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第一屆馬來西亞 

《鈴域嘉年華》 
聯辦單位： 

i.   鈴域工作室 

ii.  The Summit Subang USJ 

iii. 巴生港口青年學校 

 

宗旨： 

i.   推廣與發揚扯鈴運動 

ii.  促進各扯鈴隊之間的認識與技術交流 

iii. 培養隊員的團結與相助精神 

iv.  提供各地選手切磋與交流扯鈴技術的平台 

 

活動： 

i.  第七屆青年扯鈴生活營之《鈴聚》 

ii. 第一屆鈴域杯扯鈴大賽 

 

日期： 

i.   2012年 12 月 25日 至 29 日 

ii. 《鈴聚》扯鈴生活營- 2012 年 12月 25、26、27日 

iii. 鈴域杯扯鈴大賽- 2012年 12月 28、29日 

 

參加方法： 

i.   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其中一項活動，或兩項都參加。 

 

ii.  國內選手《鈴聚》扯鈴生活營秘書處： 

     (營長) 蔡偉航 0146367313 （副）何國權 0169030521 

 

iii. 國內選手《鈴域杯》扯鈴大賽秘書處：蘇慧彬教練 

     聯絡方法 016-335 9924 Email : ice@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BianBianIce 

 

iv.  國外選手《鈴域嘉年華》秘書處：周勇智教練 

     聯絡方法 016-688 5083 Email : kentz@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kentchow75 

 

v.   賽會總監：鄭欽升教練 

     聯絡方法 013-3911 973 Email : king@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diabolo.king 

 

截至日期：2012 年 11月 15日 
 



2012 第七屆青年扯鈴生活營之《鈴聚》 
 

主辦當局 ：巴生港口青年校友扯鈴隊 

日期     ：2012 年 12月 25日（星期二）- 2012年 12月 27日（星期四） 

地點     ：巴生港口青年小學 SJK C Tshing Nian 

時間     ：2012 年 12月 25日 11am入營– 2012年 12月 27日 1pm出營 

負責教練 ：鄭欽升教練 

營長     ：蔡偉航 0146367313 （副）何國權 0169030521 

必需品   ：睡袋、扯鈴、衣服、日常用品、 等等… 

報名費   ：RM80 （3天 2夜的住宿、膳食和一件營服） 

交通     ：自備-學校地址 25 Jalan Tengku Badar, Kawasan 20, Pelabuhan Klang, Selangor 

截止日期 ：2012 年 11月 15日（名額有限、先報名者優先） 

報名方法 ：國內選手須在截止日期前將報名表格聯同報名費交給營長 

 

國外選手須在截止日期前將報名表格聯同報名費交給《鈴域嘉年華- 外國選手》秘書處 

周勇智教練：聯絡方法 016-688 5083 Email : kentz@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kentchow75 

 
————————————————————------———————————————————————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性別：男/ 女 

聯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物：素食 / 葷食 

家長同意書 

本人（家長/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在此同意接受並遵守主辦單位所定下的條規及免責聲明，

讓（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參加這次的扯鈴生活營。本人相信主辦單位將會盡力照顧參加學生的

安全，如發生任何突發事故，本人授權於主辦單位做出合理的處理行動。生活營期間若有意外傷亡或

財物損失，本人不會向主辦當局做出法律追究和賠償。 

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鈴域工作室》與《The Summit》聯辦 

2012 鈴域杯扯鈴大賽 
1. 比賽日期、地點、報到時間 

i.   日期： 28/12/2012（星期五） - 29/12/2012（星期六） 

ii.  地點：The Summit Subang USJ    (Web : www.summit-usj.com) 

iii. 報到時間：28/12/2012（星期五）10:30am 

 

2. 參賽條規： 

i.   此項比賽公開給所有扯鈴選手參加。 

ii.  名額有限，如果人數過多，將入取先報名者。 

iii. 任何犯規之參賽者，主辦當局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iv.  挑戰賽項目裡，每人只可以選一項參加。 

v.   個人報名費：國內選手每項個人賽報名費為 RM10。國外選手每項個人賽報名費位 RM50 

vi.  團體報名費：以人數計算，國內選手一人 RM10，國外選手一人 RM50。 

     如：6人一組的國內選手報名費為 RM60、6人一組的國外選手報名費為 RM300。 

 

3. 獎勵方法: 

i.   團體賽各組錄取六名，前六名每組頒發獎杯一個， 

     冠軍獎金 RM300，亞軍 RM200，季軍 RM100。 

ii.  個人賽各組錄取六名，前六名每人頒發獎牌一面， 

     冠軍獎金 RM150，亞軍 RM100，季軍 RM50。 

iii. 如果其中組別參賽人數不超過六位，獎項數量將另作安排。 

iv.  每名參賽者均可獲得獎狀一張。 

 

4. 住宿、膳食 

國內選手需要自行安排住宿和膳食。比賽場地有多家餐廳，用餐方面請國內選手自行安排。以下是在

比賽場地附近的酒店，請國內選手自行與酒店接洽。 

i.   Summit UJS Hotel – 聯辦單位的酒店，在比賽場地樓上/ www.summithotelusj.com 

ii.  3K inn Hotel – 離比賽場地 1.3km 步行 17分鐘/ www.3kinn.com 

iii. Summer Oscar Boutique Hotel – 離比賽場地 1km步行 10分鐘/ www.summeroscar.com 

 

5. 報名方法 

國內選手《鈴域杯》扯鈴大賽秘書處：蘇慧彬教練 

聯絡方法 016-335 9924 Email : ice@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BianBianIce 

國外選手《鈴域杯》扯鈴大賽秘書處：周勇智教練 

聯絡方法 016-688 5083 Email : kentz@zoneDstudio.com FB : facebook.com/kentchow75 

 

6. 其他 

i.  本簡章若有未盡善處，主辦當局有權修改之。 

ii. 參賽者有任何異義可在比賽后 1天內通知主辦當局，主辦當局擁有最後決定權。 

 

  



參賽組別、時間與評分標準 

 
A）個人挑戰賽 

賽別 組別 時間 評分標準 / 備註 

單鈴挑戰賽  男生組  

 

1-2 

分鐘 

 

a) 動作創意 30 分 

b) 動作難度 30 分 

c) 動作流暢 20 分 

d) 失誤扣分 20 分（失誤 1次扣 2分） 

女生組 

雙鈴挑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三鈴挑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B）個人四鈴賽 

 

四鈴高拋賽 

 

不分 

 

 

不限時間 

a) 三顆鈴拋至空中，第四顆從線起拋為第一下。 

b) 鈴落地即停止計算。 

c) 鈴要三顆在空中方可算是高拋四鈴。 

d) 給予兩次嘗試機會，取最多次數為成績。 

 

四鈴線內賽 

 

不分 

a) 其中三顆須同色，第四顆須其它顏色。 

b) 單一顏色的扯鈴，須當為第四顆起鈴。 

c) 以壓到單一顏色扯鈴為第一下。 

d) 給予兩次嘗試機會，取最多次數為成績。 

 

C）個人舞台賽 

 

 

 

定軸個人舞台賽 

7-9歲男生組  

 

 

 

3-4分鐘 

 

 

 

a) 動作難度 25分 

b) 舞台藝術 15分 

c) 動作流暢 15分 

d) 動作創意 15分 

e) 服裝造型 10分 

f) 失誤扣分 20分（失誤 1次扣 2分） 

7-9歲女生組 

10-12歲男生組 

10-12歲女生組 

13-17歲男生組 

13-17歲女生組 

17歲以上男生組 

17歲以上女生組 

 

培鈴個人舞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D)團體賽 

 

16歲及以下組 

 

 

4-5分鐘 

團體賽人數 4 至 8人 

a）團體互動 20 分 

b) 舞台藝術 20 分 

c) 動作難度 20 分 

d) 動作流暢 10 分 

e) 服裝造型 10 分 

f) 失誤扣分 20 分（失誤 1次扣 1分） 

 

公開組 

 



2012 鈴域杯扯鈴大賽 – 報名表格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 
 

領隊：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_ 教練：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 
 
 

賽別 組別  選手名字 

 

單鈴挑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雙鈴挑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三鈴挑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四鈴高拋賽 不分     

四鈴線內賽 不分     
 

 

 

定軸舞台賽 
 

7-9 歲男生組     

7-9 歲女生組     

10-12 歲男生組     

10-12 歲女生組     

13-17 歲男生組     

13-17 歲女生組     

17 歲以上男生組     

17 歲以上女生組     

 

培鈴舞台賽 
男生組     

女生組     
 

團體賽 
16 歲及以下組     

    

公開組     

    

 

國外選手參加一項比賽費用為馬幣 50（團體賽一個人算一項），以上一共參加____項 

一共馬幣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