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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j lJ吉
排球連動目前在國內非常盛行，乃有目共睹之實，大部份學校皆有代
表隊組織，大小型競賽比比皆是，更是各級學校體育課選項中學生熱門項

目之一，尤其各校區、社區運動場經常出現諸多球友共相聚集競賽，喜歡
觀賞球賽的人亦不在少數。近年來排球協會經常舉辦國際賽會，更吸引不

少的觀眾人口加入，然真正瞭解規則者究竟幾何?常令人心存疑惑，尤其
隨著排球技術的發展，規則不斷更新，常年來國際排球總會每隔四年即會

進行部份規則修改，使訓練球隊之際必有更新的訓練技術出現，以因應並
促進排球運動不斷發展之需求，並形成排球運動績效增進之原動力。

日前參觀 1998年世界女排大獎賽鳳山站比賽之際，目睹眾多觀眾欣賞

此國際大賽之際，仍不難發現常有對新規則之執行質疑者，遂引起筆者動
機，彙整修改新修訂規則內容加以簡介分析及探討，盼能激發排球同好與

本校師生確實掌握新規則動脈，以期對增進技術欣賞比賽之更新認識及推
展排球運動有所助益。

二、新舊排球規則條文對照簡介
為便於新舊規則條文之辨識，謹簡述其條文如下:
(一) .規則 1.4.1
1.新規則為攻擊線兩側各延長1. 75 公尺的虛線，線長 15 公分，寬 5
公分，間隔 20公分，前回延伸至過線以外至無障礙區底為止。

2. 舊規則為攻擊線無向外延伸之虛線。
(二)

.規則 3.1

1.新規則為內部氣壓降低至 294.3至11318.82 毫巴(每平方公分0.30 至
0.325 公斤)。
2. 舊規則為內部氣壓在 392 到 444 毫克(每平方公分0 .4 0 到 0.45 公斤
(三) .規則 9.2
1.新規則為比賽中止是因失誤而被裁判鳴哨的比賽中止 的那一刻;
或非因失誤之裁判鳴哨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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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規則為比賽的中止由裁判員鳴笛表示之。而若鳴笛是因為比賽

中的犯規，則自該犯規時刻起比賽中止。
(四)

.規則 9.4以下情況發生時為「界外球」
1.新規則謹修改界外球之 (d) 部份為球的整體或部份在有效的球網

垂直面空間外通過時(排球規則 15. 1. 2 、 15. 1. 3' 圖 5)

:

( 1) 在發球時。
( 2) 進入對方的場區。

( 3) 在試圖將球擊回時，進入對方的場區。
2. 舊規則只有 (a.b.c.d) 部份，本次修改增加 (d 之1. 2.3) 點之
部份。

(五)

.規則 1 1.1. 2
1.新規則為球穿越球網飛向對邊之無障礙區(規則 12) 部份或全部出
界可擊回繼續比賽但只要:

( 1 卜對方球員沒有接觸到球。
(2) 、球擊回時，球由界外同邊越過球網。

(3) 、對手不得採防預措施。
2. 舊規則為球由有效空間外飛向對區，當球體尚未完全越過球網的

垂直面時，可擊回繼續比賽。

(六) .規則 12

1.新規則為近網球員 12.2.2 跨中線侵入對方場區之新規則只修改
為 (a) 允許單足(手)或雙足(手)觸及對方場地，惟侵入的單足
(手)/雙足(手)須仍有一部份與中線接觸或在中線的上方之部
份。
2. 舊規則為只限定允許足可以侵入中線部份。

(七) .規則 16.4 暫停及技術暫停之 16.4.1 一次暫停為時 30秒
1.新規則為國際排球總會世界錦標賽中，暫停採用如下:

(a) 第一局到第四局每局有二次技術暫停，時間一分鐘，當有一

球隊先得 5 分或 10 分的時候，因此每周、每隊只能要求一次暫停
，時間 30秒。
(b) 第五局(決賽局)沒有技術暫停，因此每隊只能要 求二次合法
暫停，時間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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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規則為每局只能要求兩次合法暫停(時間 30 秒) ，無技術暫停
時間。

(八) .規則 2 1. 2 罰則的等級
1.新規則為依據第一裁判的判決，視不當行為的程度，所作的判罰
有 2 1. 2.1 不當行為之警告部份:對違反運動員精神的行為不施以

懲罰，但( a) 對該球員警告，不得在同一場比賽中再犯。 (b) 在紀
錄表上登記警告。( c) 重覆違反運動員精神罰喪失一球。

2. 舊規則為無增加 (c) 之重覆違反運動員精神罰喪失一球之警告
。

三、分析與討論

觀察多次規則修改(四年一次) ，感觸良多，筆者歷經了選手及教練生
涯十餘年，親身體會規則由簡而雜，技術、戰術亦隨之自淺入深，變化多
端，以下謹就本次規則修正條文之原始精神及意義詳加詮釋如下:

(一)近年來攻擊戰術的快速發展，後排攻擊已成主流，尤以男子組甚，
但踏線起跳易造成犯規，為避免球場外區起跳是否踩線所造成的困
擾，及幫助裁判快速明確判決，並為俾益守方之權益(陳金輝，民

86) ，故而修訂攻擊線兩側向外延長1. 75公尺之虛線。
(二)依排球專家豐田博教授實驗報告球內氣壓每低 o .100kg/cm2 時，減弱

衝擊力平均 3-4 站，反作用力也可減低3 一7% 。一流選手(甲組)的扣

球速度男子約 27m/ sec '女子 18m/ sec則男子組扣球時，除非攔網成
功，否則遑論守備可言(陳金輝，民的) ，有鑒於此，特將球氣壓

減低 1/4' 以延達落地時間及減緩飛行速度，使比賽時球的來回次
數增多，守備能力、技巧更可發揮，增加比賽之可看性。

(三)球失誤時裁判鳴笛做完該球結束手勢動作後既視為比賽中止，本條

文修改目的為避免裁判與球員間發生不必要之衝突，及提高裁判在
判定規則之職責。

(四) 為因應新規則之 1 1.1. 2 改變為可越過對方無障礙區救球 ，因此在界
外球條文中增加部份修訂，其中改變最大是可進入對 方場區外將球

擊回繼續比賽，但球與人皆不得進入對方場區內防礙對 方活動，否
則視為界外球。

(五) 為使比賽更有可看性本次規則修改增加之條文為越過對 方無障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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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方可越過將球擊回，但不得由對方場區內將球擊回，相對之

，對方不得採取任何防礙擊球措施。本條文實施目的可能是由於近
年來選手體能大增，必定可發揮更大救球潛能，並希望能藉此增加
比賽競爭性，提高其可看性及精彩度。

(六)對於跨越中線之規則本次修改條文，有了更加新的改變。在不防礙

對手活動下，是可允許足與手觸及對方場地，惟侵入之足、手須有
一部份與中線接觸，此修改意義最大可能性為:球員體能大增、衝

力速度加快，造成容易越線機會，使比賽進行更加精彩且在不防礙
對方網前活動之下所修改。

(七)依新規則規定比賽中暫停分為技術暫停及球隊要求暫停，第一局至
第四局中，每當有一球隊先得 5 分或 10 分時，均有一分鐘之技術暫

停，因此球隊要求暫停只能有一次機會時間為 30 秒，第五局(決賽
局)沒有技術暫停，每隊皆可要求二次暫停時間為 30秒(本條例國

內比賽尚未開始實施)。
(八)運動員在比賽中皆須真備還動員精神，因此在規則 2 1. 2. 1.加附一條

新規則為重覆違反運動員精神罰喪失一球(先前已對該球員有所警
告，並在紀錄表記載) ，加重球員之團隊及個人運動精神。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教練、球員須過時掌握新資訊，了解國際各界排球發展動態，

隨時吸收新資訊及技術。

本屆修訂最大改變及最引國內球友注意之重點如下:1.攻擊線
兩側加延長虛線，加大裁判判定範圍。 2. 我方球員可越過對方非場
區救球。 3. 可用下肢接球。 4. 一至四局增加兩次技術性暫停減少一
次球隊要求暫停。 5. 超越中線尺度放寬為手足皆可越界。 6. 球之內
部氣壓減低比原本少 97.7 至'1125. 18 毫克。 7. 球員個人罰責加重，落

實排球比賽團隊精神之真正意義。 8 . 界外球判定尺度加寬。
(二卜 建議:

1 、 本研究結果應用之建議:

( 1 )重視下肢部份的訓練、腳步移動、敏捷性訓練、短距離衝刺訓
練，才能有機會進一步至對方場區外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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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球之氣壓減低，舉球員在舉球高度、球速等配球須隨之改變。

(3

)防守型態改變，加大防守區域，並加強前排攔網者之連貫動作
，隨時準備越區救球。

(4) 適時再指導新規則之改變，讓球員在比賽中不再有越區之障礙

觀念。
(5) 暫停時間加長、次數增加，比賽中教練與球員問須把握此時間

研究戰況，分析對方弱點，發揮我方最佳戰術。

( 6 )教練除技術指導外，應加強品德管理、注重團隊精神維護。
2 、後續研究方向之建議:

( 1 )氣壓減低對舉球員舉球出手時機及配球速度、高度有何影響。

(2 )由新規則轉變探討教練臨場指揮作戰方式。
(3 )如何訓練加寬防守範圍以應變各種接球方式。
以上應列於下次研究之重點。

【後記】
走筆至此，排球為筆者所好，十餘年感情難以割捨，願與各排球同好

互相研討任何技術、規則等，在此也順手一提世界排球大獎賽試用新規則

l.採用黃、藍、自三種顏色新球。

2. 熱身時間教練亦可隨意在比賽期間走到球場旁邊指導選手。
3. 自由球員穿著一件黃色圍兜在比賽服外面，可不受限次數換下球員，但

只限後排球員，自由球員不得發球、扣球、高手傳球。(此規則均適用
於世界賽，國內尚未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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