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健美协会关于 IFBB2015 年奥林匹亚先生大赛

业余组亚洲站比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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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BB 2015 年奥林匹亚先生大赛业余组亚洲站比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

二、承办单位：香港健身健美总会（HKFBF）

三、比赛时间：2015 年 11 月 22 日-25 日

四、比赛地点：香港九龙展贸中心

五、赛事指定酒店：8度海逸酒店

地址：香港九龙城九龙土瓜湾九龙城道 199 号

六、比赛分组：

（一）男子传统健美：全场冠军可获得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职业

卡。

70公斤（含）以下级

75公斤（含）以下级

80公斤（含）以下级

85公斤（含）以下级

90公斤（含）以下级

100 公斤（含）以下级

100 公斤以上级

（二）男子古典健美

171CM（含）以下级

175CM（含）以下级

180CM（含）以下级



180CM 以上级

（三）男子健体：全场冠军可获得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职业卡。

170CM（含）以下级

174CM（含）以下级

178CM（含）以下级

178CM 以上级

（四）女子健体：全场冠军可获得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职业卡。

163CM（含）以下级

163CM 以上级

（五）女子比基尼：全场冠军可获得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职业卡。

158CM（含）以下级

163CM（含）以下级

168CM（含）以下级

168CM 以上级

七、报名

（一）报名费：300美元（报到时现场交纳）

（二）IFBB国际运动员参赛证：50美元（报到时现场购买）

（三）2寸证件照片2张（报到时现场递交）

（四）请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格通过电子邮件发往如下邮箱：

musclecn@126.com，进行初步报名。

联系人：孙波

联系电话：13654158738

mailto:musclecn@126.com


微信号：wxjrgc

（五）报名截止日期：11月1日

（六）获得2014-2015中国健美协会主办的赛事各组级别前6名且未受违禁

药物处罚的运动员可参赛。

（七）参赛名单将按要求统计后，交由中国健美协会审核向香港健美健身

总会提供最终名单。

八、注意须知

（一）、所需证件：需办理港澳通行证和签注。

（二）、签注类型

1、持自由行签注的运动员可直飞香港。

2、持非自由行团队签注的运动员需随旅行团直飞香港或深圳过关到香港

（需购买团队签注过关文件，淘宝即可），回程可直飞内陆。

（三）电压：220伏（请自备英制电源转换插头）

（四）货币：1元人民币兑换1.2元港币。可在机场，酒店等货币兑换处兑

换。

九、其他

(一)运动员参赛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食宿可选择组委会推荐的酒店或

自行安排。

(二)香港健美健身总会（HKFBF）、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IFBB）有权使用

运动员的竞赛图片进行旨在促进健身健美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活动。

(三)裁判员由国际健美健身联合会指派，不足人员由承办单位补充。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一、本规程的解释权归属中香港健美健身总会（HKFBF）。

香港健美健身总会

2015年7月28日

赛程时间表

11月22日(星期日)

中午12点-晚18点 运动员到达和报名（8度海逸酒店）

11月23日(星期一)

上午 11:30-

下午 13:00
领队和裁判员技术会议（8度海逸酒店）

下午 14:00 –17:30 运动员称重/测量身高（8度海逸酒店），请带自由表演光盘



11月23日(星期二) – 比赛第一天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女子健体比基尼排练

上午 11:00-

中午 12:30

所有运动员在九龙展贸中心3层汇星厅大堂集合

司仪介绍赛事和运动员入场

中午 12:45-

下午 16:00

预赛

男子健体香港本地组

175 cm 以下级 175 cm 以上级

男子健美香港本地组

75 kg 以下级 75 kg 以上级

女子比基尼香港本地组

163 cm 以下级 163 cm 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男子古典健美

171 cm 以下级 175 cm 以下级

180 cm 以下级 180 cm 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女子健体

163 cm 以下级 163 cm 以上级

下午 17:00 观众入场

下午 17:45 嘉宾入席

晚18:00 司仪介绍赛事和运动员入场，香港健美健身总会会长陈宇光先生致开幕辞。

晚18:15-23:00

决赛（包含颁奖）

男子健体香港本地组

175 cm 以下级 175 cm 以上级

男子健美香港本地组

75 kg以下级 75 kg以上级

女子比基尼香港本地组

163 cm以下级 163 cm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男子古典健美



171 cm 以下级 175 cm 以下级

180 cm 以下级 180 cm 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女子健体

163 cm 以下级 163 cm 以上级

Overall Categories

奥赛业余组的男子古典健美和女子健体全场冠军争夺

11月23日(星期三) – 比赛第二天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奥赛业余组女子健身和比基尼排练

上午 11:00 所有运动员在九龙展贸中心3层汇星厅大堂集合

中午12:30 司仪介绍赛事和运动员入场

中午 12:45-

下午 16:00

预赛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体

170 cm以下级 174 cm以下级

178 cm以下级178 cm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女子比基尼

158 cm以下级 163 cm以下级

168 cm以下168 cm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美

70kg级，80 kg级，85 kg级，90 kg级，100 kg级，100 kg以上级

下午 17:00 观众入场

下午 17:45 嘉宾入席

晚18:00 司仪介绍赛事和运动员入场，香港健美健身总会会长陈宇光先生致开幕辞。

决赛（包含颁奖）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体

170 cm以下级 174 cm以下级

178 cm 以下级 178 cm 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女子比基尼



晚18:15-23:00 158 cm以下级 163 cm以下级

168 cm 以下 168 cm 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美

70kg级，80 kg级，85 kg级，90 kg级，100 kg级，100 kg以上级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体全场冠军颁奖

奥赛业余组女子比基尼全场冠军颁奖

奥赛业余组男子健美全场冠军颁奖

11 月 26 日（星期四）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