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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建國國小 107學年會長盃 

高年級班際巧固球比賽實施計畫 

一、 宗    旨：營造學生多元舞台，創造學生高峰經驗，培養學生終身運

動的習慣，提升巧固球運動水準。 

二、 依     據:本校 107 年度學務處工作計畫辦理。 

三、 主辦單位：學務處、家長會。 

四、 比賽日期： 

(一) 5 年級組:108 年 1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點至 3 點 30分結

束。 

(二) 6 年級組: 108 年 1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 點至 3點 30分

結束。 

五、 比賽地點：建國國小活動中心。 

六、 參加比賽人員:五、六年級男、女生組，以班級為單位，不得跨班，

每班報名各組以一隊為限，女生可跨參加男生組，但只能打一組。 

七、 比賽分組： 

(一) 五年級男生組、(二)五年級女生組、 

(三)六年級男生組、(四)六年級女生組。 

八、 比賽規則： 

1. 中華民國最新巧固球運動規則。 

2. 上場比賽人數六人。 

3. 每隊報名人數以 8人為限。 

4. 採單網賽。 

5. 比賽時間:比賽二節，每節 8分鐘，二節總計分數多者獲勝，

比賽中不得沒有暫停。 

九、 報名期間及方式：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月 2（星期三）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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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方式:將報名表繳交至學務處。 

十、 賽程公告及注意事項 

(一) 抽籤時間:預計 1月 4日(星期五)，另行公告。 

(二) 賽程表公告日期：民國 108年 1月 9 日（星期三）。 

(三) 賽程公告地點：學務處。 

十一、 獎勵方式:優勝各隊每人頒發獎牌一面。 

十二、 經費來源:由家長會或社會資源支應。 

十三、 備註: 

1. 自即日起至期末考前二天止，將巧固球網將放置外場(由巧固球隊

協助搬運)，各隊可利用下課時間自行練習。 

2. 各班級自即日起至 12月 6日前可到體育科辦公室向黃郁心教師或

翁靖雯教師登記，每隊登記借用巧固球一顆為限，每班最多借用

二顆巧固球，但需導師同意 

3. 各隊借用巧固球於期末考前二天需歸回，借用之巧固球如不見，

請各隊自行負責，並賠償 500元。  

十四、 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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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桃園市建國國小 107學年會長盃高年級 

巧固球賽 

報 名 表 

年

級 
 

組

別 

男生組□ 

女生組□ 

 

 

導師簽名  
班

級 
 

序 稱謂 姓  名 序 稱謂 姓  名 

1 隊長  5 隊員  

2 隊員  6 隊員  

3 隊員  7 隊員  

4 隊員  8 隊員  

※  比賽規則： 

1. 中華民國最新巧固球運動規則。 

2. 上場比賽人數六人。 

3. 採單網賽。 

4. 每隊報名人數以 8人為限。 

5. 比賽時間:比賽二節，每節 8分鐘，二節總計分數多者獲勝，

比賽中不得沒有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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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桃園市建國國小 107學年會長盃高年級 

巧固球賽借用巧固球登記單 

年級  
組

別 

男生組□ 

女生組□ 

 

 

導師簽名  
班級  

序 稱謂 姓  名 序 稱謂 姓  名 

1 
借用學

生姓名 
 2 

借用學生

姓名 
 

 

 

1. 自即日起至期末考前二天止，將巧固球網將放

置外場(由五年級巧固球隊協助搬運)，各隊可

利用下課時間自行練習。 

2. 各班級自即日起到 12月 6日(星期四)前可到體

育科辦公室向黃郁心教師或翁靖雯教師登記，

每隊登記借用巧固球一顆為限，每班最多借用

二顆巧固球，但需導師同意 

3. 各隊借用巧固球於期末考前二天需歸回，借用

之巧固球如不見，請各隊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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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民國巧固球運動規則 

第一條、運動精神 

1-1 巧固球運動精神著重禮讓而不侵犯，友愛而有競爭，合作而不取巧，絕對避免兩球隊

比賽間，有任何不當之行為。 

1-2 運動精神為本規則訂立及未盡事宜之判決依據，違反本運動精神時，依犯規情況可判

定： 

（１）口頭警告：並召集雙方隊長告之原因，並由對隊得發球權。 

   （２）黃牌乙張，對隊得一分，並由對隊發球。 

   （３）紅牌乙張，該次犯規球員出場，並取消該員該場之比賽資格，且不得補員。(二

張黃牌視同一張紅牌，採同隊累進制) 

1-3若犯規情節嚴重，得取消該隊該場 

比賽資格，或沒收該次所有的比賽 

    資格。 

第二條、比賽場地 

2-1 單網賽球場為 20 公尺正方形。 

2-2 雙網賽球場分為 7 人制與 9 人制兩種，7 人制室外球場長 30 公尺，寬 20 公尺，7 人

制室內球場長 30 公尺，寬 20 公尺(視室內場地實際情況調整)；9 人制球場長 40 公尺，

寬 20 公尺。 

增列七人制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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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室內球場無障礙高度至少超過 7 公尺。 

2-4 單網賽球場，反彈網端與其對面平行之界線稱為端線，與其垂直之兩線稱為邊線；雙

網賽球場，長邊的兩線稱為邊線，短邊的兩線稱為端線。 

2-5 雙網賽之兩邊線中心點，劃一實線稱為中線，將球場平均分為兩個區域。 

2-6 端線中心點劃一 3 公尺半圓稱為禁區（包含禁區線與其重疊之端線），禁區外之場內

區域稱為有效區（含邊線與端線）。 

2-7 所有界線均包含在各區域內，且界線必須清晰，寬度均為 5 公分。 

2-8 正式比賽應設置比賽記錄台，設置位置以能清楚看到裁判手勢與判決的地點為宜。 

2-9 替補區應設置於記錄台前方，其大小約為長 2 公尺，寬 1 公尺之長方形區域，所有球

員替補動作均須在該區域進行。 

2-10 記錄台左右兩側應設置休息區，提供比賽雙方休息，長約 5 公尺，寬 2 公尺。必要

時，應設置預備休息區，供下一場比賽隊伍休息與準備。 

第三條、反彈網架 

3-1 反彈網架主要由 1 公尺正方形之金屬鐵框製成，並由金屬支架支撐於地面。鐵框中附

掛 70 公分正方形之尼龍網（網孔約為 4 公分正方形），該網面與地約呈 55 度仰角。 

3-2 國內所有正式性比賽使用之反彈網架，應符合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規定之標準。 

3-3 反彈網架應固定及緊貼於禁區端線外之中央。 

第四條、比賽用球 

4-1 比賽用球以皮革或橡膠製成，為內充滿空氣之圓形球體。 

4-2 各組比賽用球之大小與重量規定如下：各組用球均為圓周 56 公分,重量 400-450 公克。 

4.3 每一場比賽場地至少需備兩個比賽用球。 

第五條、球員 

5-1 單網賽每隊最多註冊球員 12 人，上場最少 4 人，最多 6 人；七人制雙網賽每隊最多

註冊球員 15 人，上場最少 5 人，最多 7 人；九人制雙網賽每隊最多註冊 15 人，上場

最少 6 人，最多 9 人。 

5-2 正式註冊球員且經記錄台登錄上場者稱為上場球員，其餘註冊未上場球員稱為替補球

員。 

5-3 開賽時，雙方註冊球員須列隊檢錄，未檢錄球員不得上場比賽（不得補檢錄）。 

5-4 開賽或比賽進行時，任何一隊上場球員未達規定人數時，即停止比賽，並判定該隊該

場失敗。 

5-5 球員替補應先向紀錄台登記，並於替補區行之，任何一隊得失一分後（死球）二位替

補者握手，先出後進完成替補。如有不合法替補行為，判由對隊得一分，但發球權仍

維持原隊所有。 

5-6 球員因故被判出場時，除該球員該場不得再上場外，亦不得替補其他球員上場，該球

員同時喪失該次所有比賽資格。 

5-7 同隊球員應穿著整齊隊服，並在胸前或背後標出該隊報名時之隊名，以及長寬大於

15 公分之球衣號碼（限 1-15 號），不符合規定者不得上場比賽。 

5-8 上場球員不得佩帶或穿著容易產生運動傷害之物品（例如戒指、金屬項鍊、金屬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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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鞋……等）。 

5-9 參賽球員於比賽時，應保持良好之運動精神，絕對禁止口出穢言、嚼檳榔、吸煙等影

響運動形象的行為。 

5-10 替補球員或隊職員不得影響比賽，違者依 1-2判決。 

5-11 各隊應指定一人擔任隊長（於記錄單註明），負責代表該隊與裁判員交涉比賽中相關

事宜，非隊長之球員不得行之。 

 

第六條、比賽時間 

6-1 每場比賽分為三局，每局之間休息 3 分鐘。 

6-2 各組每局比賽時間如下： 

時間 適用組別 總時間 

12 分鐘 所有女生組、國小組、教師男

子組、行政首長組 

共 36 分鐘 

12 分鐘 國男、高男、大男、社男 共 36 分鐘 

6-3 比賽前，由裁判員召集雙方球員列隊，再由裁判員以猜拳或擲硬幣的方式決定一、二

局發球權。第三局發球權由前兩局分數落後隊伍取得，若平手時，由第一局先發球隊

伍取得。決勝局發球權應由裁判員召集雙方隊長再行決定。 

6-4 單網賽由反彈網對面端線開球；雙網賽由任何一端開球。 

6-5 比賽時間之開始與停止，均由裁判員決定。 

6-6 每局每隊得於得失分時暫停一次，每次１分鐘，但決勝局不得暫停。 

6-7 裁判鳴笛比賽開始後，球隊超過十分鐘未出場，取消該隊該場比賽資格。 

6-8 裁判鳴笛後延誤開賽時間，判定由對隊得一分。 

第七條、操球法 

7-1 允許的動作 

1. 可用身體任何部位做接、投、擊、推、送等任何方式。 

2.反彈網球守備時，球可觸及守備球員身體任何部位，但受三傳球限制。 

3. 接球後可著地接觸三次： 

（1）雙腳同時靜立於原地接球，計一次觸地。 

（2）空中接球後，以兩腳著地者，計二次觸地。 

（3）空中接球後，以單腳著地者，計一次觸地。 

（4）行進間接球後，計二次觸地。 

（5）接球後身體任一部位接觸地面，其觸地次數應累計之。 

4.持球時間最多三秒鐘。 

5.從一隻手傳至另一隻手。 

6.比賽中跪下或躺在地上。 

7-2 不允許（犯規）的動作 

1.於地面或空中運球（很明顯地因接球不穩，而在空中連續接球是被允許的，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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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秒、三觸地之限制），判由對隊在犯規處發自由球。 

2.傳球超過三次（得分後端線外發球不計），判由對隊在犯規處發自由球。 

（1）如二人同時觸球，計傳球一次。 

（2）射網彈回之球，守隊球員連續接（救）球，最後球被接住，以傳球次數計算，

如超過傳球次數，判由對隊發自由球。 

3.手持球時走出比賽場外，判由對隊發自由球。 

4.故意用球擲向對隊球員，在比賽中判故意犯規，死球時判嚴重犯規。 

5.傳接球不穩而掉落地上，判由對隊發自由球。 

6.搶對方正在傳的球，故意影響對方得分機會，判對隊得一分。 

7.接觸同隊隊員射網彈回之球：若位於禁區或場外，判對隊得一分；若於有效區域內，

判由對隊發自由球。 

8.阻擋對隊持球球員，故意影響對方得分機會時，判由對隊得一分。（不論對方正在

傳球、射網、接球或持球移動，均不得阻擋） 

7-3 所有犯規均須受罰，球交由對隊繼續比賽。無故意犯規者被罰自由球，故意犯規者將

做記錄，並依 1-2判決。 

7-4 球員接球後，順勢倒地、跪滑或魚躍接球而著地，須以原姿勢就地將球傳出。但如跪

下接球時，於起立前可觸地二次，惟仍須遵守三秒鐘之持球限制。 

第八條、禁區 

8-1 球球員不得觸及禁區，否則由對隊在最靠近犯規處之禁區線外發自由球。 

8-2 任何球員不得故意進入禁區，妨礙守備，違者依 1-2判決。如有球員因受傷因素留在

禁區時，裁判員應即暫停處理之。 

第九條、計分 

9-1 每場比賽分為三局，三局得分之總合多寡決定勝負。任何一場比賽均須分出勝負，若

總和平分時增加決勝局。 

9-2 決勝局進行方式： 

1.發球權重新決定。 

2.比賽不計時。 

3.先得三分且勝對方二分者獲勝。 

4.先得四分且勝對方二分者獲勝。 

5.先得五分者獲勝。 

9-3 射網彈回比賽場地之球，未被對隊球員接獲時，判得一分。剛失一分之球隊，獲得發

球權繼續比賽。 

9-4 射網之球反彈入禁區，或將球射到禁區時，判對隊得一分。 

9-5 射網之球未觸及網時，判對隊得一分。 

9-6 射網彈回之球，落在場外時，判對隊得一分。 

9-7 射網彈回之球，由射網球員本身觸及或接獲時，判對隊得一分。 

9-8 攻隊球員射網彈回之球，在有效區由同隊球員觸及或接獲時，判對隊發自由球。 

9-9 當攻隊球員正射網，所射之球由對隊球員在禁區觸及時，判攻隊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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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攻隊球員射網，球觸及鐵框時，視其反彈情況，做如下判決： 

（1）彈回禁區或界外，判對隊得一分。 

（2）彈入有效區而未被守隊接住時，判守隊發自由球。 

（3）彈入有效區為守隊球員接住時，繼續比賽，且射網次數不重算。 

(4）造成守方違例時，裁判應判快守方自由球。 

註：所謂「經由其隊友觸及」，是指其間沒有傳球動作，否則應判攻隊發自由球。 

9-11 攻隊球員射網彈回之球，於空中被守隊球員接住（不論其間是否經由其隊友觸及），

而連人帶球落入禁區或界外時，判攻隊得一分。 

9-12 攻隊球員射網彈回之球，經由守隊球員觸及後，被攻隊球員觸及或接住時，判守隊

發自由球。 

9-13 攻隊球員射網彈回之球，被同隊球員在禁區，或界外及其上空觸及時，判對隊得一

分。 

9-14 當攻隊球員正射網時，所射之球在未觸網前，被同隊球員在禁區內觸及或接住時，

判對隊在最靠近犯規處之 3 公尺線外發自由球。 

9-15 射網時持球觸網後將球撥出，視為射網反彈觸身球，判對隊得一分。 

9-16 下列情形為誤傳球： 

（1）觸網出界，判對隊得一分。 

（2）觸網反彈入禁區，判對隊得一分。 

（3）球觸網反彈入有效區而未被對隊球員接獲時，判得一分。 

（4）球由禁區兩側端線或邊線出界時，判對隊發自由球。 

9-17 罰自由球時，主罰球員傳出之球，在同隊隊友未觸及前，所發生之失誤，均判對隊

發自由球。 

9-18 雙網賽時射網彈回之球直接觸及或落入對面網框或禁區，判對隊得一分。 

9-19 射網彈回之球守隊守備連續動作未持住之前，球於禁區內觸及來不及離開之原攻擊

手，判攻隊得一分（所謂來不及離開指非故意滯留）。 

9-20 刪除（非故意滯留），球觸及其他禁區內之前射網之球員（非故意滯留），判攻隊發

自由球等文字。 

註：所謂「網框前」指攻擊手射網時面向網框之區域範圍。 

第十條、重新發球 

10-1 任何一隊得一分後，比賽重新開始。單網賽由網對邊之端線外發球；雙網賽由得分

之端線外發球。 

10-2 發球時出界、踩線、越線，或因操球不穩，而球落在端場外時，均判對隊重新發球。

(傳球次數重新算起) 

10-3 發自由球時，應雙手持球確實觸地，始能開始。 

第十一條、阻擋犯規 

11-1 當攻隊球員正在傳球、射網或接球時，守隊球員不得有任何阻擋行為。 

11-2 球員以雙腳站穩而身體與雙手均未移動時，但影響對隊進攻或防守時，亦視為阻礙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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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射網 

12-1 雙網賽時，每一網最多可連續射三次（兩隊合計），否則犯規，由對隊發自由球。 

12-2 發自由球時，射網次數重新計算，至少經傳球一次，方得攻向任何一網。 

12-3 得分後端線外發球（含傳球）過中線後，可攻向任何一網。y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