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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簡介  

USGA 與R＆A 經由編寫及解釋高爾夫規則來管理它們此運動之一部分，並已授

權這些調整後的規則供殘障球員使用。 

這些調整後的規則僅於負責競賽的委員會採用後才適用，它們不會自動適用於每

場涉及殘障球員的競賽。 

每個委員會都有權決定是否為自己的競賽採用任何這些調整後的規則。 

這些調整後的規則，目標是允許一位殘障球員公平地與無殘障、相同殘障或不同

類型殘障的球員一起打球。USGA 與R＆A 已從殘障球員社區、殘障球員組織及

其他來源獲得了寶貴的意見，以從各個角度確定公平及適當的調整。 

從實際角度來看，具有某些殘障的球員通常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已確定有四

種此類殘障： 

․失明的球員， 

․被截肢的球員， 

․運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及 

․智障的球員。 

這些授權的調整，使高爾夫規則適用於這些類型的殘障。 

所有標楷體之術語都在高爾夫規則中定義，且規則編號均參照高爾夫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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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的規則 1   

 

調整後的規則1~適用於失明的球員                                           

目的： 

對於失明的球員，調整後的規則1提供建議，允許他同時得到助手及桿弟的協助，

並給予他對禁止在沙坑內以球桿碰觸沙子之有限例外。        

委員會可以對失明的球員採用以下一項或多項調整：                  

1.1 球員可以獲得助手的協助                                  
失明的球員在下列情況下可以獲得助手之協助： 

․在採取站位時， 

․在打擊前做對準時，及 

․經請求並獲得建言時。 

依規則助手與桿弟具有相同的地位(見規則10.3)，但調整後的規則1.4所敘述的例

外情況除外。 

基於規則10.2a 之目的，球員可以同時向助手及桿弟請求並獲得建言。 

1.2 球員在同一時間點只能有一位助手                                 
失明的球員在當下只能有一位助手。如球員在同一時間點有多位助手即違反本規

則，與規則10.3a(1)規定的方式相同，該球員在違規發生的每一洞將受到一般處
罰。 

1.3 規則10.2b(4)的調整(桿弟站在球員後方之限制)                 
規則10.2b(4)經調整，以便在該球員做打擊之前或過程中的任何時間，如助手或

桿弟蓄意站在或靠近該球員的球後方擊球線之延伸線上，不會受到處罰，只要助

手或桿弟對該球員做打擊無助益。  

但這並無調整規則10.2b(3)(禁止使用放置物體在比賽場地上來協助採取站位)。 

1.4 規則10.3 的調整(桿弟)                                    
失明球員的助手也可以作為他的桿弟，但不要求這樣做。  

該球員可以同時擁有助手及桿弟，在這種情況下： 

․該助手不得攜帶或照管該球員的球桿，除非在該打擊之前協助他採取站位或對

準，或協助該球員當作桿弟之定義中所提供的禮貌性的舉動。但這並無調整

10.2b(3)(禁止使用放置物體在比賽場地上來協助採取站位)。 

․如該助手違反本規則而攜帶或照管球員的球桿，則該球員同時擁有二位桿弟，

並對發生違規的每一洞，都受到一般處罰(見規則10.3a(1))。 

1.5 規則12.2b(1)的調整(何時碰觸沙子會造成處罰)                     

失明的球員在對他在沙坑內的球做打擊之前，可以在下列情況下用他的球桿碰觸

該沙坑內的沙子，免罰： 

․在球的正前方或正後方的範圍，及 

․在為了打擊而上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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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的規則 1     

 

但在這樣做時，該球員決不可改善該球位所處之狀態超過將球桿輕置地面所能 

改善的。 

該球員仍受規則12.2b(1) 對蓄意碰觸沙坑內的沙子或用球桿在揮桿練習時碰觸沙

子，來測試該沙坑內沙子狀況之禁令的管制。 

1.6 規則14.1b 的調整(誰可以撿球)                             
當球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上時，規則14.1b 被調整以便除了該球員的桿弟之外，他

的助手也可在無其授權的情況下將他的球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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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的規則 2   

 

調整後的規則2 - 對於截肢的球員                          
目的： 

對於被截肢的球員，調整後的規則2規定使用義肢裝置，在錨定球桿期間做打擊，

並可授權任何其他人將該球員的球拋下，置放和置回。          

委員會可以為了被截肢的球員(意指四肢部分有缺陷者及失去部分四肢的人)採用

一種或多種這些方面的調整： 

2.1 義肢裝置的定位                                          
使用人工手臂或腿並不違反規則4.3a，只要該球員有醫療理由使用它且委員會決

定其使用不會帶給該球員任何超過其他球員之不公平優勢(見規則4.3b)。對裝置使

用有疑問的球員應盡快向委員會提出此事。 

2.2 規則10.1b 的調整(錨定球桿)                               
如委員會判定被截肢的球員因四肢部分有缺陷或失去部分四肢，不錨定球桿無法

握住及揮動球桿，則該球員可以在錨定球桿期間做打擊，而不受規則10.1b 的處

罰。 

2.3 被截肢球員可以獲得將球拋下，置放和置回之協助                 

由於肢體限制可能使被截肢的球員很難或不可能將自己的球拋下，置放或置回，

所有要求球員將一球拋下，置放或置回的規則都會被調整，以便該球員也被允許

不受限制概括授權任何其他人將該球員的球拋下，置放或置回。 

 

 

 

 

 

 

 

 

 

 

 

 

 

 

 

 

 

 

 



363 
 

       調整後的規則 3     

 

調整後的規則3 –對於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              
目的： 

對於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調整後的規則3 提供了關於球員可以如何使用輔

助移動設備，比如輪椅、其他輪式移動設備、拐杖或撐拐，以協助他採取站位、

做打擊及以其他方式打球。 

委員會對於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以採用一項或多項調整，比如輪椅、其他

輪式移動設備及拐杖或撐拐： 

修訂後的規則3.1至3.10適用於所有輔助移動設備，包括輪椅及其他輪式移動設備。 

修訂後的規則3.11僅適用於輪式移動設備。 

3.1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以助手或任何其他人處獲得協助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以由下列方式獲得助手或任何其他人(包括其他球員)

之協助： 

․撿起在果嶺上的球：當該球員的球位於該洞果嶺上時，規則14.1b 被調整，以

便該球員除了他的桿弟之外，他的助手也可以在無該球員授權之情況下撿起他

的球。 

․拋下，置放及置回球：因為肢體之限制可能造成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難以

或不可能將自己的球拋下、置放及置回。所有要求該球員將一球拋下、置放

及置回的規則都被調整，以便允許該球員在不受限的情況下，也可以概括授權

任何其他人將球員的球拋下、置放及置回。 

․安置球員或裝置：雖然規則10.2b(5)並未調整，但在做打擊之前，該球員可以從

任何人處獲得實質的協助，以協助安置該球員或位置，或移除輔助移動設備。 

3.2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以獲得助手的建言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以依規則10.2a向他的桿弟要求及獲得建言相同之方

式向他的助手要求及獲得建言。 

助手依規則與桿弟有相同之地位(見規則10.3)，但調整後的規則3.9所敘述的例外

情況除外。 

規則10.2a 的目的，球員可以同時向助手及桿弟要求及獲得建言。 

3.3 球員在同一時間點只能有一個助手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在同一時間點只可以有一名助手。 

如該球員在同一時間點超過一位助手，則該球員在違規發生的每一洞，以規則

10.3a(1)中規定的相同方式，要受到一般處罰。 

3.4 站位定義的調整                                          
就各種規則之目的，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可能會影響他的站位，比如依規則

8.1a確定預定站位之範圍時，及依規則16.1確定是否有比賽場地異常狀況之妨礙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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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的規則 3   

 

為了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將站位的定義調整為“球員的腳及身體的位置，以及如

使用輔助移動裝置在準備或做打擊時它的位置”。 

3.5 規則4.3(裝備的使用)的適用                                     
規則4.3適用於輔助移動設備的使用： 

․如依規則4.3b之規範允許該球員使用輔助移動設備來協助他打球，則該球員可

以使用它，及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仍受規則4.3a中禁止以異常方式使用設備之管制。 

3.6 調整規則8.1b(5)以允許在採取站位時使用輔助移動設備         
依規則8.1b(5)，如球員在採取站位站穩雙腳時，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包括用雙腳埋進合理數量的沙子”並不受處罰。 

對於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的球員，規則8.1b(5)進行了調整，以便“雙腳埋進合理數

量的沙子”包括：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進行合理的挖掘，或 

․採取合理行動，在採取站位時安置輔助移動設備並儘量避免滑倒。 

但這項調整並不允許該球員以建構站位來超越規範之容許，以便輔助移動裝置在

揮桿期間不會滑動，例如建立凸起的土堆或沙子來支撐裝置。 

如該球員這樣做，則因改變地表面建構站位而違反規則8.1a(3)，他要受到一般處
罰。 

3.7 規則10.1b 的調整(錨定球桿)                                
當委員會發現球員因使用輔助移動設備而無法在不錨定的情況下握住球桿及揮

桿時，則該球員可以錨定球桿做打擊，而不受規則10.1b之處罰。 

3.8 規則10.1c 的調整(在橫跨或站在擊球線上時做打擊)            
為了包含球員在採取站位打球時使用輔助移動設備，規則10.1c 被調整為： 

“c. 橫跨或站在擊球線上做打擊 

球員決不可蓄意將一隻腳站在或移動設備的任何部分放在他的擊球線或該線

在球後方之延伸線的二側，或用任一腳或移動設備的任何部分蓄意地碰觸他的

擊球線或該線在球後方之延伸線這樣的站位做打擊。 

擊球線只在本條規則中不包含其二側的合理距離。 

例外─如非蓄意或避免站到另一球員的擊球線而採取這種站位：並無處罰。” 

3.9 規則10.3 之調整(桿弟)                                     
使用輔助移動設備球員的助手也可以作為他的桿弟，但並不要求這樣做。該球員

可以同時擁有助手及桿弟，在這種情況下： 

․該助手不得攜帶或照管該球員的球桿，除非在該打擊之前協助他採取站位或對

準，或協助該球員當作桿弟之定義中所提供的禮貌性的舉動。但這並無調整

10.2b(3)(禁止使用放置物體在比賽場地上來協助採取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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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助手違反本規則而攜帶或照管球員的球桿，則該球員同時擁有二位桿弟，

並對發生違規的每一洞，都受到一般處罰(見規則10.3a(1))。 

3.10 在使用輔助移動裝置測試沙坑內的沙子狀況時，規則12.2b(1)的應用 
依規則12.2b(1)，“球員決不可蓄意以手、球桿、沙耙或其他物體，碰觸在該沙坑
內的沙子，去測試沙子的狀況，以得知有關下一打擊之資訊”。 

這適用於使用輔助移動裝置來蓄意測試沙子的狀況。 

但該球員為了任何其他目的可以用他的輔助移動設備觸摸沙子，而免罰。 

3.11 使用輪椅移動裝置調整在紅色處罰區的球及無法打之球所採取之側面
脫困選項 

當使用輪椅移動裝置的球員對在紅色處罰區內之球或對無法打之球採取側面脫

困時，規則17.1d(3)及19.2c 被調整，以擴大允許的脫困區之範圍，從使用二支球

桿長度進行丈量增加到以四支球桿長度進行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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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規則4 - 適用於智障的球員                        
目的： 

對於智障的球員，調整後的規則4提供建議，允許球員同時得到助手及桿 

弟的協助，並從其助手那裡獲得建言。 

委員會可以對智障球員們採用下列一項或多項建議之調整： 

4.1 使用助手或監督幫助比賽                                  
智障球員可能需要的協助程度對每個人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並取決於其殘障之

本質。 

委員會可以提供或允許在場助手或指導者協助智障球員： 

․助手是指在其比賽中及應用規則時協助智障球員的人員： 

» 助手依規則與桿弟具有相同之地位(見規則10.3)，但調整後的規則4.3所述的

例外情況除外。 

» 為了規則10.2a 之目的，球員可以同時向助手及桿弟請求並獲得建言。 

․指導者是委員會所指派的人員，在比賽期間協助智障球員： 

» 指導者並不分配給特定的球員，而是根據需要協助任何球員。 

» 依規則之目的，指導者是局外之影響力。 

» 球員不得向指導者請求並獲得建言。 

4.2 球員在同一時間只能有一位助手                                
智障的球員在同一時間只能有一位助手。 

如該球員在同一時間點超過一位助手，則該球員在違規發生的每一洞，以規則

10.3a(1)中規定的相同方式，要受到一般處罰。 

4.3 規則10.3 之調整(桿弟)                                     
智障球員的助手也可以作為他的桿弟，但並不要求這樣做。 

該球員可以同時擁有助手及桿弟，在這種情況下： 

․該助手不得攜帶或照管該球員的球桿，除非在該打擊之前協助他採取站位或對

準，或協助該球員當作桿弟之定義中所提供的禮貌性的舉動。但這並無調整

10.2b(3)(禁止使用放置物體在比賽場地上來協助採取站位)。 

․如該助手違反本規則而攜帶或照管球員的球桿，則該球員同時擁有二位桿弟，

並對發生違規的每一洞，都受到一般處罰(見規則10.3a(1))。 

4.4 規則14.1b之調整(誰可以撿球)                               
當球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上時，規則14.1b 被調整以便除了該球員的桿弟之外，他

的助手也可在無其授權的情況下將他的球撿起。 

4.5 智障又肢體殘障的球員                                    
對於智障又肢體殘障的球員，建議委員會結合使用調整後的規則，以便解決這二

種類型的殘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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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類型/其他殘障     

 

所有類型的殘障  

不合理的延誤 
對於禁止殘障球員的不合理延誤，在適用規則5.6a時： 

․每個委員會應考慮該比賽場地的難度、天氣條件(鑑於它們可能對使用輔助移

動設備產生的影響)、競賽的性質及參加競爭的球員之殘障程度，再自行決定

並制定自己的合理標準。  

․考慮到這些因素，委員會對不合理延誤構成之條件採較寬鬆的解釋可能更洽

當。 

拋球 
在應用規則14.3b(球必須以正確的方式拋下)時，由於肢體限制可能使某些殘障球

員難以或不可能知道他們是否已從膝蓋高度拋下該球，委員會應接受該球員的合

理判斷他已這樣做了。此外，考慮到該球員的肢體限制，委員會應接受該球員所

有合理的努力將該球從膝蓋高度拋下。 

 

其他殘障之球員  
這些調整後的規則包含了迄今為止已確定適用於調整“高爾夫規則”的殘障類

別及相關挑戰，以符合使殘障球員能與所有其他球員公平進行比賽之目的。與高

爾夫規則一般情況一樣，這些調整後的規則會定期進行審查，以便定期進行修訂。 

如委員會或球員認為應考慮其他授權的調整，則應與R＆A聯繫。 

許多球員都有肢體限制，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殘障，並可能影響他們打球的能

力。例子包括弱視的球員及由於嚴重的關節炎而難以握住球桿的球員。上述調整

後的規則並不特別適用於此類球員。 

但任何這類球員都可以請求負責競賽的委員會允許使用人工裝置，比如支架或握

牢輔助裝置，以協助醫療之需求。依規則4.3b 因使用裝備品協助解決醫療之需

求，則該球員不違反規則4.3，如委員會認為： 

․球員有醫療理由使用該裝備品，及 

․使用該裝備品，比之其他球員並不會帶給該球員更多的優勢。 

或者，根據請求，R＆A將根據個案依規則4.3審查並發佈關於是否允許因醫療理

由使用裝置的初步意見。任何球員都可以向R＆A提交書面請求，要求其因醫療理

由而想要使用的裝置發表意見，並仍由該競賽之委員會決定該裝置是否帶給該球

員任何超過其他球員之不公平優勢，且因此是否允許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