受到本章規定 J「處罰」和《行為守則》中規定的懲罰。 

B. 報名 

(a) 世界杯團體賽和帕奧會 

運動員對帕奧會輪椅網球項目的提名和參與，均受帕奧會比賽規則中公佈的合格標準（包

括有關世界杯團體賽的 低參與要求）的約束。 

(b) 報名及報名費 

會員國的報名，將發送給 ITF。報名費，必須與第二張報名表一起支付，以確保會員國在比

賽中被接受。為此目的，ITF 會提前將所有會員的確切截止日期，告知所有會員國，所有競

爭國都應在此日期之後，收到 終參賽名單。對那些不遵守報名截止日期的國家，將處以

罰款。提交遲交報名費的成員國，可能會受到罰款。 

C. 獎金 

如果主辦國希望負擔獎金，則獎金在賽後，會提供給選手的所屬國家，而非選手個人。 

D. 團隊識別 

始終要求選手和隊長的服裝，應符合團隊識別原則。為遵守該規定，球員和隊長，應在其上衣

背面顯示國家名稱，或獲得 ITF 的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衣服。 

雙打隊的兩名選手應穿著基本相同的顏色。在團隊識別的情況下，只要符合以下條件，就可以

滿足此要求： 

(a) 雙打隊伍的兩個選手都顯示國家的名字在上衣的背面，而衣服基本上顏色相同即可； 

(b) 雙打隊伍的兩個選手的衣服，獲得 ITF 批准，具有其所屬國的特色。 

根據行為守則第五章(c)6，違反這個規定將會被處罰。 

E. 隊伍 



61 
 

(a) 團隊的組成 

每個團隊，必須由 少人數三人組成，或是 多四人，但其中，必須包含需上場比賽的隊

長。或是 少四人 多五人組成，但隊長不可上場比賽，除非 ITF 同意。 

(b) 隊長 

每個團隊指定的隊長，無論其上場比賽與否，都必須符合本章規則 E(f)的規定 

(c) 指定選手、預備選手和隊長 

每個團隊指定個人選手和隊長，都必須要在比賽前至少六個禮拜，提交給 ITF。這類指定行

為須遵守本章規則 E(f)規定。 

(d) 改變指定 

團隊成員可能由於生病、受傷或喪親而在抽籤的前一小時內退賽。如果生病或受傷，必須

在隊員出於醫療原因退出比賽之日起十四（14）天內獲得醫療證明。這樣的退出，將不會

受到罰款，但是，可能需要部分或全額支付參賽者的報名費。任何其他原因的退賽或在規

定的時間內沒有醫生證明的情況下，每名隊員將被罰款 100 美元，並酌情部分或全額支付

報名費。 

抽籤前一小時之內，可以更換團隊成員而不會受到罰款。每隊 多，可有兩名球員在抽籤

前被替換。 

(e) 排名證明 

根據利用輪椅網球單打排名來抽籤的行為，裁判長應該要判斷每一個團隊的排名證明，並

且在隊長會議上，要提供，所有比賽國附有排名證明的 後指定的團隊名單的副本。在此

之後排名證明不可變更。如果沒有這樣的排名，無論是單打還是雙打，裁判長在確定排名

證明時，均應考慮到，其國家排名，和有關會員國提供的當前成績。將使用 新的可用排

名。 

隊長可呼籲裁判長，考慮任何特殊情況，可能影響排名證明的信譽度。裁判有權酌情更改

明顯的錯誤，前提是該錯誤是在抽籤之前發現。 

(f) 合格的選手或代表國家的隊長 

(i) 根據附錄 I，在其國家協會中表現良好的任何選手或隊長，就有資格在世界杯團體

賽中，代表其國家做一位選手或是隊長，只要他/她： 

 過去沒有代表過其他國家，出現在在世界杯團體賽、泛美網球賽、亞洲帕運會、

非洲帕奧會或是帕奧會輪椅網球比賽； 

 和 

o 其所屬國的公民並持有效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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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其所屬國公民，但其所屬國現在並未發行其所屬護照，應持有該國家或代表

該國家區發行的合格護照，以確認選手或隊長的出生地為其所屬國家； 

o 連續兩年（24 個月）在該國居住後，可以提供，無法持有或申請當前國家有

效護照的原因： 

- 他/她在此地出生，或是父母或祖父母出生在此地、 

- 他/她已獲得或取得了在該國永久居留的權利，或已獲得該國的人道主

義保護。 

(ii) 國家協會可以在充分考慮到例外情況的基礎上，向 ITF 內部裁判小組申請，提名不

符合上述規則的球員或隊長。如提名該類選手或隊長，ITF 內部裁判小組希望，至

少需在比賽前兩個月收到此類申請。 

(iii) 如果一名球員或隊長，根據上述條文規定，有資格代表一個以上的國家，並且其

中一個國家的國家協會希望提名他/她代表該國家，則該協會必須向 ITF 執行長提

出申請，並將副本轉發給任何其他相關的國家協會，這些國家協會有權在收到後

的 15 天內，發表評論。ITF 執行人員，希望至少在比賽開始前兩個月，收到希望

提名選手或隊長的初步申請。ITF 執行人員，將考慮所有相關事務後，做出裁決。

可以向 ITF 內部裁決小組上訴 ITF 執行人員的決定（除非 ITF 內部裁決小組判斷沒

有上訴權）。上訴應以書面形式提出，必須詳細說明上訴的依據，並且必須在通知

決定（「上訴通知」）後的十四天內提交給 ITF 執行人員。 

(iv) ITF 執行人員和 ITF 內部裁決小組，有權要求國家協會出示證據，以顯示選手或隊

長有資格代表該國家。 

(v) 曾經代表一個國家，或已經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但該國家分為兩個或多個國家

的選手或隊長，應立即有資格代表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個。 

(vi) 曾經代表一個國家，或已經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但是該國全部或部分被另一個

國家合併，則選手或隊長應立即有資格代表另一個國家。 

(vii) 如果一名球員，在抽籤時已被提名，則該球員應被視為已代表一個國家。 

(g) 輪椅網球合格和鍛鍊 

(i) 分級和一般資格 

為了有資格參與輪椅網球運動，選手必須符合 ITF 輪椅網球分級規則中，規定的某

些標準。 

多肢障礙組的選手，運動分級狀態為「已確認」（C）者，或是固定日期複審（FRD）

者，才會被允許參加世界杯團體賽。 

開放組選手，運動分級狀態為「已確認」（C）者、固定日期複審（FRD）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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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中（CT）、複審送審中（RT），或狀態新（N）者，才可以被允許參加世界杯團

體賽。 

青少年多肢障礙組和公開組，其運動分類狀態為「已確認」（C）者、固定日期複

審（FRD）者、已確認送審中（CT）、複審送審中（RT），或狀態新（N）者，才可

以被允許參加世界杯青少年團體賽。 

(ii) 醫療和健身控制 

所有參加 ITF 比賽的選手，都是在 ITF 授權的輪椅網球比賽中參加的，包括輪椅網

球巡迴賽、世界杯團體賽和帕奧會，都同意加入網球反興奮劑計劃和健身控制作

為參賽條件。 

輪椅網球，是一項對身體狀況要求很高的運動，玩家有責任確保自己的身體和醫

學上，適合參加 ITF 認可的任何輪椅網球比賽，包括輪椅網球巡迴賽、世界杯團體

賽和帕奧會。 

如有任何疑問，裁判可要求提供醫療證明，以確認運動員的身體和健康狀況。有

關進一步的說明，請參閱第 9 章規定 A。 

(h) 領隊會議 

比賽開始前一天，應舉行領隊會議。所有領隊，都必須在領隊會議上簽名，才能將他們的

球隊納入籤表中。任何不參加領隊會議的成員國，將被罰款 50 美元。 

(i) 放棄索賠 

作為報名條件，參加比賽的成員國，需同意，不得向聯盟或主辦國，提出任何索賠，無論

是因比賽取消，造成的旅費損失，或是參加比賽時受傷（如果有的話）。 

F. 抽籤和種子選手 

(a) 抽籤 

抽籤應在比賽開始前一天，由裁判員長進行。抽籤一旦完成，就不能有任何改變，除非有

種子球隊的球員，在比賽開始前退出比賽，並且對種子產生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裁

判長，可以要求比賽委員會，調整種子，或再次進行抽籤。 

(b) 種子選手 

團隊的 終提名表中，由隊長提名的球員，應考慮作為種子隊為目的。 

如果任何被指名的球員，且身分為種子球員，第一場比賽開始時，沒有出現在團隊裡（或

開始之後的比賽），一場單打賽程會被沒收。換而言之，如果團隊的第一種子在排定好的第

二場單打賽程中缺席，第二場單打賽程會被沒收。如果任何選手缺席第一場單打賽程也會

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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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比賽世界團體賽 

裁判長應該根據 新輪椅網球排名中，每隊 高排名的兩位單打選手，進行種子國家隊選

拔。如果在連結單打輪椅網球排名時，有兩個國家呈現拉鋸，那麼 高個人單打排名的選

手，會讓所屬國家的排名高於另外一隊。 

青少年賽事中，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主要根據青少年輪椅網球排名，來決定種子，但也會

依委員會自行評估後  加入其他相關因素考量。當一位選手沒有青少年輪椅網球排名時，或

是是混和團隊，每個選手的國家排名都將適用。 

男子與女子 

共 16 隊及 12 隊，排名前四的團隊將會分配種子順序，以及小組循環賽中的位置如下： 

(i) 種子 1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A 

(ii) 種子 2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B 

(iii) 種子 3 跟 4 會依照抽籤來分別放在循環賽組的 C 跟 D 

團隊排名 5‐8 者，會依照抽籤決定他們的循環賽組。重複同樣的程序來安排 9‐12 後再排

13‐16，入循環賽組。 

之後再進行另外一場比賽，贏的兩隊進入決賽，輸的兩隊則進行三四名之爭：A 組 VS D 組，

B 組 VS C 組。 

所有循環小組中，如果男子的隊伍數是 15 隊或是更少、女子隊是 11 隊或是更少，缺賽（輪

空）應該要給種子隊伍，依種子 1 的順序開始安排，把缺賽的放在 少的隊伍數為優先。 

多肢障礙組 

一級賽事有八個團隊參加，所有 8 個團隊，依種子和位置分配如下： 

(i) 種子 1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A；種子 2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B 

(ii) 種子 3 跟 4 會依照抽籤來分別放在循環賽組的 A 跟 B 

(iii) 重複同樣的程序來安排 5‐6 後再排 7‐8，入循環賽組 

青少年組 

一級賽事有八個團隊參加，所有 8 個團隊，依種子和位置分配如下： 

(i) 種子 1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A；種子 2 會被放在循環賽組 B 

(ii) 種子 3 跟 4 會依照抽籤來分別放在循環賽組的 A 跟 B 

(iii) 重複同樣的程序來安排 5‐6 後再排 7‐8，入循環賽組。 

所有循環小組中，如果多肢障礙組和青少年組的隊伍數是 7 隊或是更少，缺賽（輪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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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給種子隊伍，依種子 1 的順序開始安排，把缺賽的放在 少的隊伍數為優先。 

種子資格 

ITF 依據報名隊伍數，決定賽程種子數，還有球隊在循環小組中的位置。 

G. 世界盃的積分 

男子、女子和多肢障礙組 

世界杯團體賽的排名積分由世界杯團體賽（還有相關的區域資格賽）授與，同樣適用於輪椅網

球排名。根據選手所擊敗的對手的輪椅網球排名來授與，根據的等級如下： 

          輪椅網球排名          單打/雙打得到的積分 

        單打      雙打               

        1        2‐3              75 

        2‐5        4‐10             51 

        6‐10       11‐20            24 

        11‐20      21‐40            12 

        21‐30      41‐60            9 

        31‐50      61‐100            6 

        51‐100      101‐200            3 

        101‐200      201‐400            2 

        201+      400+            1 

附註：世界杯團體賽排名積分的雙打賽事，根據結合雙打兩個選手的排名來計。 

青年賽 

下面是青年賽在世界杯團體賽可以獲得的排名積分： 

對手的輪椅網球單打排名  可獲得的積分 

1  10 

2‐5  9 

6‐10  7 

10‐20  6 

21‐40  4 

40+  2 

附註：此表只適用在單打。 

H. 比賽的進行 

(a) 每場比賽，都是由兩場單打及一場雙打組成的。這三場比賽要在同一個球場進行，除了 H

的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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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賽的順序 

比賽的順序如下： 

二號  vs  二號 

一號  vs  一號 

緊接其後為雙打賽事 

在特殊情況下裁判長可以決定修改比賽順序，以便同時進行兩場單打比賽。在這種情況下，

每支球隊都可以提名一名副隊長（視相關資格要求而定）擔任隊長，在第二場比賽現場出

現。 

所有雙打比賽，必須在比賽的循環賽階段進行。 

循環賽階段時，當單打比賽結束後（即 2‐0）獲得 終結果時，僅當一個或兩個團隊的隊

長，希望參加比賽時才會進行雙打比賽。 

在特殊情況下，比賽裁判、比賽總監和 ITF 執行總監有權決定，單打比賽結束後，比分是

2‐0 時，不需進行雙打比賽。 

(c) 單打與雙打比賽中間的間隔 

裁判長應該決定，單打比賽中間的間隔時間。除非裁判長另有決定，同時參加單打與雙打

比賽的選手，進行單雙打比賽中間的間隔時間，應為三十分鐘。同時參加單打和雙打的多

肢障礙組選手，進行單雙打比賽中間的間隔時間，應為四十五分鐘。 

(d) 改變雙打比賽的地點 

裁判長有權將雙打比賽轉移到另一個球場。 

(e) 通知單打球員 

裁判長，應決定隊長告知兩名單打球員姓名的時間。 

(f) 通知雙打球員 

任何兩名團隊成員，都可以進行所有的雙打比賽，隊長需要在雙打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先

提供他們的名字給裁判長。 

(g) 替代 

如果在通知裁判長選手姓名後，選手卻由於疾病、受傷或喪親而無法參加比賽，則隊長可

以從 終提名的團隊名單中找人代替，條件是球員的狀態必須是合法的，並且由裁判長授

權，進行此類替換。在任何情況下，裁判長是否准予替換的決定，均為 終決定。 

選手還沒有開始單打比賽（已被提名），或是已開賽，但卻因健康狀況，不得不退出單打比

賽的球員，可以由裁判長和醫生自行斟酌，是否可以參加局數已成平手情況後的雙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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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休息的權利 

如果一位選手，被要求在一天內進行超過一輪比賽，則裁判長應決定他的休息的權利。 

(i) 陪賽的資格 

隊長應該可以在團隊選手們的椅子旁邊坐著，但不允許隊長，離開那個區域。除了他的團

隊之外，隊長可以與主審、裁判長交談，但不允許與線審對話。 

(j) 醫療狀況規定 

適用醫療狀況規定（請參考輪椅網球規定與規則的附錄 D） 

(k) 比賽的資格 

只有出席參加比賽，並由隊長在隊長會議上簽名的選手，才有資格參加比賽。任何身體不

適的選手都不得加入該隊。如有任何疑問，裁判長可要求提供醫療證明，以確認運動員的

健康和身體狀況，適合參加比賽。 

(l) 決定小組循環賽中的名次 

每場比賽，以三場對戰方式，兩場單打，一場雙打。賽程勝出較多局的國家隊，會被宣布

為勝利者，並得到一分的小組循環賽的積分。 

(i) 如果有兩個國家隊的小組循環賽的積分一樣，在完成小組循環賽後，兩個國家隊

的交手紀錄為優者，勝出。 

(ii) 如果有三個或者是以上的國家隊，有相同的比賽積分，則依照下面的順序： 

 沒有參加所有循環小組的賽事，將先自動被淘汰 

 比賽中 高勝率者 

 所有比賽中所贏盤數比率 高者 

 所有比賽中所贏局數比率 高者 

 依國家隊的種子排名 

 抽籤決定 

 當有三個參賽者或團體處於平盤的狀況下，交手紀錄從來不會在循環小組賽

中拿來當作勝出的參考依據。 

如果由於受傷等原因，導致比賽停止而沒有完成，則應記錄滿分。例如：當玩家 B 受傷且

無法繼續時，玩家 A以 6‐1、2‐0 領先於玩家 B，玩家 A 的勝利應記為 6‐1、6‐0。如果一場

比賽沒有開打，則得分應記為 6‐0、6‐0。 

(m) 球場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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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比賽均須安排主審。 

I. 比賽時的狀況 

除第九章規則 O(j)外，其他請參考第九章規則 O。 

J. 處罰 

(a) 團隊的變更、退出和不出現 

(i) 團隊完成報名之後，就不應該抱有不受到處罰，就可以退出的想法。 

(ii) 在報名截止日前，團隊如果退出，根據退出的時間，會被依以下順序處罰： 

 比賽開始前 14 天內退出比賽，會被罰金 500 美金，而且可能會被暫停參加比

賽一年。 

 如果在指定團隊截止日（第二次報名截止日）前退出比賽，且時間在比賽開

始前 14 天，將會被罰金 250 美金，而且可能會被暫停參加比賽一年。 

 在第一次報名截止日和指定團隊截止日（第二次報名截止日）中間退出，會

被罰金 100 美金。 

(iii) 如果任何國家不參加比賽前的隊長會議，且未簽名，又未填寫不參加表，則他們

有可能不能參加抽籤和被罰款。 

(iv) 如果參賽隊沒有出現，則應處以罰款，否則將被沒收所有參賽費，並可能在接下

來的一年內不得參加比賽。 

(v) 團隊和其球員未能參加開幕式、抽籤、正式晚宴或頒獎典禮將被視為「違反運動

家金神的行為」，並以在輪椅網球規則中附錄 C「行為準則」予以處理。 

(vi) 如果一個團隊沒有完成比賽，將被處以 1000 美元的罰款。 

(b) 行為準則 

報名或參加比賽的每個國家的團隊成員，均受本網球規則附錄 C，所載之行為守則的約束，

並應遵守該行為守則的規定。 

(c) 福利政策 

涵蓋所有報名、出席，或是參加比賽的人員（ITF 福利政策中已定義）均應受本規章附錄 G

所列福利政策的約束，並應遵守這些規定。 

(d) 付款失敗 

有關其團隊參加較早之前的競賽，所產生的任何未付款，應導致會員國，有可能在以後的

任何競賽中，被拒絕參加，直到全額付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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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醫療狀況 

參加比賽的國家協會和被提名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應同意以下條件： 

(i) 運動禁藥政策 

根據網球運動禁藥計畫，比賽期間可以隨機抽樣測試是否有運動禁藥的使用。 

(ii) 任何參賽者遵守完成 2020 年網球運動禁藥計畫所闡述的程序，包括申訴，被發現

有任何禁藥違規，不得評估任何比賽的結果，除非是在決賽，該選手贏的比賽（如

果有）的結果會被反轉。這可能導致原本在決賽中被敗北的團隊，改判為冠軍隊。

另該運動員將受到網球反興奮劑計畫的處罰。 

(f) 不遵守規定與規則 

任何不遵守規則和規定的參賽者或團隊可能會立即被取消比賽資格、被暫停比賽、罰款或

可能被拒絕參加以後的比賽，直到給出遵守規則的保證，並受到本規章中規定的進一步處

罰。 

K. 規則的強制性與規則的爭議 

適用第三章的規定，但該章所提到的上訴可改為下列人士： 

(a) 作為上訴對象的國家 

(b) 作為決定對象的團隊成員 

(c) 團隊成員的國籍受到上訴 

(d) ITF 

L. 特殊情況 

上述規定，對所有，有資格參加比賽的選手，或隊伍具有約束力。在特殊情況下，ITF 董事會可

以取代本條例，並可以在現場，將這一責任委託給 ITF 執行長、裁判長和現場的比賽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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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歷史與公告 

 

歷史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輪椅網球一直是殘疾人運動發展 快、 令人興奮的國際運動之一。該運

動由美國布拉德·帕克斯於 1976 年發起，已從一種娛樂活動，發展為一項職業運動。為響應全

球運動的快速發展，國際輪椅網球聯合會（IWTF），於 1988 年成立，旨在管理、促進和發展這

項運動於全世界。 初有八個創始成員國，據估計，輪椅網球運動，在所有洲的一百多個國家

中，都有進行。 

1998 年 1 月 1 日，IWTF 完全整合入 ITF 中，使其成為第一個在國際上，實現這種聯盟的殘疾人

運動。為了保持與 IWTF 前成員國的聯繫，這些國家，包括國家殘疾人組織、國家輪椅網球協

會和國家網球協會，成立了國際輪椅網球協會（IWTA）。IWTA 擔任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的諮詢

機構，代表運動員和管理者的意見。2012 年底，IWTA 解散，並成立了一個諮詢小組。2016 年，

輪椅網球慶祝了其成立 40 週年。   

公告/訊息 

在今年年初，ITF 將發布輪椅網球規定和規則。輪椅網球規定和規則包括有關規則、比賽和賽事

以及輪椅網球的運作的信息。ITF 將在 ITF 官方出版物上發表有關輪椅網球的文章。有關 ITF 輪

椅網球活動的所有新聞和信息，也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 

 ITF website: www.itftennis.com/wheelchair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nternationalTennisFederation/ 

 Twitter: https://twitter.com/ITF_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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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輪椅網球規則 

1. 比賽的規定 

輪椅網球比賽遵循 ITF 網球規則，但以下情況除外。 

a. 兩次彈跳的規定 

輪椅網球運動員在擊球前，球可以彈跳兩次，球員必須在第三次落地前將球回擊，第二

次彈跳可以在場內或場外。 

b. 輪椅 

輪椅屬於身體的一部分，所有適用於運動員身體的規則，均應適用於輪椅。 

c. 發球 

發球應用以下方式： 

i. 發球前，發球者應該要在靜止的位置，但允許在擊球前可以推動輪椅。 

ii. 發球時，輪椅必須位於底線後，中心標與邊線假想延長線所構成之範圍之內之任何區

域，不得任何一輪或部位觸及。 

iii. QUAD 級別組的選手在發球上有生理性的困難度，慣例可以由選手或是其他人幫忙丟

球，並允許擊球前有一次的彈跳。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則該場比賽發球都必須要用這

個方式。 

d. 球員失分 

i. 選手在球彈跳第三次前回擊失敗或 

ii. 根據規則 e，在發球、回擊球、轉彎或停止時，選手用腳的任何部位或肢體較低的部

位來當作煞車或輔助的行為或 

iii. 當選手在擊球時，沒有讓他的臀部與輪椅保持接觸（亦即離開輪椅座椅）的情況發

生。 

e. 比賽用的輪椅需要在輪椅網球規則下遵守下列規範： 

i. 輪椅只要是不會反光而構成對手的干擾的材質都可以使用。 

ii. 輪子只可以有一個單獨的輪圈，不允許對輪椅做任何機械改裝的優勢，例如槓桿或

齒輪。在正常比賽中，車輪不得在球場表面留下永久性痕跡或以其他方式損壞。 

iii. 在遵守規則 e.(v.)的前提下，運動員只能使用車輪（包括推圈）推動輪椅。不允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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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轉向、制動或傳動裝置或其他有助於輪椅操作的裝置，包括能量存儲系統。 

iv. 座椅（包括墊子）的高度應該是固定的，當進行比賽回擊球時，球員的臀部應與座

椅保持接觸。捆紮帶可用於將選手固定在輪椅上。 

v. 符合「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第 10 條的要求，運動員可以使用由電動馬達驅動的

輪椅（電動輪椅）。電動輪椅在任何方向上都不得超過 15 公里/小時，並且只能由選

手自行控制。 

vi. 出於合法醫療原因，可以申請修改輪椅。所有此類的申請，必須在參加 ITF 授權辦理

的比賽前 少六十天前提出申請，由 ITF 運動科學與醫學委員會核准。跟據 ITF 輪椅

網球規則第三章規定，被拒絕要求變更輪椅形式的決定，可以提出上訴 

f. 以腳推動輪椅 

i. 如果由於能力缺乏而無法推動輪椅，則選手可以用一隻腳推動輪椅。 

ii. 即使按照規則 e.(i.)，允許球員用一隻腳以上的腳推動椅子。但以下情況，球員的腳

的任何部分，無論如何不得與地面接觸： 

a) 在前進的方向欲進行揮拍動作，包括以球拍擊球； 

b) 發球時，從發球動作開始到擊球前。 

iii. 選手違反此規則會判定失分。 

g. 輪椅網球與身體健全網球 

如果輪椅網球運動員與身體正常無殘疾的人比賽單打或雙打，則輪椅運動員應適用「輪

椅網球規則」，而身體正常的運動員應適用「網球規則」。在這種情況下，在輪椅運動員

場地的球允許彈跳兩次，而一般的運動員只能彈跳一次。 

附註：較低的四肢的定義指的是：以軀幹為準，下肢部分包括臀部、髖部、大腿、小腿、腳踝和腳。 

比賽規則請參考 ITF 網球規則，可以到以下網站查閱： 

www.itftennis.com/officiating/rulebooks/rules‐of‐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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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輪椅網球行為準則 

I. 目的 

國際網球總會發布「行為準則」（守則），基於保持運動員、相關人員、錦標賽參與者（針對第

V‐1 條的目的），和 ITF 認可的輪椅網球賽事的組織者，公平合理的行為標準。保護他們各自的

權利、公眾權利和網球運動的正直性。對國際網球聯合會或 ITF 的所有引用均指 ITF Limited。 

II. 適用對象 

(a) 選手與錦標賽 

2020 年「輪椅網球行為準則」，是在 ITF 批准的輪椅網球賽事中對任何球員、相關人員、

錦標賽參與者（針對第 V‐1 條的目的）或比賽採取紀律處分的唯一依據。根據 1.  網球反

腐敗計劃、2.  網球運動禁藥計劃，、3. ITF 福利政策，和 4.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就此類

比賽確立了紀律管轄權。 

2020「行為準則」應適用於所有輪椅網球巡迴賽、輪椅網球大師賽和世界團體盃賽。下文

對「比賽」的引用應作相應解釋。 

(b) 參與分類的選手、選手團隊成員 

參與分類的所有運動員和運動員支持團隊成員，應完全遵守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中的義

務和責任。 

就本「行為準則」而言，「相關人員」定義為教練、防護員、物理治療師、醫師、管理代表、

經紀人、家庭成員、錦標賽觀眾、業務夥伴或其他會員或任何參賽者的伙伴，或任何其他應球

員或任何其他相關人員的請求，在 ITF 輪椅網球錦標賽上獲得認可的人員。 

就第 V‐1 條而言，「比賽參與者」是指球員、相關人員（如上定義）和醫務人員（包括但不限

於比賽醫生，物理治療師或醫療保健提供者）、比賽人員（包括但不限於限制官員、錦標賽主

管、工作人員、志願者、ITF 工作人員、媒體成員）以及獲得 ITF 認證，參加 ITF 輪椅網球比賽

的任何其他個人。 

III. 罰款 

準則中規定的所有罰款均以美元為單位。 

因違反「行為準則」，而累積了 500 美元或以上的罰款未繳的球員，在未繳清所有罰款之前，

不得參加任何 ITF 錦標賽。 

在同年度有被罰款的球員，須將罰款繳清，否則不得參加下一個年度 ITF 任何項目。 

因重大違規而被罰款的球員，必須在下一次比賽前支付所有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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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報名違規 

a) 報名與退賽 

所有參賽者應該要遵守此規則所闡述的報名與退賽的規定。 

b) 退賽太晚及比賽未出現 

任何參加比賽的選手，如有退出賽會的需要，應在適當的截止期限內進行。但在退賽期限

後又無正當理由退賽或比賽未出現的選手，將會受到處罰。 

退賽的正當理由如下： 

- 醫療理由 

- 喪親或其他被 ITF 接受所認同的重大理由 

在任何賽會，如果選手發生以下的狀況，則選手就犯下“比賽未出現”的規定： 

a) 在報到截止時間前，選手未能簽名報到； 

b) 他/她被接受進入一級或以外卡身分進入比賽，但他/她在第一場比賽的時間之後抵達

現場，監督或裁判長可以免除其因比賽未出現之違規，而是以他/她因違反「守時」

取代比賽未出現，處以罰款。 

在這種對成功舉辦賽事公然做出傷害者，或是單一惡劣的嚴重行為，此情況已違反本

章處規定並構成嚴重犯規。 

違反本條規定的選手將被處以罰款 高至 200 美金。 

選手以電話報到卻未出現在比賽現場，會被處以罰款 高至 250 美金。 

c) 參加其他賽事 

除非有以下例外之一，否則已報名並被接受比賽的球員，在比賽期間不得參加任何其他賽

會。 

 選手被指定代表所屬國家參加世界杯團體賽 

 選手有資格進入或是以外卡進入大滿貫的比賽 

 進入會外賽或二級比賽的選手，獲得以外卡進入等級較高會外賽。 

 進入會外賽或二級比賽的選手，獲得以外卡，進入一級比賽。 

 進入一級比賽的選手，獲得以外卡，進入更高等級的比賽。 

選手必須要早於在原來報名的比賽簽名報到截止時間前退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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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球員滿足上述例外之一，但球員與主辦單位達成了招待費用的協議，卻退出參加另一

項比賽，主辦單位應要求該球員給賽會組織償還所提供的招待費用中，無法彌補的任何費

用，主辦單位可以向參賽者證明這些費用是無法收回的。  ITF 不會調解主辦單位者與球員

之間的爭議，這是主辦單位和球員之間要解決的問題。 

違反本條的規定，除可處以「準則」規定的其他罰款外，還將處以 高 200 美元的罰款 

在這種對成功舉辦賽事公然做出傷害者，或是單方面惡劣的嚴重行為，此情況已違反本章

處規定並構成嚴重犯規。 

d) 外卡 

任何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均不得直接地、間接地或同意提供、給予、徵求、收到或接受任

何有價物品以換取外卡。參賽者或相關人員違反本條規定，將處以 高 500 美金的罰款。 

在這種對成功舉辦賽事公然做出傷害者，或是單一惡劣的嚴重行為，此情況已違反本章處

規定並構成嚴重犯規。 

e) 裁定與處罰 

ITF 或 ITF 主管或裁判長，應進行調查以確定與所有報名犯規有關的事實，並在確定發生違

規行為時，處以罰款或其他懲罰，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通知選手。 

f) 支付罰款 

所有因報名違規而徵收的罰款，應在通知發出後十天內由球員支付。ITF 活動中，主辦單位

可以代為收取未繳清的罰款，再退還給 ITF。在年度計畫結束之前，有未繳納罰款的球員不

得參加下一個年度報名或參加任何 ITF 錦標賽，直到所有罰款都已繳清為止。 

g) 上訴 

任何被發現犯有報名違規行為的球員，在支付了上述所有罰款後，可以向 ITF 內部裁決小

組提出上訴，ITF 內部裁決小組應根據其程序規則，來確定此事（除此以外，無權針對 ITF

內部裁決小組的決定提出上訴）。申訴應使用 ITF 規定的表格，以書面形式提出，並且必須

在通知參賽者違規行為發生之日後的十四天內，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下午 5:00 之前向 ITF

提出（「申訴通知」）。上訴通知書必須包括球員對事件的事實和情況的陳述，以及球員希

望提交的任何其他證據。   

如果選手提交了 ITF 認為是虛假證據的文件，則可以按照第 IV 節上述的規定處以罰款。 

V. 現場管理 

a) 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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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球員以及與團隊比賽有關的諸如隊長、團隊成員、額外球員、教練、訓練員或參加球

隊的官員（統稱團隊成員），應在 ITF 錦標賽或世界杯團體賽所有比賽中，以及在比賽場地

範圍內的任何時間（應包括與錦標賽或世界杯團體賽有關的任何官方場館或地點），以專

業方式行事。以下規定應適用於每個球員和成員，在每個此類場地範圍內的行為，並且對

場地的引用應包括比賽酒店、交通、所有比賽設施以及具有比賽功能或活動的地點。 

b) 守時 

比賽應按照公佈的出場順序進行。出場順序應張貼在裁判長指定的運動員活動區域的醒目

位置。 

比賽應按照出場順序，使用所有可能的合理手段進行，比賽結束後，球員應準備下一場比

賽。 

i. 在上一場比賽結束後，任何球員被呼叫下場比賽，無法在十分鐘內比賽的，可能會被

罰款 50 美金。 

ii. 未能在前一場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上場的任何球員，可能會被處以 高 100 美金的

罰款，並且應該被判失格，除非裁判長斟酌所有相關情況後，自行決定不判定失格。

球員可能還會受到下述第 V(o)節中規定的額外罰款。 

本節規定只適用在比賽週現場的球員。 

c) 衣服與裝備 

每個球員都應以專業的穿著和展示自己的狀態。在所有比賽和頒獎典禮上，都應穿著乾淨

且慣例上可接受的網球服（包括腳上的網球鞋）。 

違反本條規定的任何球員，都可能被主審或裁判長命令立即更換其穿著或裝備。球員不遵

守該命令會導致立即失格的違規處罰。（ITF 保留解釋以下規則以實現本法規的意圖和目的

的權利） 

1. 無法接受的服裝 

比賽期間（包括熱身時），不得穿著汗衫、運動短褲、襯衫、T 卹或任何其他不適當的

服裝。 

2. 服裝與裝備的標籤 

比賽前、比賽中和比賽後，和任何記者會或頒獎儀式上，運動員的服裝、產品或設備

不允許有標籤，但以下情況除外（ITF 保留解釋以下規則以實現本法規的意圖和目的

的權利）： 

(a) 上衣、外套和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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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每個袖子可有一個商業商標（非製造商），但不得超過三平方英寸（19.5 

            平方公分），每個袖子上可有一個製造商商標，每個標識均不超過八平方 

            英寸（52 平方公分）的面積。如果在任一或兩個袖子的八平方英寸（52 

            平方公分）區域內使用文字標識，則每個袖子的文字標識不得超過四平方 

            英寸（26 平方公分）。 

無袖：原本應是袖子的地方的上方，允許的兩個商業商標（非製造商），但不得 

            超過三平方英寸（19.5 平方公分），可以放在衣服的前面。 

前面、背面和衣領：允許一個商業商標（非製造商），不得超過三平方英寸（19.5

平方公分），可外加兩個製造商的商標，但均不得超過兩平方英寸（13 平方公分），

或一個製造商的商標，但不得超過四平方英寸（26 平方公分）。   

(b) 短褲、裙子、緊身褲和運動褲 

允許有兩個製造商的商標，但均不能超過兩平方英寸（13 平方公分），或一個製

造商的商標，但不可超過四平方英寸（26 平方公分）。 

女選手可以不要穿裙子、連衣裙或短褲，而穿緊身褲或緊身短褲，只要長度至少

達到大腿中段，並且 多可以有兩個製造商商標， 大不超過兩平方英寸（13

平方公分），或 多四平方英寸（26 平方公分）的一個製造商的商標。 

(c) 連身裙 

為允許識別目的，這個服裝應該要被當作結合了上衣和裙子（在腰部分開）。 

(d) 襪子和鞋子 

每隻襪子和每隻鞋上的製造商標識都應被允許。每隻腳上的襪子上的商標 大不

得超過兩平方英寸（13 平方公分）。 

(e) 球拍 

允許製造商在球拍和球拍網線上的商標。 

(f) 帽子、頭帶和腕帶 

允許一個製造商的商標或一個商業商標，均不得超過三平方英寸（19.5 平方公

分）。 

(g) 球袋、其他裝備或用具 

網球器材製造商在每件物品上的標籤，以及球袋上的兩個單獨的商業商標，均不

得超過四平方英寸（26 平方公分）。 

(h) 輪椅：比賽及代步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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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三個商業商標，每個商標的總和不得超過三十六平方英寸（232 平方公分）。

輪椅上允許可有五個製造商的商標。 

(i) 其他產品 

在球場上，只有比賽贊助商的產品，或與這些贊助商具有非衝突性質的產品才能

獲得明顯的標籤。如果球員在球場上使用的物品，是競爭性產品，則這些產品必

須裝在普通包裝中，或者在飲料產品的情況下，必須從普通瓶或官方飲料供應商

提供的杯子中取出。 

(j) 其他網球、運動或娛樂物品 

儘管有以上這些相反的規定，但通過使用名稱、標誌、徽章、商標、符號或其他

敘述，對任何網球巡迴賽、系列賽，展覽、網球錦標賽，除網球以外的任何其他

體育或娛樂活動進行的記號，禁止在所有與輪椅網球巡迴賽有關的衣服或裝備上

進行。 

(k) 一般 

如果使用上述任何允許的商業標識，會違反任何有關電視的政府法規，則應禁止

使用。 

(l) QUAD 級別組的協助 

任何協助 QUAD 級組球員比賽的人也必須遵守上述服裝規定。 

就本規則而言，製造商是指跟網球有關服裝或設備的廠商。 

此外，尺寸限制應通過確定實際貼片的面積，或球員衣服的其他附加物來確定，而不

必考慮衣服的顏色。在確定區域時，應根據貼片的形狀或其他附加物，在圓形，三角

形或矩形周圍繪製一個圓形，三角形或矩形，並且就本規則而言，貼片的尺寸應為圓

形或三角形圓周範圍內的面積。視情況而定的三角形或矩形的周長。當純色貼片與衣

服的顏色相同時，則在確定區域時，實際貼片的大小將基於標識的大小。 

ITF 或錦標賽的其他類別的運動員服裝或設備上，不得有標籤，用來宣傳或展示博彩

公司、煙草或電子煙產品、烈性酒產品、政治活動或其他有害於網球運動。 

3. 團隊的標籤 

應要求球員和教練始終穿著符合團隊識別原則的服裝。為遵守該規定，球員和教練應

在其上衣或衣服背面顯示獲得 ITF 的批准的國家名稱。對於參加國際團體比賽的雙打

比賽，雙打合作夥伴應穿著基本相同的顏色。在團隊識別的情況下，只要滿足以下條

件，就達到了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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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雙打隊伍 

在雙打比賽中，兩位搭檔隊員需要穿著一樣的顏色的衣服。 

(b) 國家團隊 

(i) 雙打的兩名選手，在他們的上衣和衣服背面顯示自己國家的名字，衣服顏色

要相同的顏色； 

(ii) 團隊均須穿著自己的國家特色的服裝並須經過 ITF 批准。 

4. 熱身服裝 

在獲得裁判長的認可下，運動員可以在熱身和比賽期間穿熱身服，但前提是要遵守上

述規定。 

5. 運動貼布 

不可使用有商標或標誌的貼布。 

6. 罰金 

任何參賽者違反此節規定，不會被判定失格但會處以以下的罰金： 

(a) 不被接受的服裝 

違反有關不可接受的服裝的規定，將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b) 製造商標 

違反有關製造商標的規定，將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c) 商業商標 

違反有關商業商標的規定，將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d) 其他網球賽會相關活動 

違反有關比賽其他活動中的規定，將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e) 團體識別 

違反有關團隊識別的規定，將對球員或教練（視情況而定）處以 高 250 美元的

罰款。 

7. 參賽者商標規定 

ITF保留要求球員在大滿貫、超級系列賽和大師賽中佩戴 ITF或 ITF贊助商商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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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參賽者的責任 

a) 運動員有責任將商標正確粘在衣服上，讓商標在整個比賽過程中都能被看

到。ITF 工作人員不負責在場上向球員分發商標，但可以自行決定這樣做。 

ii. 商標的位置和尺寸 

a) 在每場比賽中，商標必須配戴，並在可見且水平放置在球員衣服的袖子、

胸部或前領上，但下面的(c)和(d)點除外。 

b) 此規則適用於選手與其服裝製造商之間的合同，允許除製造商以外的任何

標識的情況。 

c) 如果參賽者已經擁有允許的 大商標數，則無需佩戴 ITF 和贊助者商標。 

d) 如果球員的服裝合同禁止非製造商識別，則不需要球員佩戴 ITF 或贊助商商

標。 

d) 違反時間規定和延遲比賽 

在熱身時間結束後，比賽應接著繼續進行，球員不得用任何原因無故拖延比賽。 

從上一分結束開始算起，到選手為下一分的第一發發球擊出為止，這中間的時間 多不可

超過 25 秒，如第一發失誤，則不可有任何延遲應發出第二發發球。 

當換邊時，從一局結束到下一局發出一發，這中間的時間 多不可超過 90 秒。如果一發

失誤，則發球者必須要立刻準備二發。但如果每盤的第一局及打決勝局時，在換邊時就沒

有任何休息的時間。 

在每盤結束時，無論得分如何，從上一盤 後一分結束，到下一盤球員發出一發時，中間

可以有 120 秒的休息時間。 

如果比賽一盤結束時是在偶數局，會在下一盤的第一局結束後才換邊。 

接球者應按發球者的合理節奏接球，並應準備在發球者準備就緒的合理時間內接發球。 

首次違反本節的行為將受到一次時間違規警告，隨後的每一次違規，均應通過評估並因時

間違規而罰一分。在每種情況下，主審和裁判長都可以確定延長時間是必要的，並且不施

加處罰。 

如果因醫療狀況而導致違規，則在規定的時間內拒絕繼續參加比賽或未返回球場上，應處

罰違反行為準則（延遲比賽）罰一分。 

e) 說髒話（AOb: Audible Obsce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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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不得在比賽場地附近使用可聽見的不堪入耳的語言。違反本條規定

的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包括熱身）

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參賽者進行處罰。在公然對比賽的成功

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將構成「嚴

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應因此受到以下附加罰款。 

就本規則而言，猥褻言詞的定義，是使用通常已知並被理解為褻瀆的詞語，並清楚、響亮

地發出足以讓球場官方代表或觀眾聽到的詞語。 

f) 不雅猥褻動作（VOb: Visible Obscenity） 

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不得在比賽場地內做出任何猥褻的舉動。違反本條規定的參賽者和

其團隊成員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包括熱身）期間發生此類

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參賽者處進行處罰。在公然對比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

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惡劣的情況下，單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將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

違規，並應受以下附加處罰。 

就本規則而言，可見的猥褻，定義為參賽者用手、球拍或球，來做出一般人認知具有猥褻

意義的動作。 

g) 言語侮辱罵人（VA: Verbal Abuse） 

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不得在任何時候，直接或間接口頭侮辱比賽場地內的任何官方代表、

對手、贊助商、觀眾或其他人。 

違反本條規定的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

（包括熱身）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球員進行處罰。在公然對

比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

將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應受以下附加處罰。 

就本規則而言，口頭侮辱是指針對官方代表、對手、贊助商、觀眾或其他人，欺騙或貶低、

羞辱或以其他方式侮辱他人。 

h) 任意打人（PhA: Physical Abuse） 

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不得在任何時候對比賽區域內的任何官方代表、對手、觀眾或其他

人員任意打人行為。 

違反本條規定的參賽者和其團隊成員，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

（包括熱身賽）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根據行為準則程序進行處罰。在公然對

比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

將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應因此受到以下附加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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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規則而言，任意打人行為是指對官方代表、對手、觀眾或其他人的未經其同意的肢體

接觸。 

i) 任意擊球（BA: Abuse of Balls） 

除非在比賽中合理地積極得分行為（包括熱身），否則參賽者不得在比賽區域範圍內，以

猛烈、危險或發怒的情緒中踢或扔球動作。違反本條的規定，參賽者每次違規可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包括熱身）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

為準則程序對球員進行處罰。 

本規則的目的，在於定義濫用比賽用球的行為，任何故意將球擊出球場圍牆外、在球場內

以危險又魯莽的方式擊球，或以疏忽大意的行為擊球，都可算做是濫用比賽用球。 

j) 摔球拍或破壞設備（RA: Abuse of Racquets or Equipment） 

參賽者不得在比賽場地的範圍內，猛烈或憤怒地打、踢、摔球拍或破壞其他設備。違反本

條的規定，參賽者每次違規可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包括熱身）

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球員進行處罰。 

就本規則而言，摔球拍或破壞設備的定義，是在比賽中出於憤怒或沮喪，且故意用激烈地

行為破壞毀損球拍、設備或擊打球網、球場，主審或其他固定裝置。 

k) 指導與指示（CC: Coaching and Coaches） 

比賽期間球員不得接受教練指導（包括熱身）（教練在團體比賽中在「網球規則」中允許

的情況下除外）。球員和教練之間以任何形式的，聽得到或看得到的行為都可以被解釋為

指導。參賽者應禁止其教練：（1）在比賽場地的區域內使用可聽見的粗俗語言；（2）在比

賽場地的區域內進行任何形式的暗示手勢；（3）口頭辱罵任何官方代表、對手、觀眾或比

賽場地內的其他人；（4）任意打人比賽區域內的任何官方代表、對手、觀眾或其他人；以

及（5）給予、製作、發行、授權或認可任何公眾比賽場地範圍內，設計成具有傷害或詆

毀比賽以及其主持者，來獲得 大利益的作用。 

違反本條的規定，參賽者每次違規可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如果在比賽（包

括熱身）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球員進行處罰。在公然對比賽

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惡劣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將構成「嚴

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因此應受到以下的附加處罰，並由裁判長可以命令，判處將教練

從比賽場地或比賽區域驅逐出去，並且在他/她不遵守該命令的情況下，可以宣布該球員

立即失格。 

l) 違反運動道德（UnC: Unsportsmanlike Conduct） 

參賽者和團隊成員，應始終以運動家的方式行事，並應適當考慮官方的權威以及對手、觀

眾和他人的權利。違反本條規定的參賽者和團隊成員，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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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在比賽（包括熱身）期間發生此類違規行為，則應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球員處以

罰款。在公然對比賽的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

節的規定也將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應因此受到以下附加的懲罰。 

就本規則而言，沒有運動道德是指明顯濫用或損害比賽、ITF 或網球運動的球員的任何不

當行為。此外，違反運動道德的行為應包括製造、設計、發布、授權或認可任何公開聲明，

旨在影響比賽或比賽主持者，來獲得 大利益。 

m) 未盡全力（BE: Best Efforts） 

參加比賽時，球員應試圖盡力贏得比賽。違反本條規定，球員將被處以 高罰款，每次違

規罰款 250 美金。 

就本規則而言，裁判長或主審，應有權根據行為準則程序對運動員進行處罰。在公然對比

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將

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應因此受到以下附加的懲罰。 

n) 離開球場（LC: Leaving the Court） 

未經主審允許，參賽者不得在比賽（包括熱身）期間離開球場。違反本條的規定，球員每

次違法可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此外，該球員可能會被判失格，並受到以下未能完

成比賽的處罰。 

o) 未完成比賽（FCM: Failure to Complete Match of Tournament） 

參賽者必須完成正在進行的比賽，並完成所有賽事，除非他有理由無法做到。違反本條規

定的參賽者將被處以 高 300 美金的罰款。在公然對比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或單

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次違反本節的規定也將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並

應因此受到以下附加處罰。 

如果雙打隊伍未能完成正在進行的比賽，則裁判長應自行決定，是否根據本節對其中一名

或兩名參賽者進行制裁。 

p) 典禮（Cer: Ceremonies） 

進入決賽參賽者，必須在比賽後參加頒獎典禮，除非他有正當理由無法參加典禮。違反本

條規定的參賽者，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q) 媒體會議（MC: Media Conference） 

除非受傷且身體不適無法出席，否則參賽者或團隊無論無論輸贏，在每場比賽結束必須立

即或 30 分鐘內參加賽後媒體記者會議，除非裁判長出於正當理由延長時間，或以其他方

式修改了時間。違反本條規定的參賽者將被處以 高 250 美元的罰款。 

 



84 
 

罰分程序 

用於上述行為準則違規的罰分程序如下：   

第一次違規        警告 

第二次違規        罰一分 

第三次和以上的違規    罰一局 

但是，在第三次違反準則之後，裁判長就應確定之後的違規行為是否構成失格。 

根據行為準則的處罰是 終的判決，不得上訴。 

r) 失格 

對於單次違反本準則的行為，裁判可以宣布失格（立即失格），或者根據上面列出的行為

準則程序宣布。 

在所有被判失格的情況下，裁判長的決定均為 終判決且不得上訴。 

除以下規定的特定情況外，任何失格球員均應受到以下附加處罰： 

(a) 失去在這個比賽中，所有在賽事得到的獎金、招待費還有積分 

(b) 除對違規事件徵收的任何或所有其他罰款外，額外罰款 高 250 美金 

(c) 由主管或裁判長酌情決定此參賽者，不可再參加本次賽會的所有其他賽事（如有） 

上面列出的其他懲罰的例外情況是： 

(a) 參賽者或團隊因違反 V(b)和(c)規則中的守時或穿著和裝備規定而被判失格；或 

(b) 參賽者或團隊因醫療原因被判失格；或 

(c) 參賽者的雙打搭檔犯下了違反行為準則被判失格。 

比賽剩餘的時間，裁判長自行評估，取消被判失格的參賽者進入球場的許可。一位參賽者

可能因為團體成員被判失格，而一併取消進入球場的許可。 

s) 雙打賽事 

1. 警告/罰分/罰一局/失格 

同一組選手必須一同進行警告、罰分、罰一局或被判失格等因違反準則的評估程序 

2. 罰金 

所有違反 V 的準則被判處的罰金，應該先由違反準則的個人參賽者先評估，除非是兩

個成員都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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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判定及處罰 

ITF 主管或裁判長應進行合理的調查，以確定與所有現場違規有關的事實，並在確定發生

違規行為時，應指定罰款或其他處罰，並書面通知選手。 

u) 支付罰金 

裁判長應發出所有現場罰款的通知，並從該比賽中獲得的獎金中扣除所欠金額。任何未支

付的罰款都可以在其他 ITF 錦標賽中代為收取，再歸還給 ITF。 

v) 申訴 

被發現在比賽現場違規的任何參賽者或團隊成員，均可向 ITF 內部裁決小組申訴，以判定

違反規則或根據第 V(u)內容所施加的處罰（但不包括任何罰分或失格）。應根據其「程序

規則」確定此事（除了有記載對 ITF 內部裁決小組的決定沒有上訴權）。申訴應使用 ITF 規

定的方法，以書面形式提出，並且必須在收到通知參賽者或團隊成員違反行為之日起十四

天內，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下午 5:00 提交給 ITF。上訴通知書必須包括球員對事件的事實和

情況的陳述，以及球員希望提交的任何其他證據。 

V‐1. COVID‐19（新冠肺炎）協議（參加比賽人員） 

a) 低行為標準 

選手必須遵守「ITF 返回國際賽的規定，網球協議： 低行為標準（協議）」。任何不遵守

協議書的行為，都將構成違反第 V‐1 條的規定。違反第 V‐1 條，可能會導致以下制裁： 

(i) 對選手， 高可處以 500 美元的罰款，或 V(s)條規定的立即失格（失格）。如果比賽

期間（包括熱身賽）發生此類違規行為，應根據 V(r)的違例紀錄表對球員進行處罰。 

(ii) 對於相關人等， 高可處以 500 美金的罰款，或立即撤銷參賽許可，並拒絕其進入賽

場。 

(iii) 對於選手和相關人員，違反本條 V‐1.A，在公然對比賽的成功，造成傷害的情況下，

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或者在十二（12）個月的時間段內（如果一起觀

察可確定一種行為模式，該行為模式集體過分惡劣，對比賽有害或有害）一連串的兩

次或更多次違反第 V‐1.A 條，也可能構成「嚴重行為」的重大違規。 

(iv) 對於任何其他比賽參與者，立即取消參賽許可，並拒絕進入賽場。個體或集體公然、

過分、有害或傷害比賽的一項或多項違規行為，也可能導致永久撤銷資格認證，並拒

絕參加由 ITF 確定的所有 ITF 比賽。 

b) 判定和處罰 

ITF 主管應進行合理的調查，以確定違反第 V‐1 條的事實。在確定發生違規行為之後，ITF

主管應確定要處以的罰款或其他制裁，並書面通知比賽參與者。在未先徵詢 ITF 執行董事



86 
 

的情況下，ITF 主管不得撤消錦標賽選手的報名，或進入 ITF 輪椅網球錦標賽的權利，除

非 ITF 主管認為合理，對於維護其他錦標賽參與者的健康和安全至關重要。 

c) 支付罰金 

每場 ITF 輪椅網球比賽，均應從選手的獎金中扣除，ITF 主管對違反本 V‐1 條的罰款，並立

即向 ITF 支付罰款。任何參賽者和相關人的未付罰款，也應在其他 ITF 比賽中代為收取，

並歸還給 ITF。 

在年度末，被罰款的選手或相關人，除非已支付所有罰款，否則不得在下一個年度報名或

訪問（如適用）任何 ITF 錦標賽。 

 

e) 上訴 

任何選手，被發現有第 V‐1.A 條規定的違規行為，在繳納了上述所有罰款後，可以對違

法行為的確定，或根據(a)條施加的懲罰提出上訴。以上（但沒有發給選手的立即失格）

送交 ITF 內部裁決小組，該小組應根據其程序規則，確定此事（除了記載有對 ITF 內部

裁決小組的決定，沒有上訴權）。申訴，應使用 ITF 規定的表格，以書面形式提出，並

且必須在比賽參與者收到違規通知之日起，十四天內，格林尼治標準時間 17:00（5.00pm）

提交給 ITF。上訴通知書，必須包括比賽選手對事件的事實和情況的聲明，以及選手希

望提交的任何其他證據。 

VI. 重大違規 

a) 嚴重行為 

參加 ITF 錦標賽活動中的任何選手或相關人員，都不得從事「嚴重行為」，其定義如下： 

1. 本準則指定構成「嚴重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為事件； 

2. 一件對 ITF 錦標賽的成功，是公然或傷害特別大的、或單方面過分令人震驚的行

為； 

3. 在十二個月內發生了兩次或更多次違反本準則的行為，每次單獨的違規，不構成

犯下「加重行為」。但當一起查看時，可建立一種行為模式，該行為模式，過於密

集惡劣，對 ITF 錦標賽有害或損傷。 

此外，任何選手或相關人員，直接或間接地，向任何其他受保人或第三方支付、提供

或收受任何金錢、利益或對價物，以換取加入或得到錦標賽網站讓可，被視為從事嚴

重行為並違反本節。 

選手直接或間接，通過關聯人士或其他人，違反本條的規定，對參賽者處以 高 1,000

美金的罰款，或沒收錦標賽中贏得的獎金，以前兩者較高者為準，並處以 高處罰或

永久在任何 ITF 錦標賽、賽事或巡迴賽中被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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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節規定，應受 大的處罰，相關人員將被永久撤銷認證，並拒絕進入任何 ITF

錦標賽、賽事或巡迴賽。 

b) 違反比賽正直性的行為 

任何球員或相關人員的行為，不得與網球比賽的正直性，背道而馳。如果球員被裁定，

犯有違反任何國家的刑法或民法的罪名，則可因被定罪而認為其從事的行為與網球比

賽的正直性背道而馳，ITF 執行董事可暫時中止這名選手，進一步參加 ITF 錦標賽，直

到 c)節中的 終判決出爐。此外，如果參賽者在任何時候的舉止，嚴重損害了體育運

動的聲譽，則可能因這種行為，被視為違反本節的內容中網球比賽的正直行徑，並被

判違規。 

選手直接或間接通過相關人員，或其他人違反本條規定，將對球員處以 高 1,000美金

的罰款，合併或單獨再加罰處罰，或永久中止參加其在所有 ITF 錦標賽中的比賽。 

違反本節規定，應受 大的處罰，相關人員將被永久撤銷認證，並拒絕進入任何 ITF

錦標賽、賽事或巡迴賽。 

c) 判定與處罰 

任何涉嫌嚴重行為 ITF 將調查有關的所有事實。所有選手和相關人員，必須充分配合此

類調查。ITF 可以向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提出書面要求（「要求」），向 ITF 提供任何可能

證明，或導致發現重大犯罪證據的信息，包括（但不限於）要求選手或其他相關人員，

參加面試或提供書面陳述，陳述其對相關事實和情況的了解。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必須

在提出此類要求後的七個工作日內，或在 ITF 規定的其他期限內，提供此類信息。 

如果根據第 VI(c)節，進行調查後，ITF 認為選手或相關人員，對犯下嚴重行為負責，ITF

則應將此事，提交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ITF 應確定一個或多個獨立於 ITF，並具有特定案件性質，所需的專門知識的個人，以

組成審核委員會，並審查證據，以確定是否有案件事實要回答。ITF 應將整個證據檔案，

發送給審核委員  會成員。必要時，審核委員會，可要求 ITF 提供更多信息，以供審核

委員會審議。審核委員會，沒有義務親自開會進行審議。但是，審核委員會對於參賽

者或其他人有案件事實的決定，必須是一致的。 

審核委員會認為沒有案件事實的情況下，ITF 應通知參賽者或相關人員，以及任何其他

具有上訴權的當事人（視上訴權而定），此事不會進一步進行。 

當審核委員會，確定一名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有案件事實時，ITF 將向該參賽者或相關

人員發送書面通知（起訴書），並抄送副本至獨立法庭主席，應提出： 

(a) 據稱已犯下的嚴重行為，這些指控所依據的事實的摘要； 

(b) 如果確定所指控的嚴重行為已經發生，可能產生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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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有權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對指控通知作出回應： 

(1) 接受指控，並同意指控通知書所指明的後果； 

(2) 承認被控犯有嚴重行為，但力求減輕「指控通知」中規定的後果，並要求獨

立法庭在聽證會上，確定後果； 

(3) 在聽證會上，否認被指控的嚴重行為，並由獨立法庭確定指控和（如果指控

仍舊成立）任何後果 

(d) 如果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希望在獨立法庭上行使其聽證權，則他/她必須提交書面

聽證請求，以使 ITF 盡快收到該聽證會申請，但無論如何，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在

10 天內，還是會收到通知。請求中，還必須闡述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對通知中的

指控所做出的回應，並且必須（以摘要形式）說明做出此類回應的依據。如果在

該截止日期之前，未收到此類回應，則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將被視為已接受指控

的重大罪行，並已接受指控通知中規定的後果。 

如果 ITF 撤回指控通知書，或者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承認被指控的嚴重行為，並同

意 ITF 規定的後果（或被視為已這樣做），在開庭前就不需要聽證會了。取而代之

的，ITF 應立即發布一項決定，以確認（如適用）已撤消起訴或確認嚴重行為，指

控及後果的決定，並將決定的副本，發送給參賽者或相關人員。 

暫時中止 

在發出指控通知書的當時、之後或之前，ITF 可能會在確定指控事實之前，對有關

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施加暫時中止，以保護 ITF 和網球運動的正直性和聲譽。 

實行暫時中止時，ITF 應將其權利，通知參賽者或相關人員： 

(a) 在暫時中止執行時，應立即或在全面聽證會前，向召集聽取其案件的獨立

法庭主席提出申請，不得執行暫時中止之命令（或者，如果已執行暫時中

止，則應撤消該命令）。獨立法庭主席將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對該申

請，作出裁定。 

(b) 加快獨立法庭的審理程序，以便舉行聽證會，並應盡快確定對他/她的指控，

以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 

在 ITF 決定不執行臨時暫停的情況下，應在解決該問題之前為選手或相關人員，提

供接受自願臨時暫停的機會。如果選手或相關人員，希望接受調解事實（並從可

能施加的任何暫停期間中獲得收益），則參賽者或相關人員，必須以 ITF 可接受的

狀況下，以書面形式，向 ITF 表示接受。 

不得對參賽者或是相關人員，推斷其供認或得到其他不利推斷(a)為進行申請停止

或撤銷暫時中止，或(b)自願接受暫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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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暫時中止期間，參賽者或相關人員，不得以任何身份，參加 ITF 執行或批准

的任何錦標賽、賽事或巡迴賽。 

進行選手和相關人員在暫時中止的執行時間（無論是以 ITF 接受的格式，以書面表

達是強迫或自願接受），獨立法院，應該要將此登記在案，前提是，參賽者與相關

人員要在這段時間內，必須完全遵守「暫時中止」的相關條款。在暫時中止生效

日期之前的任何時間內，無論參賽者身份，或相關人員的身分是否存在，或是缺

席比賽，均不得給予任何的減免期（無論是以 ITF 接受的格式，以書面表達是強迫

或自願接受）。如果根據隨後提出的上訴，決定先行暫停「暫時中止」處罰，則選

手或相關人員將在該「暫時中止」期間獲得減免期額度，但減免期，可能會因上

訴而暫停。 

 

聽證會 

如果被起訴的參賽者或相關人員，欲行使聽證權，則應將此事，移交給獨立法庭，

並應根據獨立法庭的程序規則解決。 

(d) 支付罰金 

選手，應在收到書面通知後的三十天內，向 ITF 支付經獨立法庭，繳納之重大行為

所有罰款。如果未在三十天內支付罰款： 

(a) ITF 執行主管，將指示下一次受 ITF 認可的輪椅網球比賽，在決定和解之前，

扣留該選手應得的獎金； 

(b) 將參賽者的罰款，加到未付罰款中，並適用第 V(v)節。 

(e) 上訴 

ITF、選手或相關人員，可以向體育仲裁法院上訴，聽候獨立法庭的決定。上訴程

序應根據「CAS 體育相關仲裁規則」以英語進行，並受英國法律管轄。 

(f) 開始處罰 

除非有獨立法庭或 ITF 在發出暫停令時另行規定，否則對選手，處以重大行為的「暫

時中止」命令，將從以下中生效： 

(a) ITF 或獨立法庭的通知日期； 

(b) 如果選手在通知之日參加比賽，則是他或她完成該比賽的第二天。 

對相關人員施加在 ITF 錦標賽、賽事和巡迴賽的撤消許可，或拒絕進入賽場，應在

收到通知後，立即生效。 

VII. 醫療管制—反興奮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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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或參加 ITF 輪椅巡迴賽，或任何輪椅賽事的任何選手、選手的支持人員或其他人員，均應

受 ITF 網球反興奮劑計劃 2019 的所有規定約束，並遵守該規定。 

ITF 網球運動禁藥計劃 2019，在 ITF 網站（www.itftennis.com/antidoping）上有完整說明，在 ITF

發布並分發給所有國家協會的單獨規則手冊中，也有完整說明。  ITF 網運動禁藥計劃 2019 的

說明，也可通過申請獲得。 

VIII. 福利政策 

報名、參與或參加輪椅網球巡迴賽，或任何其他輪椅網球賽事的所有涵蓋人員（ITF 福利政策

中定義）均受附錄 G 所列的福利政策約束，並應遵守該規定。 

IX. 比賽管理辦法 

a) 適用範圍 

本條適用於第 V 節中，定義的每個 ITF 錦標賽，以及此類活動的任何申請人。本條中所

稱「比賽」在下文中指 ITF 比賽或此類比賽的申請人，並在適用時指正在申請、管理、

營運或以其他方式組織 ITF 比賽的法人實體（個人或公司）。 

b) 保障 

比賽的所有者、經營者、贊助商或代理商，不得做出提供、給予或支付金錢或任何有

價物品，比賽也不允許任何人以實體提供、給予或直接間接向選手支付金錢或任何有

價值的東西，以影響或保證其在錦標賽中的表現，但除了獎金和得到委員會的授權允

許的業餘開支除外。違反本節的規定，錦標賽將被處以 高 1,000 美籤的罰款，外加任

何此類付款、取消資格和制裁的損失或沒收先前已向 ITF 支付的所有款項（如有）的金

額或價值。如果 ITF 執行董事，認為某項比賽，，可能違反本節規定，則在提出要求後，

該比賽必須向 ITF 執行董事或其代理人，提供或促使其提供與它有關的所有記錄的訪問

權，和副本以任何方式獲得所謂的擔保，或者在沒有此類記錄的情況下，宣誓書詳細

列出了 ITF 執行董事所質疑的任何交易的事實。 

c) 外卡 

主辦單位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給予、徵求、接受、接收，或同意提供、給予、徵求、

接受或接收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以換取外卡。違反本節的規定，比賽將被處以 高 5,000

美金的罰款，沒收先前已支付給 ITF 的所有款項，和/或撤銷其授權。 

d) 違反比賽正直性的行為 

比賽或其任何擁有者、發起人或經營者，不得從事有悖於運動正直性的行為。違反本

條規定，比賽將被處以 高 5,000 美金，沒收先前已支付給 ITF 的所有款項（如果有）

和/或撤銷其授權。 

e) ITF 輪椅網球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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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不得違反本 ITF 輪椅網球法規的任何規定。違反本節的規定，比賽將被處以

高 5,000 美金的罰款，沒收先前已支付給 ITF 的所有款項，，和/或撤銷其授權。 

f) 晚期取消 

主辦單位，不得在已計劃好的比賽開始日期前，五十六天內取消。大滿貫、超級系列

賽和 ITF 1 賽事，不得在預定賽事開始前，八十四天內取消。 

違反本節的規定，主辦單位將被處以下 高罰款 5,000 美金，並沒收先前已支付或歸還

由 ITF 代墊的所有款項（如果有的話），償還產生的不可追回的費用，和/或撤銷授權。 

g) 未達到贊助商的要求 

如果根據輪椅網球規定和規則，發現主辦單位未達到贊助商要求的條件，則該比賽可

被處以 高 5,000 美金的罰款，沒收先前已向 ITF 支付的所有款項，和/或撤銷授權。 

h) COVID‐19 協議 

比賽應遵守「ITF 重返國際網球賽協議： 低行為標準（“協議”）」。任何不遵守議定書

的行為，均構成違反本第 IX(h)條的行為。違反本第 IX（h）條的規定，主辦單位，將被

處以 高 5,000 美金的罰款，沒收先前已支付，或歸還 ITF 代墊的所有款項（命令），

以償還選手發生的不可追回費用、撤回授權和/或拒絕隨後的託管申請。 

i) 判定與處罰 

ITF 應促使申請 ITF 錦標賽者，對與任何涉嫌的錦標賽違法行為，有關的所有事實，進

行調查，並應向有關申請者，提供書面調查通知。 

主辦單位必須與此類調查，充分配合。 

ITF 可以向主辦單位提出書面要求（命令），向 ITF 提供任何可能證明或導致發現比賽違

法行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於）要求主辦單位參加面試的信息。或提供書面聲明，

闡明其對有關事實和情況的了解。主辦單位必須在提出此類要求後，七個工作日內，

或在 ITF 規定的其他截止日期之內，提供此類信息。 

如果根據本第 IX 節的調查結果，ITF 認為主辦單位，有案件要對犯下違規負責，則 ITF

應將此事，提交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ITF 應確定一個或多個獨立於 ITF，並具有特定案件性質，所需的專門知識的個人，以

組成審查委員會，並審查證據，以確定是否有案件成立。ITF 應將整個證據檔案，發送

給審核委員會成員。必要時，審核委員會，可要求 ITF 提供更多信息，以供審核委員會

審議。審查委員會，沒有義務親自開會進行審議。但是，審核委員會關於選手或相關

人員有案可依的決定，必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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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認為沒有案件事實的情況下，ITF 應通知主辦單位，以及任何其他具有上訴

權的當事人（視上訴權而定），此事不會進一步進行。當審核委員會確定主辦單位，有

案件事實時，ITF 將向主辦單位發送書面通知（起訴書），並抄送副本，至獨立法庭主

席，應提出： 

(a) 據稱已犯下的事實，這些指控所依據的事實的摘要； 

(b) 如果確定所指控的事實已經發生，可能產生的後果； 

(c) 主辦單位，有權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對指控通知作出回應： 

(1) 接受指控，並同意指控通知書所指明的後果； 

(2) 承認被控有重大違規，但力求減輕「指控通知」中規定的後果，並要求獨立

法庭在聽證會上確定後果； 

(3) 在聽證會上否認被指控的重大違規，並由獨立法庭確定指控和（如果指控仍

舊成立）任何後果 

(d) 如果主辦單位，希望在獨立法庭上行使其聽證權，則必須提交書面聽證請求，以

使 ITF 盡快收到該聽證會申請，但無論如何，主辦單位在 10 天內，還是會收到通

知。請求中還必須闡述主辦單位，對通知中的指控所做出的回應，並且必須（以

摘要形式）說明做出此類回應的依據。如果在該截止日期之前未收到此類回應，

則主辦單位，將被視為已接受指控的重大罪行，並已接受指控通知中規定的後果。 

如果 ITF 撤回指控通知書，或者主辦單位承認被指控的嚴重行為，並同意 ITF 規定

的後果（或被視為已這樣做），在開庭前，就不需要聽證會了。取而代之的，ITF

應立即發布一項決定，以確認（如適用）已撤消起訴或確認嚴重行為，指控及後

果的決定，並將決定的副本發送給主辦單位。 

j) 聽證會 

如果被起訴的主辦單位，欲行使聽證權，則應將此事移交給獨立法庭，並應根據獨立

法庭的程序規則解決。 

k) 支付罰金 

選手，應在收到書面通知後的三十天內，向 ITF 支付，經獨立法庭徵收之重大行為所有

罰款。 

l) 上訴 

被裁定犯罪的任何主辦單位，在支付了上述所有罰款後，可將獨立法庭的決定，上訴

至體育仲裁法院。上訴程序，應根據「CAS 體育相關仲裁規則」以英語進行，並受英

國法律管轄。 

X. 解釋 



93 
 

遵守本準則的任何個人或實體，都可以向 ITF 內部裁決小組提交要求，以解釋或澄清本準則，

或其對特定事件或交易的適用性和影響。 

XI. 注意事項 

除非隨後發布變更通知，否則所有與 ITF 執行主任的書面函件，應按以下方式處理： 

ITF Executive Director of Circuit 

Re: ITF Wheelchair Tennis 

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Bank Lane 

Roehampton 

London SW15 5XZ 

UK 

Telephone: (44)20 8878 6464 

Email: wheelchair@itftennis.com 

a) 參賽者 

請注意，根據可能的嚴重行為指控，正在對選手進行調查。如果將本規則要求的任何

其他文件，送達至該參賽者的住所地址，或該選手指定的其他地址，以及提供給其所

屬的任何協會的副本，則視為 ITF 執行董事已通知該成員，完成通知。 

b) 主辦單位 

如果將本準則要求的任何文件，送達 ITF 比賽的主辦單位，則應將其連同副本，一起寄

給主辦單位管理者，視為完成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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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醫療狀況規定 

 

醫療 

a. 醫療狀況 

醫療狀況是指在熱身或比賽期間，應由運動物理治療師（根據 ITF 推薦的衛生保健標準指南中

的定義）進行醫學評估或治療的醫學疾病或肌肉骨骼損傷。 

 需治療的狀況 

o 急性醫療條件：在熱身或比賽中，突然發生醫療疾病或肌肉骨骼損傷，需要立即就醫。 

o 非急性醫療狀況：在熱身或比賽中發生或加劇的醫療疾病或肌肉骨骼損傷，在換邊或

休息時，需要醫療護理。 

 不須治療的狀況 

o 任何無法適當治療的醫療狀況，或在允許的時間內，無法通過可用的醫療手段，改善

的醫療狀況。 

o 在熱身或比賽期間，未出現或未加重的任何醫療狀況（包括症狀）。 

o 一般的運動疲勞。 

o 任何需要注射或靜脈內輸液的醫療狀況（糖尿病除外），但必須事先獲得醫學證明。

可以皮下注射胰島素。 

o 任何需要氧氣的醫療狀況，除非 ITF 事先獲得醫療批准。除本規定允許外，出於任何

原因，任何時候均不允許使用氧氣補充。 

b. 醫療評估 

在熱身或比賽期間，選手可以通過主審，要求運動物理治療師在下一次換邊或盤末休息時間對

他/她進行評估。只有在球員出現急性病，並必須立即停止比賽的情況下，才可以要求通過運

動物理治療師，裁判立即評估他/她。 

醫療評估的目的，是確定參賽者是否已發展出可治療的醫療狀況，如果是，則確定何時需要進

行醫療。這樣的評估，應該在合理的時間內進行，一方面要平衡參賽者的安全，另一方面要持

續進行比賽。根據運動物理治療師的判斷，此類評估，可以與現場（大會）醫生一起進行，也

可以在場外進行。* 

如果運動物理治療師確定該球員屬於不須治療狀況，則將被告知，該選手不得接受任何治療。 

c. 醫療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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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運動物理治療師對參賽者進行評估，並確定需要更多的治療時間後，ITF 主管、裁判長或主

審將允許醫療暫停。醫療暫停發生在換邊或盤末休息期間，除非運動物理治療師，確定運動員

已發展為需要立即就醫的急性病。 

當運動物理治療師準備開始治療時，醫療暫停即開始。根據運動物理治療師的判斷，醫療暫停

期間的治療可以在場外進行，並且可以與現場（大會）醫生一起進行。* 

醫療暫停僅限於三分鐘的治療。但是，如有必要，ITF 主管或裁判長可以延長治療時間。 

每個部位允許選手一次醫療暫停。所有傷病的臨床表現均應視為一種可治療的醫療狀況。所有

表現為運動時的連鎖反應，可治療的肌肉、骨骼損傷均應視為一種可治療的醫學病症。 

抽筋：選手只有在換邊或盤末休息時間的時間內，才能接受肌肉抽筋的處置。選手不會因為抽

筋而得到醫療暫停。 

如果懷疑選手是否患有急性醫療狀況，包括抽筋在內的非急性醫療狀況，或不需治療性醫療狀

況，則視情況由運動物理治療師與現場（大會）醫生共同決定，此決定是 終性的。如果運動

物理治療師認為球員中暑，並且如果肌肉抽筋是中暑的一種表現，那麼只能建議，以中暑狀況

為治療方式，作為處理抽筋的決議。 

附註： 

因聲稱自己患有急性運動傷害而停止比賽的選手，但經運動理療師和比賽醫生確定是有肌肉抽

筋，則由主審令其立即恢復比賽。 

如果選手，因運動理療師或比賽醫生判定，因嚴重的肌肉抽筋而無法繼續比賽，則他/她可能

會被沒收分數或一局，來達到換邊或休息的標準，以便立即接受評估，並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

進行治療。一場比賽中，可能總共有兩次額外換邊的治療，用於肌肉抽筋，不一定是連續的。 

如果由主審或 ITF 主管/裁判長，確定涉及比賽策略，則可以判為違反運動道德行為的規則。 

對於特殊情況，ITF主管/裁判長或主審可能允許共兩次連續醫療暫停，因為在這種特殊情況下，

運動物理治療師，確定選手已併發出，，至少兩種不同的急性和須治療醫療條件。這可能包括：

合併肌肉骨骼損傷的內科疾病；兩個或兩個以上急性和明顯的肌肉骨骼損傷。在這種情況下，

運動理療師將在一次評估中，對兩種或更多種可治療的醫療狀況進行醫療評估，然後可以確定

需要兩次連續的醫療暫停。 

d. 治療 

在任何換邊或盤末休息時間，運動員可從運動物理治療師或現場（大會）醫生那裡獲得場上醫

療或補給。作為準則，對於每種可治療的醫療狀況，在醫療暫停之前或之後，此類醫療，應限

於兩次換邊/盤末休息，並且不必連續。球員可能無法，就不需治療性疾病接受治療。 

e. 處罰 

在醫療暫停或醫療結束後，在恢復比賽時，任何延誤產生，應受到違反比賽規則的處罰。任何

球員濫用本「醫療規則」，將根據「行為準則」中的違反運動道德的行為，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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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出血 

如果有球員在流血，主審必須盡快停止比賽，且主審必須召集運動物理治療師進行評估和治療。

運動物理治療師將與比賽醫生（如果適用）一起評估出血的來源，並在必要時，請求醫療超時

進行治療。 

如果運動物理治療師或現場（大會）醫生要求，ITF 主管、裁判長或主審， 多可允許五（5）

分鐘的時間來確保控制出血。 

如果血液濺到了球場或其附近，則在適當清除血液前，不得恢復比賽。 

g. 嘔吐 

如果有參賽者嘔吐，如嘔吐物濺到球場上，或選手要求醫療評估時，主審必須停止比賽。如果

選手，要求進行醫學評估，則運動物理治療師，必須確定運動員是否患有需治療的疾病，如果

有，則確定該疾病是急性還是非急性。 

如果嘔吐物濺到了球場或其附近，則在確認清除嘔吐務前，不得恢復比賽。 

h. 喪失能力 

如果對球員的身體狀況（無論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有任何影響，可能會影響其安全參加比賽

的能力，則應致電現場（大會）醫生或運動理療師，以盡快為球員提供幫助。 

如果比賽中出現問題，主審應立即請現場（大會）醫生和運動理療師協助球員。 

現場（大會）醫生負責確保選手能夠得到 佳的醫療照顧，確認他/她的健康沒有受到威脅，

並且他/她的醫療狀況不會對其他球員，或公眾構成風險。醫生與選手之間的所有討論，都是

在醫患關係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是機密的，未經選手的同意，不得將其透露給第三方。但是，

如果現場（大會）醫生確定選手的醫療狀況，已無法安全參加比賽，則選手必須允許現場（大

會）醫生將其決定通知 ITF 主管/裁判長（僅公開球員同意告知的醫療信息）。收到現場（大會）

醫生的報告後，ITF 主管/裁判長判斷，需要將選手從進行中的比賽中退賽，還是從即將要進行

的比賽中退出（如適用）。ITF 主管/裁判長在採取此行動之前，應格外謹慎，並應根據職業網

球的 大利益，以及所有醫療意見和建議，並結合任何其他相關信息，來做出決定。 

如果選手的身體狀況得到了改善，足以繼續比賽，現場（大會）醫生可以隨即通知 ITF 主管/

裁判長。ITF 主管可以自行決定，該選手隨後，可以在當天或第二天在同一賽會中參加另一項

比賽（例如雙打）。 

如有任何疑問，ITF 主管/裁判長，應遵循附錄 D、h)中的過程。 

必須認知到的是，賽事以外的當局，可能會強加國家法律、政府法規或其他具有約束力的法規

在賽事上，可能會要求現場（大會）醫生，在所有有關診斷和治療的決定中，更加強制性地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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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數據權利 

1. 定義 

以下術語應具有以下所賦予的含義： 

“DATA RIGHTS” 

「數據權利」 

數據權利是指，以任何方式使用、創建或組裝官方數據的權

利，包括但不侷限於收集、整理、存儲、使用、複製、利用、

繼續提供或提供任何和所有官方數據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即時得分權。 

 

“MATCH PERIOD” 

「比賽期間」 

就每場比賽而言，指的是從該場比賽開始時算起，並在該場

比賽 後一局比賽結束後 30 秒後為止。 

 

“LIVE SCORING RIGHTS” 

即時得分權 

指在適用的比賽期間內，，行使數據權的權利。 

“OFFICIAL DATA” 

官方數據 

指任何有關比賽的順序、賽程表、籤表、得分（包括即時比

賽分數、所有比賽的事件諸如開始比賽、挑戰、得分、愛司

球的數量，等等）。任何其他有關比賽、或參加者的統計訊息，

不論產生方式為何，但並不包括 PAT 數據。 

 

“PAT DATA” 

（Performance Analysis Data） 

參賽者表現分析數據 

意指球員表現分析數據或（a）在比賽中，以及（b）通過 ITF

認可，在比賽期間使用任何球員分析技術系統收集的其他數

據或信息（以及從該數據或信息得出的任何分析），無論是否

與 ITF、國家或參賽者合作收集。 

 

2. 數據權利 

ITF 將擁有行使數據權利的專有權，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任何和所有比賽，或任何和所有比賽要

素的即時得分權。每個主辦單位，應協助 ITF 行使數據權利。 

ITF 在此確認，每個主辦單位，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免費地使用官方數據： 

(a) 有權使用在官方出版物、官方網站、手機應用程式(app)和媒體上，除了 PAT 數據之外的

官方數據，只要是在適當的比賽期間，且不得用在賭博目的上。 

(b) 有資格提供除了 PAT 數據之外的官方數據給官方贊助商，只要這個動作，是在適當的比

賽期間，且不以賭博為目的。 

(c) 在比賽期限屆滿前，出於對賽事的目地（包含範例和不限於記分板數據）的使用除了

PAT 數據之外的官方數據，但用於非賭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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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賽事主辦單位和（如果適用）主辦國中有執照的傳統有線電視，在實況轉播或訊號延遲

傳播時，只要 1.  在電視訊號轉播賽事使用；2.  不可與賭博有連結或用以賭博目的；3.  用在正

在轉播的賽事上，就可以使用官方數據。 

另外，ITF 確認在 ITF 網站上已經提供了比賽的實況賽事中心，主辦單位可已要求 ITF 允許在各

自的官方網站上加入聯結，以提供觀眾可以聯結進入觀看。ITF 不會無理地拒絕任何合併此聯

結的要求，只要該聯結是根據 ITF 的指示進行的。 

使用、創造或組裝官方數據，或以任何方式行使數據權利將由 ITF 獨家保留，ITF 可以在讓自己

成為唯一有權利的。 

3. 保護數據權利 

主辦單位不得允許或授權從會場傳播、轉播、公布或釋放任何官方數據、比賽比分或其他相關

統計數據。 

在會場內應禁止使用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或其他手持電子設備來整理、收集、使用、儲存、

複製、繼續提供或提供任何官方數據，或任何比賽分數或其他相關統計數據，或用於賭博。每

個主辦單位的全國性協會，應採取合理的步驟來實施這種禁止措施（包括但不限於場地規則、

門票條件和認可條款），但在社論報導中不得偶然使用。此規定的例外是主辦單位和/或 ITF 認

證人員在執行任務時使用。 

主辦單位應就以下事項與 ITF 合作： 

- ITF 為施行、收集、供應或許可（每種狀況下都是 ITF 本身或 ITF 所指定的第三方）所實施

的任何系統和方案。 

- ITF 為保護實況轉播權利的獨占性，以及防止未經授權的整理、收集、使用、儲存、複製、

繼續提供或取得官方數據的任何行為，而採取的任何措施。 

ITF 和主辦單位，應始終配合，並遵守網球反腐敗計劃的要求。 

4. 根據網球規則，ITF 同意使用批准的 PAT 系統的運動員，可以在下列條件下收集、整理、組合

和儲存賽事中進行的比賽的 PAT 數據： 

i. 比賽期間，教練、球員以及參與 PAT 數據收集、整理、分析的任何技術供應商，或服務運

營商，應僅將此類 PAT 數據用於各自球員及球隊的內部分析和指導，以及嚴格遵守網球規

則第 30 條。 

ii. 每個主辦單位的教練和參賽者，均應並保證在任何時候，參與 PAT 數據收集、整理及分析

任何技術提供商或服務運營商： 

a) 除上述 4（i）所述或 ITF 書面事先批准外，不得出於任何其他目的而發布、使用或以

其他方式利用任何 PAT 數據，或將衍生自其的任何 PAT 數據或分析，提供給第三方。

ITF 合理要求的步驟，應確實遵守，以防止未經授權訪問及使用此類 PAT 數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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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得出於任何目的使用，或提供任何 PAT 數據分析或由此衍生的產品，給任何與

博弈有關的第三方； 

b) 確保 ITF 可以免費的處理比賽場地，或其他地點的現場或重播的任何及全數的 PAT數

據，ITF 應該可以免費使用這些 PAT 數據，並且授權第三方可以根據任何目的使用這

些 PAT 數據。 

c) 如果未經授權的第三方，處理了此類 PAT 數據，且 ITF 合理地認為，出於任何目的將

PAT 數據、PAT 設備及服務，用於違反這些規定的行為，ITF 有權取消核准，且教練和

參賽者必須立即停止使用 PAT 系統，直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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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巡迴賽等級 

 

輪椅網球巡迴賽的比賽類別，應由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確定。使用以下原則，並每年進行審查。  原

則 

a. 金字塔系統 

金字塔系統，用於嘗試和維護輪椅網球巡迴賽的分類。將使用以下類別：大滿貫，超級系列，

ITF 1，ITF 2 和 ITF 3 系列以及 ITF 未來系列。 

將有一些大滿貫和超級系列賽事，更多的 ITF 1 和 ITF 2，並且隨著選手，達到 ITF 未來系列

水準，錦標賽的數量將增加。 

 

 

 

 

 

 

 

 

 

 

 

b. 平衡 

ITF 致力於在非洲、美洲、亞洲、歐洲和大洋洲之間建立大滿貫、超級系列、ITF 和未來系列

之間的平衡。 

c. 分類標準 

- 組織 

- 場地 

- 交通 

GS 

大滿貫 

 

SS 超級系列賽 

 
ITF 1 

 
 
 

ITF2 

 

ITF3 
 
 
 

Futures 未來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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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官方代表 

- 獎金 

- 晉級 

比賽每年僅會往上或往下評級為一個類別（特殊情況除外）。 

d. 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例如（輪椅）網球歷史、世界不同地區等也將被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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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 

福利政策 

 

任何參賽者的教練、訓練員、經理、經紀人、醫療人員或醫療輔助人員、家庭成員、參加比賽的客

人，或其他相似關聯性的人員（以下統稱為參賽者支持團隊成員），或任何參賽者和主辦單位的人

員，諸如官方比賽主管、工作人員、自願者、贊助商、衛生保健協助人員，或 ITF 工作人員、媒體

成員（以下統稱工作人員），應根據 ITF 福利政策，以專業的態度行事。以上三類人在 ITF 福利政策

裡，定義為「Covered Persons」。 

a. 福利政策的要素 

i. 適用範圍 

「Covered Persons」應熟悉並必須遵 ITF 福利政策。 

ii. 不公平及歧視行為 

a) 「Covered Persons」不得從事不公平或不道德的行為，包括企圖傷害、致人於殘，或

故意干擾任何球員的準備或比賽。 

b) 「Covered Persons」於提供服務時，不得在種族、種族認同、性別、國籍、宗教、年

齡或性取向有歧視的行為。 

iii. 濫用權利、欺凌行為 

a) 「Covered Persons」不得濫用職權或控制權，也不得試圖傷害任何參賽的「Covered 

Persons」、雙親、觀眾或新聞媒體成員的心理、身體或情感狀態。 

b) 「Covered Persons」不得針對任何「Covered Persons」、父母、觀眾或新聞媒體成員，

進行粗魯或口頭的侮辱性行為，或威脅性行為與語言。 

c) 「Covered Persons」不得以犧牲參賽者的 大利益為代價，利用任何選手的關係，進

一步促進個人、政治或商業利益。 

iv. 兩性平等 

為了防止性虐待和由伴侶關係失衡，導致的負面後果，不鼓勵任何參賽者及其支持團隊成

員及有資格的人員之間，發生任何形式的性行為。 

另外，特別禁止以下行為： 

a) 「Covered Persons」不得對 1. 17 歲以下或 2.  身處或居住在司法管轄區的法定成年年

齡以下的任何選手，進行性騷擾或與任何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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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vered Persons」不得對任何年齡的選手，進行性虐待。性虐待的定義是：1.一個

人強迫精神能力下降的另一人，進行性行為，或 2.使用武力，威脅，脅迫，恐嚇或不

當影響，來強行進行性行為。 

c) 「Covered Persons」不得進行性騷擾，例如，通過不受歡迎的騷擾、要求性偏愛或其

他具有性行為的口頭或身體行為，而這種行為，可能會構成恐嚇，具侵略性或令人反

感的環境。 

d) 選手支持團隊成員和工作人員，不得與 1.  未滿 17 歲，或 2.  參賽者在居住地，或身

處酒店所在地範圍內，其未達到司法管轄區法定成年年齡的參賽者，住在同一間酒店

房間。除非該選手支持團隊成員，或工作人員是該選手的父母，或與該選手有關係，

並由該選手的父母書面授權。任何違反本「酒店客房政策」的未成年選手將受到處罰。

這些處罰可能包括：在發生違規的地方，沒收該地比賽的積分及罰款（等於適用於沒

收該比賽的酒店房費，或沒收每日津貼）。此類罰款，應是根據以下 b)小節可能對選

手、選手的支持團隊成員，或工作人員，施加的任何罰款的補充。* 

*在特殊情況下，ITF 會允許成人與青少年輪椅網球運動員同住，前提是制定了照護計劃，

該計劃應確定該運動員需要在房間內提供幫助，已獲得父母的同意並且該成人已進行犯罪

記錄及警察檢查。有關更多信息，請聯繫 ITF 輪椅網球部。 

v. 犯罪行為 

「Covered Persons」應遵守所有相關的刑法。為了獲得更大的確定性，並且在不限制上述

規定的前提下，如果「Covered Persons」已被裁定罪名成立、認罪或沒有對涉及以下情況

的刑事指控或起訴提出爭辯（a）涉及使用、擁有、分發或意圖散佈非法藥物或物質的犯

罪，則違反了此義務、（b）涉及行為不端，性騷擾或性虐待的犯罪，或（c）涉及虐待兒

童的犯罪。此外，如果「Covered Persons」已被裁定罪名成立、認罪或沒有對違反特定，

旨在保護未成年人的任何法律的犯罪行為進行爭辯，可能違反了這項義務。 

vi. 反禁藥活動 

「Covered Persons」不得違反 ITF 運動禁藥的規定，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援助、助長、勸誘

或誘使任何人違反該計劃。 

vii. 一般行為 

「Covered Persons」的行為不得對 ITF、或 ITF主持或授權的任何錦標賽、賽事或巡迴賽（「ITF

錦標賽」）、任何球員、官員或網球比賽產生不利影響。 

b. 違規及程序 

i. 任何認為任何「Covered Persons」未能履行其在本福利政策下的義務的個人，都可以向 ITF

提出書面投訴。該投訴應確定投訴人身分，並具體說明所指控的不當行為的事實。收到此

類投訴後，或者 ITF 本身，認為明顯違反了本「福利政策」，ITF 應立即對此事進行調查。

所有「Covered Persons」必須充分配合此類調查。 



104 
 

ii. 根據 ITF 的要求，ITF 內部裁決小組，可以在確定犯罪事實前，臨時暫停被控訴之人的義

務，以保護其： 

(a) 保護可能會因「Covered Persons」繼續參加輪椅網球巡迴賽或世界杯團體賽，而受到

傷害的其他參加比賽的人員，包括參賽者； 

(b) 比賽、ITF 及允球運動的正當性和聲譽。 

iii. 在對此事進行審查，並在適當的情況下，進行進一步調查後，ITF 可以決定該事不宜採取

進一步行動。如果 ITF 認為此事確實值得採取進一步行動，則應將指控通知提供予被告人

之後，將其轉交給 ITF 內部裁決小組。在為被告提供機會表達其觀點之後，ITF 內部裁決

小組，可以實施適當的制裁措施，包括（a）拒絕給予特權，或將該人排除在任何或所有

ITF 錦標賽之外，或者（b）此類其他 ITF 內部裁決小組認為適當的制裁，包括金錢制裁。 

iv. ITF 內部裁決小組保留，對涵蓋人員人採取停賽，或其他紀律處分，或是對於犯罪事實的

結果是定罪、認罪，或不對上述 a）v 節中所述的刑事指控，或起訴提出抗辯，擴大到任

何或所有 ITF 錦標賽，或者是國家及地區協會或其他網球組織（例如，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和職業網球聯合會或其他組織）的權利。ITF 內部裁決小組保留，與上述任何網球組織共

享投訴信息，及與之合作，進行調查的權利。ITF 執行主管還可以，將申訴及在調查指控

或起訴過程中，收到的任何信息，轉交給它認為適當的任何當局。在上述其他網球組織及

有關當局進行調查的結果之前，ITF 有權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保留，自行調查的權利。 

v. ITF 內部裁決小組根據上述（iii）和（iv）的條文，可以根據規則的第三章「上訴」，向獨

立法庭提出上訴。涵蓋人員可以根據以下條件，將 ITF 內部裁決小組的決定，根據上述（ii）

條款暫時中止至其管轄下的獨立法庭： 

(a) 該決定是不合理的（即超出合理的決策者可能決定的範圍），任意或反覆無常的； 

(b) 該決定是基於錯誤的法律（即違反了 ITF 規章制度，經過適當解釋或適用的法律）； 

(c) 作出該決定所遵循的程序，是不公平的，以致違背了自然正義。 

vi. ITF 內部裁決小組根據本「福利政策」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可以傳達給 ITF 執行主管及 ITF

內部裁決小組認為必要的成員國協會、其他網球組織和 ITF 錦標賽主辦者。 

   



105 
 

附錄 H 

互惠原則 

 

ITF 保留要求 ITF 內部裁決小組，就任何或所有 ITF 輪椅網球比賽，對被「Covered Persons」（定義

見附錄 G‐ITF 福利政策）發布的暫時中止或其他制裁確認、修改、延伸或拒絕的權利。不管是以 ITF

為代表，或是 ITF 以其為代表，根據在 ITF 守則、政策、其他網球組織（包括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職業網球聯合會 ATP、大滿貫和其他成員國協會）或相關機構。 

ITF 內部裁決小組，有權與任何其他網球組織，或任何其他有關當局，共享與被保護人的任何投訴

有關的信息，並且與任何其他網球組織，或任何其他有關當局，一起進行調查。ITF 內部裁決小組，

也可以將其投訴、尚在調查事實或起訴過程中，收到的任何信息移交給他認為絕對適當的任何當局。

在任何其他網球組織，或任何有關當局，進行調查的結果之前，ITF 有權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保

留自行調查。 

ITF 內部裁決小組決定確認、修改或拒絕針對被涵蓋人的停職或其他制裁，被涵蓋人可以向獨立法

庭提出上訴，獨立法庭，應根據其程序規則，確定此事（對於獨立法庭的決定，沒有上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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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選手 

任何在此附錄 I 中提到的選手，在適當的情況下，也適用於隊長。 

選手「行為良好」的定義 

出於第十一章（E）規定的目的，國家協會應認為，選手球員在以下情況下屬於「行為良好」者： 

(a) 沒有受到其所屬國家網球協會，施加停止比賽的命令，或是沒有被 ITF，以已接受和已承認的

行為守則，施以其停賽處罰。 

(b) 被其所屬國所接納並在其管轄權下，參加由其所屬國的國家協會選擇的比賽。 

(c) 有機會參與世界杯團體賽，並在其所屬國的國家網球協會的管轄下，選擇其參加賽事。 

(d) 永遠尊重公平競爭精神和譴責暴力。 

(e) 接受報名比賽時的條件，包括針對這些活動，採用任何行為準則的條件，以及 IPIN 註冊系統中

包含的條款和條件。 

(f) 同意接受其進入的任何賽事，對其所進行的任何醫療款制或其他測試。 

(g) 沒有遭到其所屬國的主管法院判刑： 

(i) 至少 12 個月有期徒刑且已執行； 

(ii) 牽涉到任和行為或疏忽導致的犯罪，合理的考量，會傷害到網球的正當性、其所屬國的

國家網球協會、ITF，或所有參加以及參與輪椅網球循環比賽或世界杯團體賽人員的安全。 

(h) 沒有以其他方式，從事使其國家網球協會，或 ITF 聲名狼藉的行為。 

未能滿足上述(a)~(h)中的任何條件，但打算考慮入選的球員，必須使其國家網球協會，滿意他/她

是行為良好的球員，而非他/她曾經的失敗。 

對於由國家協會作出的 終決定提出的任何上訴，應在通知有關決定後的 21 天內，向 ITF 內部裁

決小組提出。只有在用盡了，向國家協會提出的所有其他內部申訴渠道之後，才可以向 ITF 內部裁

決小組求助。ITF 內部裁決小組的決定，將以書面形式提供，並具有 終決定權。ITF 內部裁決委員

會，可以全權決定，撤銷國家網球協會關於運動員「良好行為」的決定。 

ITF 內部裁決小組，將考慮所有相關事項後做出裁決。 

跨性別政策 

ITF 將按照 ITF 跨性別政策中，規定的原則，處理涉及跨性別參與者的任何案件，該政策可在 ITF 網

站上找到：www.itften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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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J 

管理 

 

董事會 

a) 管理 

ITF 輪椅巡迴賽事，由 ITF 董事會及輪椅網球委員會管理。 

b) 職責 

董事會的職責如下： 

i. 批准、採用、修改 ITF 錦標賽的規則、條例和行為守則。 

ii. 巡迴賽有關的任何商標，以 ITF 的名義註冊，並保護此類商標。 

iii. 董事會應每兩年任命一個輪椅網球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由主席組成，主席應是董事會

成員，並在必要時，再增加成員。 

iv. 拒絕任何國家協會的報名，或拒絕該國家協會進一步參加世界杯團體賽，如果認為該國

家協會的參加，可能會導致該團體比賽受到威脅。除非有至少三分之二出席，並參加表

決的董事支持，董事會在這方面的任何決定，均無效。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 

輪椅網球委員會的職責是： 

a.管理巡迴賽、比賽、發展活動和分類。 

b.建議修改並確保這些規則和條例、行為準則，和 ITF 輪椅網球分類規則的統一執行。 

c.在 ITF 的財務框架內管理巡迴、競賽、發展活動和分類的資金。 

d.向董事會報告所有財務事項。 

e.向董事會提交定期報告。 

f.批准所有 ITF 輪椅網球比賽和比賽的地點和日期。 

成員 

主席            Mr Martin Corrie (德國) 

委員會成員          Mr Robin Ammerlaan (荷麥) 

委員會成員          Mr Curtis Bender (美國) 

委員會成員          Mr Iqbal Bin Issack (斯里蘭卡) 

委員會成員          Mr Kitsombat Euammongkol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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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          Mr Miguel Irigoyen (西班牙) 

委員會成員          Mr James Kenani (肯亞) 

委員會成員          Mr Daisuke Kitahara (日本) 

委員會成員          Mr Jean‐Pierre Limborg (法國) 

委員會成員          Mr Sani Ndanusa (奈及利亞) 

委員會成員          Ms Janet Petras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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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K 

ITF 輪椅網球部門 

 

ITF巡迴賽，執行總監      Ms Jackie Nesbitt 

輪椅網球負責人      Mr Alistair Williams 

輪椅網球團隊主管      Ms Ellen De Lange 

輪椅網球團隊主管      Ms Sarah Synan 

輪椅網球團隊主管      Ms Suzie Toyn 

ITF成員      Mr Juan Escobar 

ITF成員      Ms Sophie Hall 

 

有關 新ITF成員國的地址，請造訪ITF網球網站： 

http://www.itftennis.com/abouttheitf/national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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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L 

輪椅網球的組織圖 

 

 ITF 

董事會 

ITF 

輪椅網球委員會 

輪椅網球 

發展基金會 

ITF 運動科學 

與醫療委員會 

ITF 

輪椅網球部門 
ITF 會員國 

(205 個網球

協會) 

國際帕奧運

動會委員會 

(IPC) 

國家帕奧運

動會委員會 

(N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