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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 - 初步
1.術語表
認證

識別、證明和證明與錦標賽營運和相關義務相關的個人權利的過程。通常會生成認
證通行證作為個人認證的證據。
理事會根據章程選舉、組成和授權。理事會由有投票權和無投票權的成員組成：有

理事會

投票權的成員是：主席、秘書長、副主席、其他理事會成員。無投票權的理事會成
員是 RLSS 的觀察員、委員會主席、執行理事、項目總監、法律顧問和財務顧問。

細則規定
俱樂部

ILS 的細則。
全國救生協會的基本行政或救生單位（不是這些單位的合併）。此類單位具有憲法
並在更高機構中具有代表權。

委員會

由 ILS 理事會設立的機構，對 ILS 理事會負責，負責指定的 ILS 項目領域。

章程

ILS 的章程。

代表

ILS 贊助人、ILS 終身理事、ILS 終身會員、ILS 理事會成員、ILS 委員會和委員會
成員、ILS 大騎士和救生騎士團、國家代表和嘉賓。

協會

ILS 成員的組織。

總部酒店

總部酒店是 ILS 秘書處和主要 ILS 裁判入住的酒店。

主辦單位

賽事籌備團體/機構/主辦城市或舉辦救生世界錦標賽的國家協會 (NLA))。 對於
2022 年世界救生錦標賽，主辦方是：義大利游泳聯合會 - 救生組。

個人選手

男子或女子參加世界錦標賽的個人項目/比賽。
與 ILS 或由 ILS 進行、推廣或管理的任何項目、競賽或項目相關的版權、商業名

知識產權

稱、名稱、商標（或會徽）、徽標、設計、專利或服務標記中存在的所有權利或商
譽。 與 ILS 或由 ILS 進行、推廣或管理的任何項目或項目相關的版權、商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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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名稱、商標（或會徽）、徽標、設計、專利或服務標記中存在的所有權利或商
譽。
救生

一項運動的競技方面，包括一項或多項賽事。 例如，游泳池救生、海灘/海洋救

運動紀律

生、破浪船、模擬救生反應賽 (SERC)、充氣救援艇 (IRB) 等。

救生單位

對於沒有俱樂部系統的國家協會 是 救生組織的基本行政或救生單位（不是此類單
位的合併此類單位）具有章程並在更高機構中具有代表權。

LWC 部分

救生世界錦標賽的部分：例如 壯年組世界錦標賽、破浪船世界錦標賽等。

媒體

與提供會議視聽報導有關的廣播員、電台工作人員、攝影師和記者。

目標

章程規定的 ILS 目標。

參與者

參加世界錦標賽的個人。

觀眾

觀看錦標賽的個人。

贊助商

錦標賽中的企業投資者。

運動

救生運動。

運動賽事/比賽

一項預定的獨特比賽，將頒發金牌、銀牌或銅牌。 例如，海浪比賽是海灘/海洋紀
律中的一項項目。

運動規則

經認可的 ILS 運動規則，包括 ILS 競賽手冊。

團隊選手

男子（男子）或女子（女子）參加世界錦標賽的團體項目。

團隊裁判

管理和/或協助選手的每個聯合會的代表。 他們包括團隊經理、團隊教練和培訓師
以及團隊支持人員，如醫生、物理治療師、監護人等。
在比賽領域主持和規範運動的人員，包括管理或協助進行比賽的國家和國際指定代

技術裁判

表。 其中包括總裁判長、副總裁判長、區域裁判、裁判、計時員和其他申訴委
員。

貴賓
勞動力

與國家主管部門相關的匯總客戶群，例如 皇室、部長、市長等。
需要籌備、舉辦和管理項目的組委會工作人員。 營運人員可以是受薪員工、志願
者、承包商、顧問、外部組織的員工等。

世界反禁藥機構

該組織負責協調反禁藥實踐和世界參與。

世界反禁藥條例

協調世界各地運動組織和公共當局之間的反禁藥政策、規則和規定的核心文件。

2.常用縮寫列表
Co-Com

由 ILS 和組委會代表組成的協調委員會

DLRG

德國救生協會

DNA)

未完成

EMC

項目管理委員會

A)IN

義大利游泳聯合會 - 救生組

IC-IRB

俱樂部 充氣救生艇世界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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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R

俱樂部間沙灘跑救生世界錦標賽

IC-M

俱樂部間壯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O

俱樂部間團隊公開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M

俱樂部間壯年組 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O

國際俱樂部公開組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LS

國際救生總會

IOC

國際奧委會

IRB

充氣救生艇

LOC

當地籌委會

LWC
Competition
Committee
LOC

世界救生錦標賽

LWC 2022

2022 年在義大利里喬內救生世界錦標賽

Saa)ety Committee

世界救生錦標賽安全委員會

NLA)

全國救生聯合會或組織或協會

NT-IRB

國家隊充氣救生艇救生世界錦標賽

NT-O

國家隊公開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NT-Y

國家隊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QR

快速反應代碼

RLSS

皇家救生協會

SAR

國家隊充氣救生艇世界救生錦標賽

SERC

國家隊公開組世界救生錦標賽

URL

國家隊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VIP

貴賓

WADA

世界反禁藥會

世界救生錦標賽競賽委員會
世界救生錦標賽地方籌委會

3.LWC 變更摘要 - 里喬內 - 義大利 2020 手冊
LWC 里喬內 - 義大利 - 2022 年手冊包含比延期的 LWC 里喬內 - 義大利 - 2020 年手冊中包含的信
息有所修訂和補充的信息。該手冊由 A、B 和 C 部分組成。 以下總結了與 LWC 手冊 2022 相關的
變化和重要說明：
常規：刪除了對 LWC 2020 的所有引用，並替換為 LWC 2022 引用。
一般：更新了所有場地細節。
第 1 節：添加了一段，指出 ILS LWC 2022 手冊的英文版以及任何 ILS 修訂和/或澄清公告和通函
是授權參考/源文件。任何翻譯成其他語言都是為了便於使用和理解。
第 4 部分：更新了 ILS 理事會任命的項目管理委員會 (EMC) 的職務。
第五節：增加了 ILS 世界救生錦標賽競賽委員會（競賽委員會），詳細說明了委員會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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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增加了 ILS 救生世界錦標賽地方組委會（LOC），詳細介紹了委員會職務。
第六節：增加了 ILS 救生世界錦標賽安全委員會（SAA)ETY COMMITTEE），詳細說明了委員會
職務。
然後對每個後續部分重新編號。
第 9 節：LWC 2022 提供和匯集設備製造商、型號和供應商的建議。
第 11 節：補充說安全應急預案和搬遷應急預案應在 LWC 網站上公佈。還補充說，根據條件，除
非競賽委員會另有授權，否則任何海洋水上項目不得在首次亮燈後一 (1) 小時之前開始，或在光線
不足前至少九十分鐘結束。以及在 LWC 參與者失踪的情況下進行的救援行動 (SAR)。
第 12 節：請注意，對於每個 LWC 2022 世界錦標賽，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為
NLA) 的成員。此日期基於 LWC 2022 計劃的第一個比賽日（即 2022 年 9 月 23 壯年組賽
LWC）。
第 17 節：添加了一條說明，以確認將進行單一性別抽籤以確定每個團隊中的兩名男子和兩名女子
參加混合海洋 M 救生接力賽的棒次。
注意：由於記錄，團隊將繼續可以自由選擇 4 X 50 米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的性別順序。
第 17 節：請注意，俱樂部 IRB LWC 的俱樂部團隊參賽人數將限制為每個俱樂部最多 15 名男性和
15 名女性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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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分 – 一般比賽條件
有關 LWC Riccione - Italy - 2022 的訊息可在 http://www.lifesaving2022.com（從 2021 年 7 月 1
日起）、www.ilsa).org 和本手冊中找到。

1.介紹
2015 年，國際救生總會 (ILS)運動委員會將涉及世界救生錦標賽 (LWC) 的內容與涉及救生運動的
規則、程序和標準的內容分開。這導致了兩份出版物：救生世界錦標賽手冊和 ILS 比賽規則手冊。
本手冊包含 2022 年世界救生錦標賽 (LWC 2022) 的具體信息，該錦標賽將在義大利里喬內舉行，
由 FEDERAZIONE ITALIANA NUOTO - SEZIONE SALVAMENTO (FIN). 主辦。本手冊應與 2019
年版 ILS 比賽規則手冊（2020 年 2 月、2021 年 1 月和 2021 年 3 月修訂）以及任何修訂和/或澄
清公告和通函一起查閱。有關 LWC 2022 和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HTTP://WWW.LIFESAVING2022.COM（自 2021 年 7 月 31 日起）和 WWW.ILSA).ORG。
請注意，該 ILS LWC 2022 手冊的英文版，連同任何 ILS 修訂和/或澄清公告和通函，都是授權參
考/來源文件。任何翻譯成其他語言都是為了便於使用和理解。

2.ILS 當局
2.1 救生運動有助於 ILS 的全球溺水預防使命。作為國際救生運動聯合會，ILS 制定規則以確保安
全和公平的系統，在該系統內可以規範和進行救生比賽。
2.2 ILS 將 LWC 授予 ILS 正式會員或其他組織、政府機構、城市等，以代表其並在其授權下進行
LWC。
2.3 除了本文件中概述的規則和程序外，ILS LWC 還受 2019 年版 ILS 比賽規則手冊（2020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和 2021 年 3 月修訂）的約束。 ILS 運動委員會也可能不時發布澄清公告或通
告，然後可在 www.ilsa).org 上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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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救生錦標賽的類型
3.1 救生世界錦標賽在偶數年每兩年舉辦一次，強制性包括以下十項世界錦標賽：國家隊公開組救
生世界錦標賽 (NT-O)。


國家隊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NT-Y）。



國家隊充氣救生艇救生世界錦標賽（NT-IRB）。



俱樂部隊 公開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O)。



俱樂部隊 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Y)。



俱樂部隊 充氣救生艇救生世界錦標賽（IC-IRB）。



俱樂部壯年組隊 救生世界錦標賽 (IC-M)。



俱樂部公開組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O)。



俱樂部壯年組隊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M)。



俱樂部海灘跑步救生世界錦標賽 (IC-BR)。

3.2 ILS 可能會授權主辦方與 LWC 2022 一起舉辦額外的賽事（例如，海浪游泳比賽、長距離救生
橇比賽、長距離救生板賽、遊行等）。這些賽事也可能反映獨特的救生項目在主辦地區進
行。 LWC 2022 主辦方已告知 LWC 2022 不得舉辦額外的項目。

4.ILS LWC 項目管理委員會 (EMC)
4.1 ILS 理事會應任命一個常設委員會，稱為 ILS 賽事管理委員會 (EMC)。
4.2 LWC 的 ILS EMC 應包括：


理事長由理事會任命。



秘書是 ILS 項目總監。



委員會主席任命的 ILS 運動委員會代表。

4.3 EMC 代表 ILS 負責每個 LWC 投標的整體管理、主辦方的選擇以及 LWC 比賽的整體持續管理。
委員會的職責包括但不限於監督 LWC 的組織並為主辦方、當地組委會 (LOC) 和 LWC 競賽
委員會提供建議。
4.4 ILS 賽事總監致力於支持 ILS，並且是 ILS EMC 和 LWC 競賽委員會的成員。
4.5 EMC、LOC、競賽委員會、安全委員會等之間的關係詳見本手冊附件的示意圖。

5.ILS LWC 競賽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
5.1 對於每個 LWC，EMC 應任命一個競賽委員會，向 EMC 負責競賽的規劃、交付和實施。
5.2 競賽委員會應對 ILS LWC 競賽的所有方面擁有完全控制和權力。
5.3 競賽委員會還負責設計比賽方案、任命安全委員會、LWC 總裁判長（在 ILS 錦標賽裁判小組的
協助下）、技術裁判（在指定的首席裁判長的協助下）、認可選手、在 LWC 開始之前處理
問題並回答比賽行為和組織問題。
5.4 競賽委員會還有權認可 LWC 地方組委會委託給它的組織計劃，包括 LWC 賽事時間運輸、保障
和安全和緊急情況，以及搬遷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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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根據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詳細說明，競賽委員會有權更改、延期和取消賽事或更改比賽。
5.6 競賽委員會對比賽規則未分配給裁判長或其他裁判的所有事項也有管轄權。
5.7 競賽委員會應向 EMC、LOC、總裁判長、安全官、安保官和相關應急人員、主題專家和其他適
當的人尋求與 LWC 的組織和進行有關的建議。
5.8 競賽委員會會議的正式記錄必須保存。
5.9 在 LWC 2022 之前，賽前組織競賽委員會可能包括：


ILS 運動委員會主席（競賽委員會主席或其提名人）。



ILS 運動委員會秘書。



ILS 項目總監。



項目管理委員會主席（當然）。



ILS 游泳池錦標賽經理（將在游泳池場地擔任比賽委員會主席）。



ILS 海洋錦標賽經理（他將在海洋場地擔任競賽委員會主席）。



LWC 地方組委會主席或主辦方指定的候選人。



項目管理委員會任命的其他成員。

在 LWC 2022 上，以下人員可能會被邀請加入競賽委員會：


裁判長。總裁判長僅就他們所監督的 LWC 賽事擔任競賽委員會成員。



主辦方指定的項目經理。



主辦方指定的當地組委會游泳池項目經理。



主辦方任命的當地組委會海洋場館經理。



主辦方指定的安全員。



主辦方指定的保安員。



項目管理委員會任命的其他成員。

6.LWC 地方組織委員會 (LOC)
6.1LWC 當地組織委員會 (LOC) 應如主辦 LWC 的 ILS 合同中詳述的，負責制定和交付 LWC 的安
全、安保、後勤和運營計劃，包括整體 LWC 日曆、運輸、生計、服裝、安全和急救計劃以
及搬遷計劃等。
6.2 將任命一名當地項目經理，並向 LOC 負責。當地賽事經理負責在本手冊、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
規則手冊和比賽委員會確定的參數範圍內組織比賽。當地項目經理處理任何問題並代表
LWC 場地的 LOC。在 LWC 比賽期間，當地賽事經理向競賽委員會報告。
6.3EMC 或競賽委員會應酌情認可與 LWC 相關的競賽和非競賽事項。
6.4 當地組委會的組成由主辦方決定，但必須包括游泳池和海洋場館的安全和安全裁判和 LOC 場地
經理。
6.5 必須記錄並保存 LOC 任何會議的正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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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協調委員會（COCOM）
COCOM 是 ILS（通常是 EMC）和當地組委會商定的參與者的定期會議，以審查世界救生錦標賽
的準備工作。這些 COCOM 參與者向各自的委員會報告進展和商定的行動。
必須對 COCOM 的任何會議進行正式記錄並保存。

8.LWC 安全委員會（SAA)ETY COMMITTEE）
8.1 對於每個 LWC，競賽委員會應任命一個安全委員會。
8.2 安全委員會必須就所有與競賽和非競賽安全和緊急服務相關的事項向競賽委員會提出建議。安
全委員會的主席應為安全和應急管理協調員，他也應是 LOC 和競賽委員會的成員。
8.3 安全委員會的任何會議的正式記錄必須被記錄和保存。
8.4 安全委員會的組成由競賽委員會決定，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安全主任（主席）。



安全官。



工作健康與安全顧問。



傳染病 (COVID) 顧問（或檢錄）。



總裁判長或副總裁判長。裁判員僅在他們監督的 LWC 賽事中坐在 LWSC 上。



動力器材協調員。



區域風險和反應協調員/裁判。



水上安全協調員。



游泳池和海洋場地的 LOC 代表（視情況而定）。



當地救生/救生機構代表（如適用）。



當地警察/緊急服務組織。

9.LWC 場地
9.1 主辦方應向 ILS 運動委員會提供一份聲明，說明游泳池場地和海灘場地符合所有 ILS 規範。
9.2 LWC 2022 選定的海灘和游泳池場地是：


海灘：Spiaggia Zona 3 - Via Torino - Riccione。



游泳池：錦標賽室外游泳池：Stadia del Nuoto, Via Rosa 60, 47838 Riccione。

9.3 LWC 2022 已確定的備用海灘和游泳池場地是：


海灘：Hotel Mediterraneo 前的第 77 和 78 節之間。



游泳池：錦標賽室外游泳池：Stadia del Nuoto, Via Rosa 60, 47838 Riccione。

14

10.設備
10.1 主辦方應向 ILS 運動委員會提交一份聲明，聲明所有提供的用於 LWC 2022 的設備均符合 ILS
規範和標準。
10.2 主辦方應至少在比賽開始前兩天和比賽期間提供設備。
10.3 主辦方將保證設備符合 ILS 認可的規格並處於良好狀態。
主辦方將提供以下比賽裝備：
10.1 比賽訓練池


每個訓練池至少有兩個障礙網。



每個訓練池至少有兩個救援浮標。



每個訓練池至少有兩個假人。



每個訓練池至少有兩條拋繩。

10.2 游泳池比賽


至少 18 個障礙網。



至少 18 個救援浮標。



至少 18 個假人。



至少 10 條拋繩。



至少 32 個計時錶和筆記板。



ILS EMC 要求的所有 SERC 設備。



自動計時、放置和與評分系統接口的裁判設備。

10.3 沙灘比賽


至少有 68 根接力棒用於沙灘接力和沙灘奪旗比賽。

10.4 海洋比賽


至少 20 個救援浮標。



至少 24 個板。



設備場地：
o

少 8 艘 ILS 認可且設備齊全的破浪船及相關槳和尾舵槳。

o

至少 12 艘 ILS 認可且設備齊全的充氣救生艇，帶有帶護罩的發動機。

o

至少 24 個救生橇和槳。

o

至少 24 個救生板。

o

至少 30 件救生衣/夾克。

注意：在 IRB 和破浪船 LWC 中使用時，選手將需要自帶頭盔。
10.5 關於設置、安全和裁判


至少 6 艘裝備齊全的充氣救生艇，配備發動機或合適的機動救生船隻，為駕駛員和裁判
提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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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以下裝備被視為個人裝備，主辦方不會強制提供：泳裝、鼻夾、耳塞、護目鏡、帽子、游泳蛙
鞋、頭盔和個人救生背心/短上衣。
10.7 主辦方應告知所有註冊者設備池的內容、選手可在何種條款和條件下使用此類設備，以及提供
的所有設備的類型或品牌。
LWC 2022 LOC 已準備好此設備池內容列表，其中包含發佈時可用的品牌或描述和參考信息。
LOC 保留替換類似設備的權利，並將在 ILS 網站（WWW.ILSA).ORG）上提供適當的更新。
假人：將使用符合 ILS 規範的 DRLG 假人
網站參考：HTTPS://SHOP.DLRG.DE/PRODUKT-KATALOG/AUSBILDUNG/SCHWIMMEN/UEBUNGSUND-RETTUNGSPUPPE

救援浮標：救援浮標來自 WETIZ——救生設備。
網站參考：HTTPS://SHOP.DLRG.DE/PRODUKT-KATALOG/AUSBILDUNG/SCHWIMMEN/UEBUNGSUND-RETTUNGSPUPPE

拋繩：拋繩線應為 16.5M – 17.5M 長的編織 8MM +/-1MM 浮力聚丙烯線，具有非記憶特性。
網站參考：HTTPS://WETIZ.EU/EN/ACCESSOIRES/89-LINE-THROW-LINE.HTML
障礙網：將使用內部製造的 FIN 障礙網網。結構是白色壓力管，帶有紅色/橙色布（網眼）嵌
件。障礙網網懸掛在泳道繩索上，並固定在游泳池表面上形成一條直線。
接力棒：將使用內部。接力棒有彈性，長約 300 毫米，寬約 24 毫米。
網站參考：無
救生橇：主要是 A)ENN 品牌當前型號認可的具有可調整/不同腿長度的救生橇。
網站參考：HTTPS://WETIZ.EU/EN/LIVESAVING-SURSKIS/865-FENN-JULZ-ADJUSTABLE.HTML
救生橇槳：將提供不同長度的 A)ENN 和 ORCA 品牌槳，以滿足選手的要求。
網站參考：HTTPS://WETIZ.EU/EN/23-PADDLE
救生板：將提供 WETIZ 品牌認可的救生板，以適應不同的救生板選手體重。
網站參考：HTTPS://WETIZ.EU/EN/44-STANDARD
IRB 船體：DLRG 船體
網站參考：待定
IRB 發動機：TBA 品牌認可的 25 馬力舷外發動機二行程發動機，配備不銹鋼螺旋槳、護罩和套
件。
網站參考：待定
救生衣：TBA 品牌認可的 PFD’S（L50 – IS12402-5 -2006 認證）以適應不同尺寸。
網站參考：待定

11.游泳池中的假人扶持員
主辦方將提供至少 12 名池畔工作人員組成的團隊，該團隊由 10 名優秀游泳選手組成，他們都穿
著相同的泳衣，並有游泳蛙鞋，最好是游泳背心，以及兩名潛水員。游泳者將所有假人排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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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始位置，並按照規則將假人放置在游泳池底部。潛水員只是在那裡驗證和糾正錯誤的位置，
每人各在游泳池的一側。

12.比賽安全與保障
12.1 提供安全可靠的 LWC 至關重要。在 LWC，主辦方負責提供足夠的資源，以確保參與 LWC 比
賽的人員的安全和保障。
12.2 主辦方應任命一名安全官，負責確保所有比賽設施和環境的使用安全，並確保適當的安全計劃
和傳染病計劃（如需要）、設備、器材、程序和應急人員處於確保選手、裁判和觀眾等安全的
地方。安全官是比賽委員會的成員，也是 LWC 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12.3 主辦方應任命一名安保人員，負責就與比賽和非比賽安保有關的所有事項考慮並向組委會、比
賽委員會和安全委員會提出建議。安保裁判還負責確保適當的安保計劃、程序和安保人員到位，
以保護比賽設施和環境中的所有參與者、觀眾、設備和裝備等。保安員是競賽委員會和安全委
員會的成員。
12.4 東道主應在 LWC 開始前六個月向 ILS EMC 提交其安全和應急計劃、搬遷應急計劃及其安全
計劃。
12.5 安全應急預備案和搬遷應急預案在 LWC 網站 http://www.lia)e Saving2022.com 上公佈（自
2021 年 7 月 31 日起）。
注意：視條件而定，除非競賽委員會另有授權，否則任何海洋水上項目不得在第一次亮燈後一 (1)
小時之前開始，或將在光線不足無法有效進行比賽前至少 90 分鐘結束。在 LWC 參與者失踪
的情況下進行的搜救行動 (SAR)。
12.6 在比賽委員會確信比賽設施安全可靠，並有適當的安全和應急計劃、安保計劃、設備、程序和
人員到位之前，不得進行比賽。
12.7 在總裁判長評估海浪情況並向競賽委員會報告之前，不得舉辦海洋賽事。只有競賽委員會有權
取消、重新安排或搬遷錦標賽和/或賽事。
12.8 總裁判長或指定的應急服務協調員（在安全和應急計劃中指定）應對比賽中出現的緊急情況負
責。

13.資格規則和比賽權
13.1 總則
a) 國家隊 LWC（公開組賽、青年組隊、IRB）對 ILS 正式成員國家協會 (NLA)) 的國家的
選手公開組。如果正式成員 NLA) 不參加比賽，則該國家可由準成員或對應 NLA) 的比
賽選手代表，但前提是正式成員 NLA) 向 ILS 提供書面認可。
b) 俱樂部隊 LWC（公開組賽、青年組賽、壯年組賽、IRB、破浪船 和 Extra）也可由準會
員和通訊會員 NLA) 的選手參賽，但前提是 NLA) 正式會員向 ILS 提供書面認可。
c) LWC 適用於 ILS NLA) 的真正成員，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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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LS 認為招募具有高水平運動能力的選手是不道德的，這些選手的救生證書微不足道，
或者僅僅是為了參加 LWC 的比賽。 ILS NLA) 和團隊裁判是防止此類不道德行為的關
鍵，必須強調“遵守規則”的行為。
e) 允許選手在同一 LWC 年參加一個國家的國家隊和另一個國家或聯合會的俱樂部隊的比
賽。
f)

一名選手必須在整個 LWC 中僅代表一個國家參賽，例如同年，成員不得在公開組賽或
青年組國家隊 LWC 中為一個國家比賽，在國家隊 IRB LWC 中不得為另一個國家比賽。

g) 一名選手必須為整個 LWC 爭奪一個俱樂部，例如同一年，會員不得在壯年組賽 LWC 中
為一個俱樂部比賽，也不得在 公開組俱樂部 LWC、俱樂部 IRB 或任何其他 俱樂部賽事
中為另一家具樂部比賽。
h) NLA) 有責任認可他們在 LWC 中的參與者。如果未應要求提供此認可，則競賽委員會保
留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確保選手參加資格的權利。
ILS 有資格參加 LWC 的年齡要求。在這方面，ILS 遵循國際奧委會 (IOC) 確定 LWC 選
手年齡的指南。簡而言之，選手的年齡取決於他或她在參加 LWC 當年的 12 月 31 日的
年齡。每個 LWC 中都詳細說明了特定的年齡要求。
i)

個人和其他保險是參加 ILS LWC 的每個人的責任，無論他們的能力如何，例如選手、
團隊裁判、技術裁判、扶持員、支持者、代表、理事會成員、委員會成員、觀眾等。

13.2 參加國家公開組賽和青年組 LWC 的資格
a) 國家隊 LWC 對每個國家一支青年組隊和一支公開組賽團隊公開組。
b) 根據 ILS 的定義，每個國家都必須至少擁有一名當前的 ILS 正式會員才有資格進入一個
團隊。
c) 為了有資格參加國家隊比賽，選手應：


通過出生或歸化成為他們所代表國家的公民，並滿足國際奧委會為該國家比賽的資格要
求。



是 ILS Full Member NLA) 中信譽良好的真正成員，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比賽。如
果正式成員 NLA) 不參加比賽，則該國家可由準成員或對應 NLA) 的比賽選手代表，但
前提是正式成員 NLA) 向 ILS 提供書面認可。



在 LWC 的第一天之前已經連續至少 90 天成為他們團隊的 NLA) 成員--無論哪場比賽排
在最前面。對於 LWC 2022，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為其 NLA) 的成
員。該日期基於 LWC 2020 的第一個比賽日（即壯年組賽 LWC 為 2022 年 9 月 23 日）。



出於賽外檢測的目的，請在 LWC 計劃的第一天之前在世界反禁藥機構 (WADA) 進行註
冊（無論哪個比賽排在最前面）。對於 LWC 2022，這個日期是 2022 年 9 月 23 日。



在 LWC 的年份達到規定的年齡：



青年組 – 15 至 18 歲。



公開組 – 至少年滿 1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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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對於 2022 年國家隊 LWC：



青年組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5、16、17 或 18 歲的選手。

不合格

2022 年年滿 14 或 19 歲的選手。

公開組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未滿 15 歲或年滿 15 歲的選手。

d) 擁有多個國家公民的選手必須選擇代表哪個國家隊參加 LWC。選手隨後將受該國 ILS
正式會員的專屬管轄。
e) ILS 正式成員應提供背書，聲明其國家隊成員是真正的成員；並提供資格證明，即國家
隊每個成員的護照或其他公民文件的影本。
f)

團隊組成：一個團隊由選手和團隊裁判組成：



選手：一個團隊可以由最少一名選手、最多六名女性和最多六名男性選手組成。一個團
隊中不要求同時有男性和女性選手。團隊不得將男性或女性選手的人數增加到 6 人以上。



團隊裁判：選手可以由團隊裁判陪同，例如教練、教練、物理治療師、醫生和任何其他
非競賽管理人員。團隊裁判的數量沒有限制。

注：無論團隊裁判的數量如何，總分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的團隊最多可獲得兩塊團隊裁判
獎牌。
g) 16 至 18 歲的國家隊選手可以參加公開組賽或青年組賽，但不能同時參加。15 歲的沒有
資格參加公開組賽。
13.3 參加國家隊 IRB LWC 的資格
a) 國家隊 IRB LWC 對每個國家一支團隊公開組。
b) 根據 ILS 的定義，每個國家都必須至少擁有一名當前的 ILS 正式會員才有資格進入一個
團隊。
c) 為了有資格參加國家隊比賽，選手應：


通過出生或歸化成為他們所代表國家的公民。



是 ILS Full Member NLA) 中信譽良好的會員，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比賽。如果正
式成員 NLA) 不參加比賽，則該國家可由準成員或對應 NLA) 的比賽選手代表，但前提
是正式成員 NLA) 向 ILS 提供書面認可。



在 LWC 的第一天之前已經連續至少 90 天成為他們團隊的 NLA) 成員-無論哪場比賽排
在最前面。對於 LWC 2022，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為會員。該日期基
於 LWC 2020 計劃的第一個比賽日（即壯年組賽 LWC 為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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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外測試的目的，請在世界錦標賽計劃的第一天之前在世界反禁藥機構註冊（無論哪個



比賽先安排）。對於 LWC 2022，這個日期是 2022 年 9 月 23 日。


在錦標賽當年達到規定年齡：



駕駛 – 至少年滿 18 歲。



救者和溺者 - 至少年滿 16 歲。



具體來說，對於 IRB LWC 2022 國家隊：
Inflatable Rescue Boats (IRBs)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8 歲的駕駛。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到 2022 年年滿 17 歲的駕駛員、未經其協會認證的駕駛員，以及無執照
的駕駛員。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溺者和救者。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滿 15 歲的溺者和救者。

d) 擁有多個國家公民的選手必須選擇代表哪個國家。選手隨後將受該國 ILS 正式會員的專
屬管轄.
e) ILS 正式會員應提供背書，聲明其國家隊成員是真正的成員；並提供資格證明，即國家
隊每個成員的護照或其他公民文件的複印件。
f)

團隊組成： 一個團隊由選手和團隊裁判組成：

選手：一個團隊可以由最少三名相同性別的選手，最多四名女性和最多四名男性組成。一個團
隊中同時有男性和女性選手並不是強制性的。團隊不得將男性或女性選手的人數增加到
四人以上。
團隊裁判：選手可以由團隊裁判陪同，例如教練、訓練員、物理治療師、醫生和任何其他非競
賽管理人員。團隊裁判的數量沒有限制。
注：無論團隊裁判的數量如何，總分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團隊最多可獲得兩枚團隊裁
判獎牌。
13.4 參加俱樂部公開組和 青年組 LWC 的資格
a) 俱樂部 LWC 對每個俱樂部或救生單位的一支青年組隊和一支公開組賽隊公開組。所有
團隊成員都必須與現任 ILS 正式成員保持良好關係。
b) LWC 也可由 ILS 準會員和通訊會員俱樂部的真正選手參加，但前提是正式會員

向 ILS 提供書面認可。
c) 為了有資格參加俱樂部 LWC，選手應：


是符合條件的現有 ILS 會員中信譽良好的真正會員，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比賽。



LWC 的第一天之前已經連續至少 90 天成為 ILS NLA) 的成員--無論哪個比賽排在最前
面。對於 LWC 2022，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為會員。該日期基於
LWC 2022 計劃的第一個比賽日（即壯年組賽 LWC 為 2022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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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救生俱樂部或國家救生組織救生單位的成員，而不是多個俱樂部或單位的成員。



在錦標賽當年達到規定年齡：



青年組 – 15 至 18 歲。



公開組 – 至少年滿 16 歲。
● 具體來說，對於俱樂部 LWC 2022：青年組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5、16、17 或 18 歲的選手。

不合格

2022 年年滿 14 或 19 歲的以上選手。

公開組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未滿 15 歲或年滿 15 歲的選手。

d) 為了進入俱樂部 LWC，國家救生組織應提供背書，聲明選手符合上述資格要求。
e) 國際轉會：選手必須申請轉會到國外俱樂部。要想申請成功，選手需要獲得其主場俱樂
部、地區和國家組織的認可。有關國際俱樂部轉會規則和程序，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
f)

團隊組成： 一個團隊由選手和團隊裁判組成：



選手：一個團隊可以由最少一名選手、最多十名女性和最多十名男性選手組成。一個團
隊中不要求同時有男性和女性選手。團隊不得將男性或女性選手的人數增加到 10 人以
上。



團隊裁判：選手可以由團隊裁判陪同，例如教練、教練、物理治療師、醫生和任何其他
非競賽管理人員。團隊裁判的數量沒有限制。

註：無論團隊裁判的數量如何，總分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團隊最多可獲得兩枚團隊裁
判獎牌。
g) 16-18 歲的俱樂部間選手可以參加公開組賽或青年組賽的個人項目，但不能同時參加。
無論如何，團隊規模仍然是最多 10 名男性和 10 名女性。
h) 16-18 歲的俱樂部間選手可以參加公開組賽和青年組賽中的一項或兩項的團體項目。無
論如何，公開組和青年組俱樂部隊的團隊規模仍然是最多 10 名男性和 10 名女性。不允
許選手同時參加俱樂部 青年組 和公開組比賽的任何賽事都不會延遲。
13.5 參加俱樂部壯年組隊 LWC 的資格
a) 俱樂部 LWC 對俱樂部或救生單位 壯年組 老年會員公開組。所有團隊成員都必須與現任
ILS 正式成員保持良好關係。
b) LWC 也可由 ILS 準會員和通訊會員俱樂部的真正選手參加，但前提是正式會員向 ILS 提
供書面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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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有資格參加俱樂部壯年組隊 LWC，選手應：Be bona a)ide members in good 符合條
件的現有 ILS 會員俱樂部的地位，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比賽。
在 LWC 的第一天之前已經連續至少 90 天成為 NLA)（有資格參加 LWC）的成員—無



論哪個比賽排在最前面。 對於 LWC 2022，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為
會員。該日期基於 LWC 2022 計劃的第一個比賽日（即壯年組賽 LWC 為 2022 年 9 月
23 日）。


是一個救生俱樂部或 NLA) 救生單位的成員，而不是來自多個俱樂部或單位。



在 LWC 的年份中至少年滿 30 歲。



具體來說，對於俱樂部壯年組隊 LWC Riccione 2022：
壯年組
合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30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滿 29 歲的選手。

d) 壯年組賽團體賽，隊員年齡總和為規定的累計年齡，累計年齡以 LWC 當年隊員年齡為
準。例如，在總年齡至少為 140 歲的四人團隊中，團隊成員可能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或之前為 30 歲、35 歲、37 歲和 38 歲。
e) 壯年組賽選手不得參加超過一個年齡組的比賽。
f)

壯年組賽選手可以參加個人項目和團體項目。在團隊項目中，團隊不得由來自多個俱樂
部或多個救生單位的選手組成。

g) 團隊組成：一個團隊由選手和團隊裁判組成：


選手：一個團隊至少可以由一名選手組成。沒有最大值。一個團隊中不要求同時有男性
和女性選手。



團隊裁判：選手可以由團隊裁判陪同，例如教練、訓練員、物理治療師、醫生和任何其
他非競賽管理人員。團隊裁判的數量沒有限制。

h) 作為俱樂部參賽的選手必須是同一俱樂部或救生單位的成員。
i)

國際轉會：選手必須申請轉會到外國俱樂部。要想申請成功，選手需要得到他們所在俱
樂部、地區和 NLA) 的認可。有關國際俱樂部轉會規則和程序，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

j)

進入俱樂部壯年組隊 LWC，NLA) 應向主辦方提供背書，聲明選手符合上述資格要求。

k) 團隊項目：團隊項目只能由俱樂部參加。團隊成員必須代表同一個俱樂部。在每項團體
賽事中，壯年組賽選手只能在他們有資格參加的年齡組比賽中進行比賽。在壯年組賽線
拋繩項目中，兩人組將在較年輕選手的年齡組中進行比賽。
l)

個人項目：在個人項目中，壯年組賽選手只能在他們有資格參加的年齡組中比賽。

13.6 參加俱樂部 IRB、破浪船、沙灘跑和沙灘接力 LWC 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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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俱樂部 IRB、破浪船、沙灘跑和沙灘跑接力 LWC 向俱樂部或救生單位成員公開組。所
有團隊成員都必須與現任 ILS 正式成員保持良好關係。
b) LWC 也可由 ILS 準會員和通訊會員俱樂部的真正選手參加，但前提是正式會員向 ILS 提
供書面認可。
c) 為了有資格參加俱樂部 IRB、破浪船、沙灘跑和沙灘跑接力 LWC，選手應：


是符合條件的現有 ILS 會員俱樂部中信譽良好的真正會員，並有資格參加 NLA) 確定的
比賽。



在 LWC 的第一天之前已經連續至少 90 天成為 ILS NLA)（有資格參加 LWC）的成員—
—無論哪個比賽排在最前面。對於 LWC 2022，選手必須在 2022 年 6 月 25 日或之前成
為會員。該日期基於 LWC 2022 計劃的第一個比賽日（即壯年組賽 LWC 為 2022 年 9
月 23 日）。



是一個救生俱樂部或 NLA) 救生單位的成員，而不是來自多個俱樂部或救生單位。



參加破浪船和 IRB 比賽的 LWC 年至少 16 歲，其他項目的 LWC 年至少年滿 15 歲，除
非另有規定。



具體來說，對於其他俱樂部公開組 LWC 2022：
公開組和預訂破浪船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滿 15 歲的選手。
23 歲 組 破 浪 船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17、18、19、20、21、22 或
23 歲的選手。

不合格

2022 年年滿 15 歲或 24 歲的選手。

合格

19 歲 組 破 浪 船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17、18 或 19 歲的選手。

不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5 歲或 20 歲的選手。

壯年組破 浪 船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30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舵手
不需要是壯年組的比賽選手，但他們必須有資格參加公開組破浪船 比
賽。

不合格

2022 年滿 29 歲的選手。

充氣救生艇 (IRB)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8 歲的駕駛。 沒有最大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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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組委會將告知團隊是否需要獲得任何特定的義大利許可要求才能營
運 IRB 以及許可安排。
不合格

駕駛在 2022 年滿 17 歲，未獲得協會認證或無照的駕駛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溺者和救者。沒有最大年齡
限制。

不合格

2022 年滿 15 歲的溺者和救者。

青少年沙灘跑和沙灘跑接力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5、16、17 或 18 歲的選手。

不合格

2022 年年滿 14 或 19 歲的選手。

公開組沙 灘 跑 和 沙 灘 跑 接 力 賽
合格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年滿 16 歲的選手。 沒有最大年齡。

不合格

2022 年未滿 15 歲或年滿 15 歲的選手。

注意：符合條件的選手可以同時參加青少年和公開組沙灘跑以及沙灘跑接力比賽，除非
公開組和青少年同時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選手必須選擇他們參加的賽事。

d) 公開組 LWC 的選手以俱樂部成員的身份參賽，並且根據參賽的 LWC，可以參加個人賽
事和/或團隊賽事。有關參與人數的任何限制，請參閱特定項目。
e) 團隊組成：一個團隊由選手和團隊裁判組成：


選手：一個團隊可以由一個或多個適當規則中指定的選手組成。一個團隊中不要求同時
有男性和女性選手。



團隊裁判：選手可以由團隊裁判陪同，例如教練、教練、物理治療師、醫生和任何其他
非競賽管理人員。團隊裁判的數量沒有限制。

f)

國際轉會：選手必須申請轉會到國外俱樂部。要想申請成功，選手需要獲得其主場俱樂
部、地區和國家組織的認可。有關國際俱樂部轉會規則和程序，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

g) 為了進入公開組 LWC，國家救生組織應提供背書，聲明選手符合上述資格要求。
13.7 參加額外項目 LWC 的資格
主辦方已告知 LWC 2022 不得舉辦額外的項目。

14.入境程序
14.1 錦標賽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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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團隊必須在 LWC 2022 之前根據 ILS 和 LOC 制定的程序、費用結構和截止日期進
行註冊。在第一屆錦標賽開始前一個月，即 2022 年 8 月 23 日，所有 LWC 2022 的報
名截止 - 請參閱 http://www.lia)esaving2022.com（自 2021 /07 /31 日起）。
b) ILS 維護一個包含所有 LWC 註冊的所有選手姓名的資料庫。
c) 2022 年 8 月 23 日之後收到的新團隊註冊僅在特殊情況下由 LOC 與 ILS EMC 通過 ILS
賽事總監一起考慮。
14.2 游泳池救生項目報名指南時間
a) ILS 運動委員會可以為青年組、公開組賽和壯年組賽選手在國家隊、國際俱樂部和壯年
組賽 LWC 的游泳池比賽中製定報名的指南時間。
b) 報名指南時間幫助主辦單位介紹和時間表安排 LWC。
c) 俱樂部 和 壯年組 LWC 2022 青年組、公開組賽和壯年組賽選手的報名指南時間應基於
30/09/2021 的相關世界紀錄時間加 50%。時間應在 ILS 網站（www.ilsf.org）上公佈，
並與註冊信息一起公佈。
14.3 報名時間
排序將用於國家隊、俱樂部 和壯年組 LWC。對於游泳池項目，從最後一屆 LWC 的第一天開始到
即將到來的 LWC 的報名截止期限內，選手的比賽時間應在報名表上提交。個人和團隊比賽都需要
時間。選手和團隊按其報名時間排名。
注 1：如果沒有提交報名時間或報名時間比報名指導時間慢，報名系統將不允許完成報名。此外，
如果選手無法達到報名指南時間，則要求團隊經理不要報名。
注 2：在正常報名結束時提交的任何比 ILS 世界紀錄更快的報名時間將不被接受，選手或團隊不會
被置於種子預賽中。
注 3：有關排序信息，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第 3 和第 4 節。
14.4 報名費
ILS 理事會應認可 LWC 的參賽費、參賽附加條件以及其他費用，包括 LOC 提議的團隊、參賽項目
和項目的變更。報名費必須在註冊時支付。
14.5 團隊人員組成和規模的變化
公開組和青年組國家隊、公開組和青年組俱樂部間、國家隊 IRB、俱樂部間 IRB、俱樂部壯年組隊
以及公開組和壯年組 級俱樂部破浪船和俱樂部間沙灘跑 LWC 的團隊變更應遵循以下程序：
a) 只有團隊經理可以在團隊首次進入積分賽前 48 小時向適當的裁判建議改變團隊人員組
成或規模。在此之後，團隊組成將不再發生變化。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出示獨立的醫療證
明或在真正困難的情況下（經競賽委員會同意）。在這種情況下，應在團隊首次參加比
賽前 2 小時接受更改。隨後因受傷或其他原因退出的選手不得由未註冊的選手替代。
b) 領隊應以書面形式通知 LWC 組織者團隊組成的變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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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時間。



團隊名稱。



退會會員姓名。



增加的選手的姓名。

c) 通知必須附有來自團隊的國家組織的文件，該組織提供背書，聲明替換團隊成員符合資
格標準並且是真正的成員。
d) 任何適用的團隊組成變更費，詳見註冊系統，以及以下個人和團隊項目替換，也必須附
有書面通知。
e) 如果團隊成員人數增加，所有適當的報名費（包括適用的延遲報名費）必須附有書面通
知。
f)

此外，新選手或團隊管理人員應填寫組織者可能要求的任何註冊文件。新的選手和團隊
管理人員負責熟悉之前可能在團隊簡報等中處理過的問題。

14.6 個人備選項目
a) 只有團隊經理可以用同一團隊的另一名成員替換個別項目中的個別團隊成員。團隊經理
必須在比賽開始前或編組開始前 30 分鐘內通知相關裁判換人，以先到者為準。
b) 在某項賽事中被替換的選手不得再次被替換到同一賽事中，但他們可以參加比賽中的其
他項目。
c) 個人項目第一輪比賽結束後，不允許換人。
注 1：一項賽事是一系列具有相同規定規則和條件（例如設施、設備、距離和風格）的比
賽，例如沙灘奪旗是一項賽事，障礙網游泳是一項賽事。
注 2：根據更改通知的時間段，如果選手被替換或退出單項賽事，可能會向每位選手收取每
項賽事的管理費。請參閱下面的第 13.8 節。
14.7 團隊比賽中的替補
a) 在團體賽事中，只有團隊經理可以用同一國家隊或俱樂部的其他成員替換個別團隊成員。
團隊經理必須在不遲於團隊賽事第一輪開始前 30 分鐘或後續輪次編組開始前 30 分鐘將
換人事宜通知相關裁判。
b) 任何一輪團體賽都允許換人。
注 1：如果選手因任何原因在團體賽事中被替換或退賽，則不得在 LWC 繼續參加該賽事。
注 2：賽事是一系列具有相同規定規則和條件（例如設施、設備、距離）的比賽，例如沙灘
接力是一個項目，障礙網游泳接力是一個項目。
注 2：根據更改通知的時間段，在替換或退出團隊的情況下，可能會向每位選手收取每項賽
事的管理費。請參閱下面的第 13.8 節。
14.8 通知更改、替換和退出賽事以及選手或團隊未開始的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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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LWC 的個人或團隊項目中，如果團隊經理要求更改團隊成員組成和替換比賽選手，
將採取行動。根據團隊經理通知任何變更、換人或退賽的時間段，可能會收取以下管理
費：


最晚在項目開始前 48 小時無正當理由通知更改/替換/撤回 – 不收取任何費用。



在項目開始前 48 小時至 24 小時之間無正當理由通知更改/替換/退出 – 每人每場項目 50
歐元。



在項目開始前 24 小時內以及項目期間無正當理由通知更改/替換/退出 - 每人每場項目
100 歐元。



項目期間因正當理由通知更改/替換/撤回--不收費。



如果選手或團隊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沒有出現在他們已參加的賽事中開始比賽，則
未開始費用 - 每名選手/團隊 50 歐元。

b) 以下是可被視為有效理由的示例（此列表並非詳盡無遺，由競賽委員會自行決定）且不
收取任何費用：


如果選手的健康狀況得到確認，他們將無法參加比賽。



如果選手因個人問題而無法參賽--例如：他們因家人或親人的意外喪親而無法參加，或
因家庭緊急情況需要返回家中。

所有此類情況都將被考慮，並且必須在免除費用之前由競賽委員會簽署。

15.隊服和裝備
15.1 隊服
a) 每個團隊都應有適合正式儀式和頒獎典禮的製服。將鼓勵團隊經理、教練和助理參加儀
式，並應穿著與團隊相得益彰的製服。
注 1：在正式儀式上，根據團隊的制服、場合、天氣等，期望團隊穿著他們的團隊西裝外套
和/或穿團隊運動服或 T 恤和短褲。
注 2：對於在游泳池舉行的獎牌頒獎典禮，選手應穿著團隊運動服或 T 恤和短褲。在海
洋，期望團隊成員穿著他們的服裝，背心和帽子或團隊運動服，或 T 恤和短褲。
b) 所有選手的製服必須符合 ILS 認可的標準。裁判長有權排除任何制服或泳裝不符合 ILS
標准或商業識別政策的選手。
c) 制服、比賽服裝或裝備上的商業標識只有在符合商業標識政策（下文 5.2）的情況下才
可接受。
d) 任何俱樂部、選手或管理人員不得在服裝、比賽服裝、裝備、裝備或比賽場地中的人員
身上貼上任何主裁判認為令人反感的會徽、會徽或公司標識。
e) 拒絕遵守上述任何規定將使服裝、比賽服裝或裝備不符合比賽資格，並且選手（和/或團
隊）也沒有資格進一步參加錦標賽。
f)

如果在賽後或賽後車檢中發現此類違規行為，選手（和/或車隊）將失去冠軍頭銜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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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商業識別政策
a) 競賽委員會保留下令刪除或覆蓋與 LWC 官方贊助商衝突的商業標識的權利。這包括身
體紋身或人體彩繪。
b) 儘管有上述規定，俱樂部和團隊的官方贊助商可以保留他們在比賽服裝和裝備上的標識，
無論是否存在商業衝突，但不得在比賽場地附近展示其他會徽、橫幅、旗幟或其他標識。
c) 在所有器材賽事預賽、準決賽和決賽中，選手可能需要在提供的器材或設備上貼上錦標
賽贊助商會徽。除非在安裝錦標賽贊助商會徽時不可避免，否則將不包括所有團隊和個
人讚助商會徽在器材和設備上。
d) LWC 賽事中的所有個人選手可能被要求在電視預賽、準決賽和決賽中穿著冠名權贊助
商的背心。如果冠名權贊助商與現有團隊或個人讚助商或文化或宗教原則相衝突，則應
穿著無品牌背心。
注意：儘管有上述規定，另有規定（例如 IRB 中的救生衣），所有選手和操作員必須在所有海
洋比賽中穿著 LOC 提供的背心，這是參加 LWC 2022 的一個條件。

e) 身體紋身、身體彩繪：贊助商只能在身體上展示一次，尺寸不得超過 150 毫米 x
50 毫米。
f) 可以在比賽場地與選手進行電視/視頻採訪。 接受采訪的選手可能會被要求穿著
錦標賽贊助商的服裝。
g) 展示：項目結束時，可能會向獲獎者提供 LWC 贊助商指定的服裝。 選手將被要
求在展示期間佩戴此類物品。 如果贊助商與現有的團隊或個人贊助商或文化或
宗教原則相衝突，則應穿著無品牌背心。
下表概述了製造商標識的大小和頻率。對於標識，ILS 是指正常顯示商品製造商的名稱、
名稱、商標或徽標或任何其他顯著會徽（不包括加密或編碼的支持，例如條形碼或二維
碼，以及 URL、社交媒體帳戶和主題標籤）。
項目

定義

臂章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每個臂章的最大尺寸為 6 平方厘米。

包

每件物品的製造商標識，不超過物品表面積的 10%，最大尺寸為 60 平
方厘米。

身體

任何參加世界錦標賽的人的脖子、衣領或身體（例如紋身）上不得出現
製造商標識。

服裝

服裝 ILS 是指選手或團隊裁判穿著的任何服裝（包括但不限於每項運動
規則中規定的比賽服裝），不包括配飾和鞋類。 對於服裝，製造商標識
的尺寸不得超過 30 平方厘米。 每件服裝應允許附加一個標識，嚴格限
於產品技術標識，且不得超過 10 平方厘米。 在比賽中使用連體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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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定義
在遵守所有其他原則的前提下，此類標識應允許在腰部以上和以下各一
次。

眼鏡

眼鏡和護目鏡可能帶有製造商標識，通常用於銷售的產品。

鞋類

對於鞋類，我們指的是：選手或團隊經理所穿的鞋子或鞋子子。每件商
品的製造商標識，每件商品/鞋的最大尺寸為 10 平方厘米。

手套

每件物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每隻手套的最大尺寸為 8 平方厘米。

帽子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最大尺寸為 10 平方厘米。

頭盔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最大尺寸為 10 平方厘米。

各種各樣的

以下物品可能沒有任何製造商標識，但購買時的標識除外：耳機、水
瓶、雨傘、毛巾、繃帶、隱形眼鏡、耳塞、護口器和鼻夾。

其他項目/配

對於以上未列出的任何配件，每件產品的製造商標識的標識尺寸，最大

件

尺寸為 6cm2。

圍巾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每條圍巾的最大尺寸為 6 平方厘米。

襪子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每隻襪子的最大尺寸為 10 平方厘米。

運動器材

運動器材是指在運動比賽中使用的任何運動專用和必要設備（例如救援
浮標、蛙鞋、救生橇、頭盔、救生橇槳、槳、IRB、破浪船等）。 對於
任何運動器材，製造商標識不得超過物品表面積的 10%，最大尺寸為
60 平方厘米。

泳帽

每件商品一個製造商標識，最大尺寸為 10 平方厘米。

15.3 比賽服裝
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2 節和第 8 節詳細介紹了以下各項的規範與要求：


泳裝。



泳帽和頭盔。



背心。



救生衣、個人漂浮裝置。



眼鏡。



鞋類。

15.4 標準化競賽設備
a) 選手必須使用 LOC 提供的以下設備：


沙灘接力和沙灘奪旗項目的接力棒。



游泳池項目的救援假人。



用於游泳池和海洋項目的救援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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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項目的拋繩。



游泳池項目的障礙網。



充氣救生艇（IRB）。

此外，LOC 應提供比賽設備池供選手選擇使用（見上文）：


救生橇和救生橇槳。



救生板。



包括槳在內的設備齊全的救生橇。

b) 由 ILS EMC 指定的人員應認可 LOC 提供的設備的供應商（必須生產符合 ILS 規範的船
隻）。所有提供的設備在用於比賽之前必須由指定的 ILS 技術裁判進行檢查。應在設備
上貼上官方貼花或印章，以表明所提供的設備符合 ILS 規範並且處於安全維修狀態。
c) 選手可以使用自己的游泳蛙鞋、救生板、救生橇和槳、破浪船和槳、頭盔和救生衣。
d) 所有選手提供的用於全國青少年、公開組賽和 IRB LWC 以及俱樂部 IRB 和俱樂部 破浪
船 LWC 的設備在用於比賽之前必須按照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審查程序進行審
查。應在設備上貼上官方貼花或印章，表明選手提供的設備符合規格並處於安全維修狀
態。如果在比賽編組區發現任何設備沒有貼花或印章，則不得在比賽中使用該設備。
e) 所有選手提供的用於壯年組賽、青年組俱樂部和公開組 LWC 以及任何其他額外賽事的
設備在用於比賽之前必須按照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審查程序進行審查。設備上
應貼有官方會徽或印章，以表明選手提供的設備符合規格且處於安全維修狀態，並在賽
事準決賽使用前貼上官方印章或會徽。如果在準決賽的比賽編組區發現任何設備沒有貼
花或印章，則不應使用該設備。
注意：此外，所有 ILS LWC 中使用的所有設備都接受隨機檢查，無論它是共用的，還是比
賽選手提供的，或者之前是否已經過檢查。

16.禁藥控制
16.1 ILS 的所有 ILS LWC、ILS 地區錦標賽和世界運動會都實行無毒競賽政策，並可能進行藥物檢
測。請訪問 www.ilsa).org 查看或下載 ILS 反禁藥規則。
16.2 ILS 承認東道國可能有除 ILS 藥物政策外的法律或法律要求。作為註冊程序的一部分，必須將
此類要求告知選手。
16.3 違反 ILS 反禁藥規則將導致選手個人成績取消資格，包括沒收個人項目的積分、獎牌和獎品。
在團體項目中，如果團隊成員違反了 ILS 反禁藥規則，整個團隊將被取消該項目的參賽資格，
同時失去積分、獎牌和獎品。
注意：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2 部分。

17.抗議、申訴、行為準則和紀律
17.1 抗議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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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競賽委員會保留絕對酌情決定權，在其認為必要時刪除、更改或以其他方式更改任何規
則、競賽標準、時間表或其他事項。將盡一切努力確保每個團隊經理收到任何此類刪除、
更改、變更或更改的通知。不允許也不會受理因此類競賽委員會的決定而引起的抗議。
b) 在允許的情況下，選手或團隊經理可以根據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的條款向裁判
提出抗議，隨後可以對裁判的決定提出異議。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中規定了抗
議和申訴的流程。
c) c)2022 年 LWC 任何 LWC 賽事的申訴費用為個人賽事 100 歐元和團體賽事 200 歐元。
17.2 行為和紀律準則
a) ILS 期望並要求其比賽選手、裁判和成員普遍遵守最高的行為標準。
b) ILS LWC 是備受矚目的公共項目。 ILS 希望所有選手、裁判、會員和與會者合作，以確
保積極的公眾形象。可能對 ILS 或 LWC 比賽或 LOC 造成尷尬或損害形象的行為將提交
紀律委員會處理。處罰可能包括將個人或團隊開除出比賽。
注意：有關行為守則、公平競賽守則、不當行為和紀律期望和流程，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

18.項目安排
18.1 對於 ILS LWC，賽事計劃應由 ILS 運動委員會制定。
18.2 對於 LWC 2022，ILS 運動委員會已認可以下錦標賽：


國家隊公開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NT-O)。



國家隊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NT-Y）。



國家隊充氣救生艇救生世界錦標賽（NT-IRB）。



俱樂部隊公開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O)。



俱樂部隊青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IC-Y）。



俱樂部隊充氣救生艇救生世界錦標賽（IC-IRB）。



俱樂部 壯年組救生世界錦標賽 (IC-M)。



俱樂部 公開組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O)。



俱樂部 壯年組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IC-SBM)。



俱樂部 Beach Run 救生世界錦標賽 (IC-BR)。

18.3 國家隊和俱樂部間 LWC 公開組賽與青年組隊的比賽應在國家隊和俱樂部隊 LWC 的男子和女
子組中進行，如下所列：
國家隊

俱樂部

青年組隊

報名最多人數

報名最多人數

報名最多人數

200 m 障礙網游泳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50 m 拖帶假人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游泳池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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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 混合救生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100 m 穿蛙鞋帶假人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100 m 穿蛙鞋救援浮標拖假人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200 m 超級救生員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拋繩

1隊

1隊

1隊

4 x 25 m 假人接力

1隊

1隊

1隊

4 x 50 m 障礙網游泳接力

1隊

1隊

1隊

4 x 50 m 混合接力

1隊

1隊

1隊

1隊

1隊

1隊

4 x 50 m 游泳池救生員男女混合
接力

注意：4 X 50 M 游泳池混合救生接力賽中的每支球隊都可以選擇他們的兩名男子和兩名女子
參加比賽。
國家隊

俱樂部

青年組隊

報名最多人數

報名最多人數

報名最多人數

海浪游泳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沙灘奪旗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沙灘短跑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救生撬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救生板比賽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海洋人項目（男/女）

2 選手

4 選手

4 選手

救生板救生

1隊

1隊

1隊

沙灘賽跑接力

1隊

1隊

1隊

救生板救生

1隊

1隊

1隊

海洋人項目（男/女）接力

1隊

1隊

1隊

海浪救生員混合接力（男/女）

1隊

1隊

1隊

海浪項目

注 1：在衝浪和沙灘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海洋人和海洋女人決賽將以海洋 M 格式進行，每
場決賽將有 24 名選手參加。 預賽的比賽形式應在比賽計劃中說明。
注 2：在 2021 年 5 月 22 日舉行的會議上，ILS 運動委員會進行了性別抽籤，以確定混合
海洋 M 救生員接力賽中的兩男兩女將進行棒次。 每個 LWC 都進行了單獨的性別抽籤，抽
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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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C 國家隊公開組賽：男子跑步、女子游泳、男子救生板、女子救生橇



LWC 國家青年組隊：男子跑步、男子游泳、女子救生板、女子救生橇



LWC 俱樂部隊公開組賽：男子跑步、男子游泳、女子救生板、女子救生橇



LWC 俱樂部隊青年組隊：男子跑步、男子游泳、女子救生板、女子救生橇

模擬救生反應賽

國家隊

公開組俱樂部/隊 青年組俱樂部/隊

模擬救生反應賽

1隊

1隊

1隊

注：模擬救生反應賽：競賽不分男女組別進行。 團隊可以由男性和女性的任意組合組成。
18.4 國家隊充氣救生艇 (IRB) 世界救生錦標賽
a) 國家隊 LWC IRB 賽事分為公開組男子組和公開組女子組。 IRB 選手可以參加下列賽事：
IRB 項目

國家隊/國

IRB 救援 - 男子

1隊

IRB 救援-女子

1隊

IRB 集體救援- 男子

1隊

IRB 集體救援-女子

1隊

IRB 救援浮標救生- 男子

1隊

IRB 救援浮標救生 -女子

1隊

IRB 團隊救援男女混合

1隊

注意：所有男子賽事必須由男子駕駛、救者和溺者組成。所有女性賽事都必須由女子駕
駛、救者和溺者組成。混合 IRB 團隊救援賽事應由一名女隊員（駕駛、救者和溺者）和一
名男子駕駛員（駕駛、救者和溺者）組成，依次參賽。
b) IRB 賽事不影響國家隊 LWC 的獎牌得分，但有自己的總分獎杯。
c) c)2022 年國家隊 IRB LWC 將分為男子組和女子組。有關項目描述，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7 節。
18.5 俱樂部間壯年組 LWC - 游泳池賽事
a) 對於 2022 年 LWC，以下游泳池項目將在男子和女子組別中進行。有關項目說明，請參
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3 部分。
b) 在壯年組賽線投擲項目中，兩人組應按年齡較小的選手年齡組進行比賽。
c) 游泳池四人團體賽按總年齡組進行，參賽選手年齡總和為 120-139 歲、140-169 歲、
170-199 歲、200-229 歲和 230 歲或以上。四名選手的年齡總和決定了團隊的年齡組。
例如，一個由 30 歲、40 歲、50 歲和 60 歲（= 180 歲）組成的團隊將在 170-199 歲年
齡組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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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時決賽：在壯年組賽 LWC 中，不得為游泳池項目進行決賽。所有游泳池比賽均應以
計時決賽進行。也就是說，每個選手只參加一次游泳比賽。選手的最終名次將根據他或
她的時間確定。
e) 排位賽：參賽選手按提交的時間按以下方式分組，總決賽時間從最慢到最快：


如果是一期：應作為決賽種子。



如果兩個或多個預賽：最快的選手應在最後一場比賽（如當前版本 ILS 比賽規則手冊的
“水道分配”第 3.4.3 節中所述）排種子，次快的選手進入倒數第二個預賽，依此類推，
直到根據提交的時間為所有選手分配了熱度和水道。
壯年組 分齡

壯年組 游泳池項目
200 m 障礙游泳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X

X

X

X

X

100 m 障礙游泳
100 m 穿蛙鞋帶假人
100 m 穿蛙鞋救援浮標拖
假人
50 m 拖帶假人

6064

6569

7074

75+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

X

X

X

X

X

X

壯年組 團隊項目

30-34

3539

4044

4549

拋繩

X

X

X

X

接力項目

5559

120-139 歲 140-169 歲 170-199 歲 200-229 歲

230 歲級+

級

級

級

級

4 x 25 m 假人接力

X

X

X

X

X

4 x 50 m 混合接力

X

X

X

X

X

4 x 50 m 障礙游泳接力 X

X

X

X

X

18.6 俱樂部 壯年組 LWC - 海洋賽事
a) 以下海洋賽事（見下表）將在 LWC 壯年組賽的男子和女子組別中進行。有關項目說明，請參
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4 部分。
b) 海洋個人項目和理事會救援項目按本節詳述的年齡組進行。在救生板營救項目中，兩人組將在
年齡較小的選手的年齡組中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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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洋三人團體項目為總年齡項目，參賽選手年齡合計為 90-109 歲、110-129 歲、130-149 歲、
150-169 歲和 170 歲以上。三名選手的年齡總和決定了團隊的年齡組。例如，一個由 30 歲、40
歲和 50 歲（=120 歲）組成的團隊將在 110-129 歲年齡級進行比賽。
d) 海洋人男/女游泳課程：如果由於普遍的海浪條件，海洋人男/女游泳課程將顯著超過 120 m，則
可以使用兩個單獨的浮標，在 120 m 處至少相距 10 m。在這種情況下，標準游泳路線將用於
救生板和救生橇的第一個和第三個轉向浮標。放置在游泳浮標外約 10 m 處的頂點浮標將完成
救生橇浮標。
壯年組分組
壯年組海浪項目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75 +

海浪游泳

X

X

X

X

X

X

X

X

X

X

沙灘奪旗

X

X

X

X

X

X

X

X

X

X

沙灘短跑

X

X

X

X

X

X

X

X

X

X

2 km 沙灘賽跑

X

X

X

X

X

X
X

X

X

X

1 km 沙灘賽跑
救生撬

X

X

X

X

X

X

X

X

X

X

救生板比賽

X

X

X

X

X

X

X

X

X

X

海洋人項目（男/女）

X

X

X

X

X

X

X

X

X

注 1：壯年組隊項目將在傳統路線上進行。
注 2：75 歲以上的選手可以參加 70+ 海洋人和海洋女選手的比賽。
壯年組隊項目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救生板比賽

X

X

X

X

X

X

X

團隊項目歲級

6570-74 75+
69
X

90-109 歲 110-129 歲 130-149 歲 150-169 歲

X

X

170 歲+

團隊海浪游泳(1 隊 3 人)

X

X

X

X

X

救生撬接力(1 隊 3 人)

X

X

X

X

X

沙灘賽跑接力(1 隊 3 人)

X

X

X

X

X

救生板接力(1 隊 3 人)

X

X

X

X

X

X

X

X

X

X

海洋人接力賽男/女
(1 隊 3 人)

18.7 俱樂部間公開組賽和壯年組 破浪船救生世界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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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破浪船 LWC 比賽在公開組和壯年組 組的男子組和女子組中進行。公開組或 壯年組 破浪船
LWC 的每個部門的俱樂部參賽人數沒有限制。
注意：請參閱網站上的《入境程序指南》，了解船員和舵手註冊說明。由於輸入系統編
程，應要求將掃描儀作為“出席者”單獨輸入給他們的駕駛員。
b) 破浪船比賽不計入國家隊或俱樂部 LWC 的得分。
c) 2022 年公開組式破浪船 LWC 將按以下類別進行：


公開組男人。



公開組女性。



儲備男性。



儲備女性。



23 歲男性。



23 歲女性。



19 歲男性。



19 歲女性。

a) 2022 年壯年組 破浪船 LWC 將在以下年齡組的男性和女性類別中進行：


120 歲+。



140 歲+。



160 歲+。



180 歲+。



200 歲+。



220 歲+。



240 歲+。



260 歲+。

d) 破浪船壯年組賽分八個總年齡組進行：120 歲或以上； 140 年或以上； 160 歲以上； 180 歲以
上； 200 歲以上； 220 歲以上； 240 年或以上； 260 歲以上。年齡組使用駕駛員中四名賽艇選
手的年齡總和計算，不包括舵手。
e) 舵手不必是壯年組賽選手，但必須精通舵手。在參與男性和女性項目方面，舵手被認為是性別
中立的。女人可以和男人一起打掃，反之亦然。
f)

經 ILS 管理委員會認可，非團隊成員的熟練舵手可以擔任正在開展破浪船比賽的國家救生組織
的俱樂部的舵手，前提是舵手是當前 ILS 正式會員組織的成員，並且以某種身份註冊參加錦標
賽。

g) 有關項目描述，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6 節。
18.8 俱樂部 充氣救援艇 (IRB) LWC
a) 俱樂部 LWC IRB 項目在公開組的男性和公開組的女性類別中進行。 IRB 團隊/選手可以參加下
列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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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 項目

俱樂部隊報名最多人數

IRB 救援 – 男

4隊s

IRB 救援 -女

4隊s

IRB 集體救援- 男

3隊s

IRB 集體救援-女

3隊s

IRB 救援浮標救生– 男

4隊s

IRB 救援浮標救生 -女

4隊s

IRB 團隊救援 - 男

3隊s

IRB 團隊救援 -女

3隊s

注意：在俱樂部 IRB LWC 中，溺者被視為性別中立，可以參加男子和/或女子比賽。
b) 俱樂部 LWC 的俱樂部團隊參賽人數限制為每個俱樂部最多 15 名男性和 15 名女性選手。
c) 俱樂部最多為上表所列的團隊數量。
d) IRB 賽事對俱樂部 LWC 的積分沒有貢獻，但有自己的積分獎杯。
e) 有關項目描述，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7 節。
18.9 俱樂部間世界沙灘跑錦標賽
a) 俱樂部 Beach Run LWC 的俱樂部參賽人數沒有限制。
b) 2 公里沙灘跑和 3 x 1 公里沙灘跑接力賽 LWC 2022 將在公開組賽和青年組賽中分男女組進行。
c) 有關項目描述，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4 節。
18.10 項目中的最少人數
一項賽事將至少有一個參賽作品。主裁判將決定如何最好地促進這一點（例如，混合性別、年齡組
的比賽）。獎牌將根據選手在其年齡組和性別中的排名來頒發。

19.得分
19.1 世界救生錦標賽的決賽和得分
a) 為了得分，決賽必須在國家隊 LWC 游泳池和海洋賽事、國家隊 IRB LWC、俱樂部 LWC 游泳
池和海洋賽事以及俱樂部 IRB LWC 中進行。


在國家隊和俱樂部 LWC 海洋賽事中：根據預賽排名最高的 16 名選手被分配到 16 名選
手的決賽中，或者在 A 和 B 決賽中各有 8 名選手。



在國家隊和俱樂部 LWC 游泳池賽中：根據預賽成績最快的 16 名選手在 A 和 B 決賽中
各分配 8 名選手的位置。



在國家隊和俱樂部 IRB LWC 賽事中：根據預賽排名最高的 16 名選手在 A 和 B 決賽中
各分配 8 名選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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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決賽的獲勝者將被宣佈為救生世界冠軍。
c) 在 LWC 壯年組賽中，不得為游泳池項目舉辦決賽。所有游泳池比賽均應作為計時決賽進行。
也就是說，每個選手只參加一次游泳比賽。選手的最終名次將根據他或她的時間確定。選手按
照提交的時間進行排種，時間總決賽從最慢到最快。
d) 在國家隊 IRB LWC 和俱樂部 IRB LWC 中，A 和 B 決賽需要得分。
e) 對於俱樂部 破浪船 和 Beach Run，LWC 決賽將需要確定獲勝者和獲得者。
f)

參加國家隊公開組賽和青年組 LWC、俱樂部公開組和青年組 LWC、國家隊 IRB 和俱樂部 IRB
LWC 的團隊將根據進入決賽的隊員的排名分配以下積分。壯年組 俱樂部、破浪船或沙灘跑
LWC 不分配積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1st

20

9th

8

2nd

18

10th

7

3rd

16

11th

6

4th

14

12th

5

5th

13

13th

4

6th

12

14th

3

7th

11

15th

2

8th

10

16th

1

注 1：國家隊公開組和青年組隊 LWC、國家隊 IRB LWC、俱樂部 公開組、青年組隊和 IRB
LWC 都是單獨的錦標賽，每個錦標賽都有不同的積分。
注 2：俱樂部 選手在其他俱樂部 LWC（即破浪船、IRB、沙灘跑）中的成績不計入俱樂部 公開
組和/或青年組 LWC 團隊的總成績。
在確定此點得分排名時請注意：


不得有積分限制。所有選手都有資格為其團隊賺取積分。



在決賽中，如果兩隊並列第一，則各獲得第一名（20 分）。下一個排名的團隊獲得第
三名並獲得 16 分，依此類推。



本隊積分榜平分採用以下系統：



最終獲得第一名的次數最多。



最終獲得第二名的次數最多。



最終獲得第三名的次數最多；等等。



選手或團隊必須在宣布決賽選手後的 30 分鐘內告知他們是否打算退出 A 或 B 決賽。在
A 或 B 決賽中退出或未開始 (DNS) 的選手或團隊不得為其團隊得分獲得任何積分（即
“未出現”得分為零分）。



如果任何 LWC 中的一名或多名選手退出 A 或 B 決賽，則選手應按照當前版本的 ILS 比
賽規則手冊中的詳細說明被召集到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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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DNA)）或在 A 決賽中被取消資格的選手將獲得 8 分。參加 DNA) 或在 B 決賽
中被取消資格的選手將獲得一分。（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冊中的第 2.14 節
取消資格和 DNA) 分類。）



但是，如果選手因“不公平比賽”或“嚴重違紀”被取消資格，則不得獲得任何積分。 （請
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競賽規則手冊中的第 2.13 節不當行為。）
注意：有關沙灘奪旗的“淘汰”與“取消資格”的說明，請參閱當前版本的 ILS 比賽規則手
冊中的沙灘奪旗項目說明。



如果賽事被取消，任何團隊都不會獲得積分--即使進行了一些預賽。

20.獎項
20.1 國家隊公開組 LWC
a) 總分：根據所有游泳池和海洋賽事以及模擬緊急情況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
發獎項給公開組賽國家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響應競賽。


“Alan B. Whelpton, AO”獎杯將頒發給國家隊 LWC 的獲勝團隊。



一、二、三名隊伍的每名成員，每隊最多頒發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

b) 游泳池項目 - 總體：根據所有游泳池項目的積分得分，但不包括 SERC，將宣布結果，並向游
泳池項目中的第一名團隊頒發獎項。


游泳池項目--男子團體總成績：根據男子總分，在游泳池項目中獲得總成績第一名的男
子團體將宣布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但不包括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



游泳池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游泳池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游泳
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c) 海洋項目--總分：根據所有海洋項目的得分，公佈結果，並獎勵海洋項目第一名的隊伍。


海洋項目- 男子團體總成績： 男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男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海洋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d) SERC：將宣布結果，並向在 SERC 中排名第一的國家隊頒發“皇家救生協會獎杯”。
e) 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公開組國家隊青年組 LWC 中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
賽事中，賽事獲勝者將被視為公開組國家隊救生世界冠軍。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
向這些個人和團隊頒發排名/入圍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在 LWC 之後，
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2 國家隊青年組 LWC
a) 總分：根據所有游泳池和海洋賽事以及 SERC 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發獎
項給公開組俱樂部間公開組賽團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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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 LWC 獲勝隊頒發獎杯。



一、二、三名隊伍的每名成員，每隊最多頒發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

b) 游泳池項目 - 總體：根據所有游泳池項目的積分得分，但不包括 SERC，將宣布結果，並向游
泳池項目中的第一名團隊頒發獎項。


游泳池項目- 男子團體總成績：根據男子總分，在游泳池項目中獲得總成績第一名的男
子團體將宣布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但不包括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



游泳池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游泳池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游泳
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c) 海洋項目--總分：根據所有海洋項目的得分，公佈結果，並獎勵海洋項目第一名的隊伍。


海洋項目- 男子團體總成績： 男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男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海洋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d) SERC：公佈結果並頒獎給 SERC 第一名的隊伍。
e) 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青年組國家隊青年組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賽
事中，賽事獲勝者將被認定為青年組國家隊救生世界冠軍。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公
開組國家隊青年組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賽事中，賽事獲勝者將被視為公開組
國家隊救生世界冠軍。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向這些個人和團隊頒發排名/入圍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在 LWC 之後，
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3 國家隊 IRB LWC
a) 總分：根據競賽項目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獎給國家隊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b) “Harry Brown OAM 紀念獎杯”將頒發給國家隊 IRB LWC 的獲勝團隊。一、二、三名隊伍的每
名成員，每隊最多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分別頒發個人獎項。
c) 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國家隊 IRB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賽事中，賽事
獲勝者將被視為國家隊 IRB 救生世界冠軍。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向這些團隊頒發
名次/決賽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在 LWC 之後，
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4 俱樂部 公開組 LWC
a) 總分：根據所有游泳池和海洋賽事以及 SERC 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發獎
項給公開組俱樂部間公開組賽團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Kevin Weldon 獎杯”將頒發給 Open 俱樂部 LWC 的獲勝俱樂部團隊。



一、二、三名隊伍的每名成員，每隊最多頒發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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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游泳池賽事 - 總體：將宣布結果，並將“約瑟夫·施密茨紀念獎杯”頒發給根據所有游泳池賽事
（不包括 SERC）的總分在游泳池賽事中排名第一的俱樂部。


游泳池項目- 男子團體總成績：根據男子總分，在游泳池項目中獲得總成績第一名的男
子團體將宣布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但不包括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



游泳池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游泳池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游泳
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c) 海洋項目——總分：將宣布結果，並根據所有海洋項目的總分，將“Mike Mortimer 紀念獎杯”頒
發給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的俱樂部。


海洋項目- 男子團體總成績： 男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男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海洋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 女子團體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
生員接力賽，基於女子總分，將公佈結果，但不頒發任何獎項。

d) SERC：公佈結果並頒獎給 SERC 第一名的隊伍。
e) 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 Open 俱樂部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賽事中，賽
事獲勝者將被視為公開組的俱樂部 救生世界冠軍。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向這些個
人和團隊頒發排名/入圍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在 LWC 之後，
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5 俱樂部 青年組 LWC
a) 總分：根據所有游泳池和海洋項目和 SERC 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發獎項
給青年組俱樂部隊的一、二、三名。


為俱樂部 青年組 LWC 的獲勝隊伍頒發獎杯。



一、二、三名隊伍的每名成員，每隊最多頒發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

b) 游泳池賽事 - 總分：根據所有游泳池賽事的總分（不包括 SERC），將宣布結果並授予在游泳
池賽事中排名第一的俱樂部。
游泳池項目 - 男子團體總成績：應宣布結果，但不會向在游泳池項目中排名第一的男子團體頒
獎，但不包括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基於男子總分。
游泳池項目 – 女子團體總成績：應公佈結果，但不向在游泳池項目中排名第一的女子團體頒
獎，但不包括混合游泳池救生接力賽和 SERC，基於女子總分。
c) 海洋項目——總分：根據所有海洋項目的總分，將宣布結果，並向在海洋項目（包括混合海洋
M 接力救生員項目）中排名第一的俱樂部頒發獎項。
海洋項目 - 男子團體總成績：根據男子總分，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的男子團體將公佈結果，
但不頒發任何獎項，但混合 M Ocean 救生員項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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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項目-- 女子團體總成績：根據女子總分，在海洋項目中排名第一的女子團體將不獲任何獎
勵，但不包括混合海洋 M 救生員接力賽。
d) SERC：公佈結果並頒獎給 SERC 第一名的隊伍。
e) 賽事獲勝者： 個人獎項將頒發給青年組國際俱樂部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 在這些賽事
中，賽事獲勝者將被視為青年組俱樂部間救生世界冠軍。 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向
這些個人和團隊頒發排名/入圍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 在 LWC 之後，
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6 俱樂部壯年組 LWC
在每個壯年組賽年齡組中，將向俱樂部壯年組隊 LWC 的所有賽事決賽中的前三名頒發獎項。賽事
獲勝者將被認定為俱樂部壯年組隊世界救生冠軍。
注意：壯年組 LWC 不會頒發俱樂部獎勵。
20.7 俱樂部 公開組和壯年組 破浪船 LWC
獎項將頒發給破浪船 LWC 公開組和壯年組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駕駛員。第一名的駕駛員將被公
認為該類別的俱樂部 破浪船救生世界冠軍。
注意：Open 或 壯年組 破浪船 LWC 不會頒發俱樂部獎勵。
20.8 俱樂部 沙灘跑 LWC
獎項將頒發給俱樂部 Beach Run LWC 公開組和青年組個人和接力賽的總冠軍、亞軍和季軍。個人
第一名，並將被公認為該類別的俱樂部 Beach Run 救生世界冠軍。獲得第一名的沙灘接力隊將被
認定為該類別的俱樂部公開組 Beach Run 救生世界冠軍。
注意：俱樂部 Beach Run LWC 不會頒發俱樂部獎勵。
20.9 俱樂部 充氣救生艇 (IRB) LWC
a) 總分：根據競賽項目的總分（詳見第 15 節），將宣布結果並頒獎給俱樂部間第一、第二
和第三名團隊。
b) Charles Thomson, MBE 紀念獎杯”將頒發給俱樂部 IRB LWC 的獲勝團隊。一、二、三名
隊伍的每名成員，每隊最多兩名管理人員或教練員，分別頒發個人獎項。
c) 賽事獲勝者：個人獎項將頒發給俱樂部 IRB LWC 所有賽事決賽的前三名。在這些賽事中，
賽事獲勝者將被視為俱樂部 IRB 救生世界冠軍。此外，在 LWC 的所有決賽中，將向這些
團隊頒發名次/決賽證書。
注意：排名/決賽證書將在 LWC 結束後通過 ILS 結果數據庫以數字方式提供。在 LWC 之
後，ILS 將向國家聯合會建議用於製作和分發這些證書的可用性和管理過程。
20.10 演講、儀式和功能
正式儀式將在整個錦標賽期間進行。儀式與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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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LWC 開幕式。



每個 LWC 的單獨開幕式。



每場 LWC 項目的勝利儀式。



頒獎儀式宣佈公開組和青年組國家隊、俱樂部隊和 IRB 國家隊和俱樂部隊的總冠軍。



每個 LWC 的單獨閉幕式。



整體 LWC 閉幕式。



ILS 晚宴（對 LWC 的所有與會者公開組）。



技術裁判識別功能。



關閉方。

注意：當參與任何獎牌頒獎或儀式時，所有參與者都應遵守 C 部分詳述的 ILS 程序和標準。

21.旗幟和橫幅
a) 每個國家隊應攜帶一面國旗到 LWC，用於開幕式、勝利式和閉幕式。推薦的旗幟長約 192
毫米，高約 128 毫米。
b) 組委會將提供標明國家的橫幅或標牌。
c) 正式開幕式上應懸掛旗幟和橫幅。此外，組織者可以要求在比賽場地、官方項目和頒獎典
禮上展示旗幟和橫幅。
d) 在國家隊 LWC 的旗幟和橫幅上，雖然可能包含其他元素（國家隊名稱和/或會徽），但國
家的身份（即國旗）應突出顯示。
e) 在俱樂部 LWC 的旗幟和橫幅上，俱樂部標識（名稱和/或符號）應突出，但可能包含其他
元素（例如，國家或國家協會）。

注意：不得將旗幟和橫幅帶上領獎台進行獎牌或頒獎典禮
22.技術人員
a) 最新版 ILS 競賽規則手冊的第 2 節概述了技術裁判的角色和職責。
b) 競賽委員會應要求對總裁判長和其他技術裁判進行提名，任命應按照 ILS 比賽操作手冊中
的詳細說明進行（詳情請參閱 ILS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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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附件：LWC 組織結構示意圖
ILS 理事會

地方籌備委員會（LOC）

競

賽 委

安全

員 會

委員會
項目組

安全緊

ILS 運動

織

急狀況

委員會代表

代表

代表

和總裁判長

項目認可

行政

安全、

總裁判長

申訴

義工

報名

維安和

技術裁判

委員會

地方籌備
委員會代表

比賽服務

成績

場地物流

綜合規

工作小組

劃

交通運輸

查詢

食物捕給

其他

應急計
畫
安全運
作
維安運

指定裁判
簡報
賽程時間表
裁判認定

作

聯絡員

獎牌和獎品

急救

其他

場地經理

巡邏

其他

當局
其他

選手/隊經理/教練/其他註冊人員

紀律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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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救生錦標賽
里喬內 – 義大利 – 2022
競賽手冊

C 部分 - 附加信息
1.開幕式
1.1 LWC 開幕式
盛大的開幕式將在合適的地點舉行，例如城市廣場或海灘或游泳池場地。它以國家隊、裁判和志願
者為特色。遊行參與者將被編組並簡要介紹細節。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如下：

準備和座位


司儀宣布世界救生錦標賽（LWC）開幕式開始。



市政府、政要、貴賓、主要贊助商、ILS 當局和受邀的 ILS 家人坐在看台和適當的位置。



觀眾坐在或站在適當的地方。

遊行
司儀介紹遊行。


國家隊伴隨著音樂進入會場，在他們的名牌後面和他們的團隊成員舉著他們的旗幟。條
目順序按字母順序排列。東道國關閉名單。國家隊選手和團隊裁判身著民族服裝或運動
服。



技術裁判穿著制服跟隨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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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身穿制服跟在後面。



每個國家在經過看台時都受到歡迎。



司儀宣布遊行結束。



主持人按地方當局、主辦主席、組委會主席、ILS 主席的順序依次邀請演講者上台。



選手奏國歌並升東道國國旗。



播放 ILS 歌曲，並升起 ILS 會徽。



最高權力機構宣布 LWC 開幕：“我宣佈在（城市）-（國家）舉辦（年度）救生世界錦標

演講

賽。”

宣誓


司儀邀請舉著 ILS 旗幟的人上台。



選手的宣誓是在選手用一隻手觸摸 ILS 旗幟時宣誓：“以所有選手的名義，我們承諾參加
這些國家隊救生世界錦標賽，尊重並遵守管理規則他們，本著真正的運動精神和公平比
賽的精神，致力於一項不使用禁藥和毒品的運動，為這項拯救生命的運動的榮耀和我們
團隊的榮譽。”



技術裁判宣誓，技術裁判每人一隻手觸摸 ILS 旗幟：“以所有技術裁判的名義，我們承諾，
我們將完全公正地主持這些國家隊救生世界錦標賽，尊重和本著真正的運動精神，遵守
管理他們的規則。”



當團隊裁判用一隻手觸摸 ILS 旗幟時，宣讀教練誓詞：“以所有教練員和團隊裁判的名義，
我們承諾我們將致力於確保運動精神和公平競賽的精神完全遵守和維護救生的基本原
則。”



所有隊伍、技術裁判和志願者在播放音樂的同時走下來，然後坐下來觀看娛樂節目。

藝術和/或娛樂展示


藝術/娛樂展示允許東道國展示其過去、未來、文化和其他元素。

1.2 其他錦標賽開幕式
除了盛大的開幕式之外，還可以為特定 LWC 的其他開幕式編程。場地應為 LWC 的海灘或游泳池
場地，元素可包括。


代表 ILS 歡迎來到特定的 LWC。



選手宣誓，詳細說明具體的 LWC。



技術裁判的宣誓如上所述，詳細說明了具體的 LWC。



上面詳細說明具體 LWC 的教練宣誓。



這些開幕式的節目安排應作為項目時間表等的一部分進行傳達。

2.勝利儀式
2.1 勝利儀式：獎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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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世界錦標賽的每場比賽/賽事都以獎牌儀式結束。獎牌儀式可以在項目結束後在各自的場地進
行，也可以在獎牌廣場舉行。
注意：除非另有通知，所有團隊 LWC 獎杯（游泳池、海洋、SERC、IRB 積分獎杯）的宣布和頒
發應在場地所有比賽結束後儘快在比賽場地進行。團隊成員應按照頒獎典禮的要求穿著制服。

儀式準備


頒獎嘉賓、獎牌獲得者和頒獎嘉賓在後台就位。



對於國家隊公開組、青年組隊和 LWC，準備了國旗或幻燈片。

注意：俱樂部 LWC 沒有升旗儀式。

儀式開始


播放 LWC 簽名曲。



頒獎典禮主持人 (MC) 宣布頒獎儀式：“女士們，先生們，在（國家隊、國際俱樂部、國
家隊或國際俱樂部 IRB 破浪船，或沙灘跑或額外視情況而定）救生世界的（比賽）頒獎
典禮上錦標賽現在將開始。請歡迎獎牌獲得者”。



音樂開始。護送選手依次上場，頒獎嘉賓緊隨其後，獎牌攜帶者上場。獎牌獲得者站在
領獎台後面的標記處（排成一排）。獎牌頒發者站在領獎台的左側。 MC 位於講台的右
側。一旦所有人就位，音樂就會逐漸消失。

演示開始


主持人介紹頒獎人：“獎牌由（標題）（姓名）（姓名），（職務）頒發”。



MC 發言：“銅牌的獲得者，是（姓名），代表（國家/俱樂部，視情況而定）”。



選手/隊伍走上講台，獎牌頒發者拿著獎牌並走向選手/隊伍，將獎牌放在頭頂至頸部，
然後與他們握手並說“恭喜”或類似的話。



MC 發言：“銀牌的獲得者，是（姓名），代表（國家/俱樂部，視情況而定）”。



選手/隊伍走上講台，獎牌頒發者接過獎牌並走向選手/隊伍，將獎牌放在頭頂至頸部，
然後與他們握手並說“恭喜”或類似的話。



MC 發言：“金牌得主和世界冠軍是（姓名），代表（國家/俱樂部，視情況而定）”。



選手/隊伍走上講台，獎牌頒發者接過獎牌並走向選手/隊伍，將獎牌放在頭頂至頸部，
然後與他們握手並說“恭喜”或類似的話。



國歌（只為國家隊公開組賽、青年組隊和 IRB LWC 演奏）



MC 發言：“女士們，先生們，請在（國家）國歌聲中起立”。



奏國歌。



旗手在金牌得主的國歌上升國旗。



獎牌獲得者、主持人和演員輪流面對旗桿，在國歌期間見證升旗。



MC 發言：“女士們，先生們，祝賀獎牌獲得者”。



最長 30 秒的拍照時間。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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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發言：“女士們，先生們，（比賽）的頒獎儀式到此結束。請讓我們再次祝賀獎
牌獲得者。”



Signature Tune 開始，護送人員依次是選手、主持人和獎牌攜帶者離開舞台到運動演示
等候帳篷或區域。

2.2 勝利儀式：著裝要求
勝利儀式對選手、他們的聯合會、他們的國家、觀眾和媒體都極為重要。因此，它們將被仔細計劃
並以有尊嚴的方式進行。精心準備並在適當的環境中舉行的頒獎典禮，包括官方公告、獎牌頒發、
升旗和音樂，為在莊嚴和有吸引力的氛圍中表彰獲獎選手的成就提供了傳統而難忘的機會。

著裝規範
ILS 為儀式的參與者強制執行適當的穿著制服要求。在進入舞台前，頒獎典禮團隊將確保選手穿著
正確。主辦方將拒絕任何選手攜帶任何違禁物品。不得將運動器材或配件帶到頒獎典禮現場。領獎
台上不允許攜帶個人配飾，包括但不限於手機、水瓶、國旗和相機設備。任何勝利儀式都不能帶上
國旗。
團隊經理主要負責確保其代表團成員佩戴或使用的所有物品均符合這些 ILS 指南。

著裝規範——選手
允許（按優先順序）：


隊服和普通或運動鞋。



團隊運動服：長褲加夾克，夾克下一件馬球衫或 T 卹，或短褲和田徑服外套，或短褲和
國家馬球衫或 T 卹。



海洋項目展示中的團隊競賽帽。



允許穿運動鞋、丁字褲或赤腳。



任何勝利儀式都不得帶上國旗或其他旗幟。



泳裝。



國旗或其他旗幟。



選手不得穿著政治或未經認可的服裝或裝束、太陽鏡、帽子、帽子、頭帶，或攜帶會徽、

不允許

徽章、瓶子、比賽設備和其他此類物品上台。
運動裝可能包括生產訓練夾克和褲子的公司的名稱。如果存在該名稱，則夾克不應超過 120 cm2，
褲子不應超過 120 cm2。可以在夾克上添加額外的讚助商，但不得超過 120 cm2。

著裝規範——獎牌頒發者
獎牌頒發者應穿著適當的服裝。


允許以下內容（按優先順序）：



男士：夾克西裝和領帶。女性：長袍、裙子和上衣。



男士：長褲和有領襯衫。對於女性：裙子和襯衫或有領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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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鞋子。沙灘表演中允許穿涼鞋，但不允許穿人字拖鞋（人字拖）。



獎牌頒發者不得穿著政治或未經認可的服裝或裝束，不得攜帶會徽、徽章、瓶子、比賽
設備等物品上台。



獎牌頒發者在戶外場地允許佩戴太陽鏡和帽子。

3.閉幕典禮
3.1 閉幕式
所有仍需頒發獎牌和/或要頒發積分獎杯的錦標賽都可以舉行閉幕式。所有儀式都應包括儀式介
紹。
此外，在最後的 LWC 比賽結束後，將舉行最後的閉幕式。
閉幕式可在游泳池或海洋場地或頒發獎牌的救生村舉行。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


頒發個人和團體項目的優秀獎牌。



對於公開組和青年組國家隊以及俱樂部，將公佈游泳池的積分結果，然後是海洋，
SERC，最後是總冠軍排名。對於游泳池和海洋獎杯，從排名第十的隊伍到排名第二的
隊伍的結果被公佈。領獎台上由領獎台領獎的領隊或領隊領獎。



對於公開組和 青年組 國家 和俱樂部隊以及 國家 和俱樂部 IRB LWC，主持人以總成績
結束。公佈第十隊至第四隊的成績。選手和最多兩名第三、第二名第一名團隊的理人員
按順序在領獎台上接受獎杯。



各種典禮頒發的獎杯有：

國家隊
公開組


總冠軍團隊—‘’The Alan B. Whelpton, AO Trophy”



游泳池得分 - 獎杯



海洋點得分 - 獎杯



SERC 獲獎團隊--“皇家救生協會獎杯”

青年組


總冠軍團隊 - 獎杯



游泳池得分 - 獎杯



海洋點得分 - 獎杯



SERC 優勝隊伍 - 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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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 IRB


總冠軍團隊--“哈里布朗 OAM 紀念獎杯”

俱樂部隊 LWC
公開組


總冠軍團隊--“凱文韋爾登獎杯”



游泳池得分--“約瑟夫·施密茨紀念獎杯”



海洋得分--“邁克·莫蒂默紀念獎杯”



SERC 優勝隊伍 - 獎杯

青年組


總冠軍團隊 - 獎杯



游泳池得分 - 獎杯



海洋得分 – 獎杯



SERC 優勝隊伍 - 獎杯

俱樂部間 IRB


總局團隊--“查爾斯·湯姆森，MBE 紀念獎杯”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包括：


播放 LWC 簽名曲。



各 LWC 閉幕式開始的公告。



完成個人和團體任何優秀獎牌儀式。



積分獎勵和獎杯的公佈和展示。



司儀邀請 ILS 主席或其代表上台發言。



司儀致閉幕詞。



播放結束音樂。

此外，最後的閉幕式（對於 2022 年 LWC 是在 Open 俱樂部 LWC 結束時）將涉及更多組成部
分，並在任何優秀獎牌儀式完成之後進行，包括：


整個 LWC 閉幕式開始的公告。



參加 LWC 的國家的命名和參與統計。



主持人按地方最高級別、主辦主席、組委會主席、ILS 主席的順序依次邀請演講嘉賓上
台。



司儀邀請參加者起立，奏東道國國歌和國旗。



奏國歌，降國旗。



播放 ILS 歌曲，並降低 ILS 會徽。



會徽從當前 LWC 的主機移交給 ILS，最後交給下一個 LWC 的主機。

50


下一屆 LWC 主辦方的演講和下一屆錦標賽的視頻（如果有）。



司儀致閉幕詞。



播放結束音樂。

4. 2022 年世界救生錦標賽獎牌
所有 LWC（公開組賽和青年組國家隊以及俱樂部間、壯年組賽、IRB、破浪船、沙灘跑和額外賽）
的獎牌將具有相同的設計和質量。
4.1 規格
4.1.1

收件人

每個項目的前三名選手/團隊獲得獎牌。
4.1.2

分佈

公開組和青年組國家隊和俱樂部隊、國家隊和俱樂部 IRB LWC 團隊的前三名的選手和最多兩名團
隊管理人員獲得 LWC 獎牌。
4.1.3

設計

獲勝者的獎牌為金色，第二名的獎牌為銀色，第三名的獎牌為青銅色。
EMC 應認可 LOC 提出的 LWC 獎牌的設計和質量。
國家隊（公開組和青年組隊和 IRB）、俱樂部（包括公開組和青年組隊、IRB、破浪船、沙灘跑和
額外）和壯年組 獎牌將使用不同顏色的絲帶來區分國家隊、俱樂部 和壯年組 LWC。色帶還可能
包括 LWC 和 ILS 會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