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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舉健力規則

場次 Session: 時間 Time:

第一場女子 所有組別

無裝備賽  
1st Session : CLASSIC All

 
過磅上午10:00; 比賽:中午12:00

Weigh-in 10:00am; Competition 12:00noon

第二場A組 男子少年組及青年組
無裝備賽  

2nd Session A : Men CLASSIC 
Sub-Junior & Junior  

過磅上午11:30; 比賽:下午1:30
Weigh-in 11:30am; Competition 13:30

第二場B組 男子公開組及元老組
無裝備賽  

2nd Session B : Men CLASSIC 
Open & Masters

頒獎典禮  Victory Ceremony

第三場 男女子所有組別

有裝備賽  
3rd Session  : Men & Women 

Equipped All

過磅下午3:00; 比賽:下午5:00
Weigh-in 15:00; Competition 17:00

頒獎典禮  Victory Ceremony

比賽秩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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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OF SQUAT

1. (red)
Failure to bend the knees anlower the body until the top surface of the legs at the hip 

joint is lower than the top of the knees.
1. (紅色)

* 未能做到屈膝並降低身體，使髖關節處大腿端面低於兩膝蓋之頂端。

2. (blue)
Failure to assume an upright position with the knees locked at the commencement 

and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lift.

2. (藍色)

* 開始及完成試舉動作時，沒有保持鎖膝直立姿勢。

3. (yellow)

Stepping backward or forward although lateral movement of the foot and 

rocking the feet between the ball and heel is permitted.

* 前後踏步或橫向移動。在腳跟和腳眼之間的擺動是被允許的。

Failure to observe the Chief Referees signals at the commencement or 

completion of the lift.

* 在開始或完成試舉時沒有留意主裁判的訊號。

Double bouncing or more than one recovery attempt at the 

bottom of the lift.

* 在蹲下時有兩次或以上的反彈動作，或在上升時有下沈動作。

Contact with bar or lifter by the spotters/loaders between the Chief 

referees signals, in order to make the lift easier

* 在主裁判發出的訊號之間，保護員/加磅員與槓軸或運動員有接觸而令試舉更為容易。

Contact of elbows or upper arms with the legs, which has supported and 

been of aid to the lifter. Slight contact that is of no aid may be ignored

.* 手肘或上臂與腿部接觸，而這接觸是有支撐性而且對運動員有所幫助。

輕微而沒有幫助的接觸則可以忽略。

Any dropping or dumping of the bar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lift.

* 完成試舉後扔下或掟下槓軸。

Failure to comply with any of the requirements contained in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lift, which precedes this list of disqualification.

* 沒有遵守任何未在本違規清單中列出有關蹲舉的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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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有限公司，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會
(SF&OC) 會員，亦是香港唯一合法機構，負責籌備本地和國際體育賽事，
選出及委派香港代表團入選參加國際比賽，為港爭光。
 
      本會前身是香港業餘舉重健美總會，成立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與健美項目分開，加入新興體育項目健力舉重，當時的總會
名稱是香港業餘舉重健力總會。二零零二年一月改名為香港舉重健力總
會，二零一六年三月註冊成為有限公司，並改名為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有
限公司。

      健力是一項新興的運動項目，在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該項運動開展
十分普及，非常適合男女老少參與。香港舉重健力總會一向致力推動健
力運動，每年都舉辦一次香港健力錦標賽及香港臥推舉錦標賽。 參與人
數日益增多，深受歡迎。本會每年均舉辦各項健力比賽，如香港健力錦
標賽和香港臥推舉錦標賽，另外自 2008 年起本會亦開始舉辦國際性賽
事，如 2008 年亞洲臥推舉錦標賽及 2015 年亞洲健力錦標賽。

健力包括三個項目：
(1) 深蹲、(2) 臥推舉、(3) 硬舉。

舉重是一項奧運項目。這項目要求運動員在單次動作中舉起一個裝載著
最大重量的槓鈴。因這運動主要考驗人體的彈道極限，因此舉重的試舉
速度比起其它的力量運動更快。其他運動項目的精英運動員也普遍利用
舉重來訓練爆發力和功能性肌力。

舉重包括二個項目 :
(1) 抓舉、(2) 挺舉。

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Weightlifting & Powerlifting Association Ltd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1號1005室
Room1005, Olympic House, 1 Stadium Path, Causeway Bay, H.K

Tel 電話: (852) 2504-8193  
Email 電郵: pokkimwon@hkwp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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