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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了讓網球比賽能更刺激、更有吸引力，一年一度的國際網球總會 (ITF)
會員大會都會針對過去一年各項比賽所使用之規則加以討論，不理想的部份則

加以修訂或另訂較完善之條文補充之。此舉無非是想藉著網球比賽來提昇選手

實力、提高裁判執法水準、激發球迷觀賞球賽之興趣及增強廠商贊助球賽意願。
本年度會員大會有關比賽規則之討論，主要是計分方面的修訂。茲分述如

下。
貳、新計分方式:
新計分方式之修訂分成三部份﹒決勝點制

SETS)和 l驟死賽 (SUDDEN

(NO-AD) 、短盤制

(SHORT

DEA TH) ，茲將修訂之目的及計分方式及規定說明

如下:

一、決勝點制

(NO-AD)

:

在 20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可選用此項計分方式代替傳統的計分方
式，但須事先公佈。
(一)目的:主要目的是可以縮短比賽時間，使比賽更精緻化，增加球賽之

精彩性與可看性 q

(二)計分方法及規定:
1.在每局平分 (DEUCE) 後，如果採用決勝點制 (NO-AD) 計分方
式，則僅再比賽一分，此局即結束，贏得該分者即贏得該局。

2. 單 打規定:接發球者可以決定在右邊接發球區 (DEU CE SIDE) 或
左 邊接發球區 (ADV ANTAGE SIDE) 接發球，發球 者應配合接發
球 者所選擇之接發球區來發球。
3. 雙 打規定:接發球組可以決定由誰來接發球，如決定 由站在右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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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球區 (DEUCE SIDE) 之球員接發球，則發球者應站在右邊發球區

(DEUCE SIDE) 發球，反之，如決定由站在左邊接發球區 (ADV訓TAGE
SIDE) 之球員接發球，則發球者應站在左邊發球區 (ADVANTAGE

SIDE)

發球。
4 混合雙打規定:混合雙打之規定與單打及雙打不一樣。如果此時是輪到
男發球員發球，該男發球員必須配合男接發球員所站的接發球區來發

球，不能向女接發球員發球;反之，若輪到女發球員發球，該女發球員
必須配合女接發球員所站的接發球區來發球，不能由男接發球員來接發

球。

二、短盤制 (SHORT

SETS) :

國際網球總會 (ITF) 在本年度的會員大會已經同意開始實驗使用此種可
以替代的短盤制 (SHORT SETS) 。從 2000 年 10 月 2 日至 2000 年底國際網總

訝，000 和 10月00 美元女子巡迴賽事將會開始實施，另外有三項 75 ，000 和呵，000

美元女子錦標賽亦指出要使用此制度。國際網總男子巡迴賽亦從 2000 年 7 月
24 日開始實施，接著 2001 年男子的挑戰賽及其餘之男、女網賽也將相繼採用
此賽制。

(一)目的:採用短盤制 (SHORT SETS) 主要是可以縮短每盤比賽之時間，藉以
排除開賽前幾局較不重要的刺激部份，讓球員知道每一局都非常重要，必

須要細膩且賣力的去比賽，因此可以讓觀眾很快的知道結果並興奮到最高

點。這正如現在之比賽，雙方球員之分數在盤數二平時，開始進行決勝盤

比賽一樣，可以讓觀眾非常刺激叉興奮的觀賞球賽進行。

(二)計分方法及規定:
1.採用短盤制 (SHORT

SETS) ，必須將原來三盤二勝制之比賽改為五盤三

勝制之比賽。

2 某位或某組球員在一盤之比賽中，先贏得四局並超出對手二局以上，即
贏得該盤;但如果局數比達到四平 (4 GAMES ALL) 時，就採用決勝局

(TIE-BREAK) 分出勝負。
3. 因此，採用短盤制 (SHORT SETS) 時，該盤可能的分數會是 4-0 或 4-1
或 4-2 或 5-3 或 5-4 。

三、驟死賽 (SUDDENDEATH)

:

(一)目的 :採用此離十分方式主要目的是為了節省比賽時間{跡須在比賽前事先
公佈 。當雙方球員之盤數比在三盤二勝之比賽中達到一平 (SET

1 ALL)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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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盤三勝之比賽中達到二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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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ALL) ，進入決勝盤 (FINAL SET)

時即可採用此種十分方式。

(二)計分方式:

l 在決勝盤 (FINAL SET) 某位球員或某組球員先贏得二局並超出對手二
局以上，即贏得該盤及該場比賽 。

2.如果決勝盤 (FINAL-SET)之局數達到 2-2

(2 GAMES ALL) 時，即採決

勝局 (TIE-BREAK)分出勝負，誰贏得決勝局 (TIE-BREAK) 即贏得該盤
及該場比賽。因此如果採用驟死賽 (SUDDEND臥TH) 之計分方式則該
盤的比數會是 2-0 或 3-1 或 3-2 。

參、結論與建議:
國際職業網球比賽在今年已經開始試驗新的計分方式，我國網球協會預計從 90

年開始，圍內各項比賽亦將採用新的計分方式 。 筆者期望本報導能對網球選手及裁判
皆有所助益。

新計分方式公佈使用後，選手們為了贏得比賽必然會針對該方式調整比賽策

略，筆者除了擔任裁判工作外亦擔任學校代表隊之訓練工作，因此不揣冒眛，擬提下
列三點建議供教練及選手們參考:
(一)採用決勝點制(NO-AD) 之比賽時，接發球位置之選擇更形重要 。 除了考慮

自己較有把握的接發球區外，更應考慮對手在那一邊發球區較弱，另外對

於陽光及風向等因素亦應加以分析。雙打比賽除了上述之考慮因素外，應
由臨場表現接發球較佳之選手接發球 。 畢竟，嬴一分即贏一局，不可不慎

也。
(二)無論是短盤制 (SHORT SETS) 或驟死賽 (SUDDEN

DEA1H)

，主要目的是

把每盤局數減少，尤其是驟死賽 (SUDDEND臥凹)僅搶二局，因此建議
選手從比賽一開始即要集中注意力，全力以赴，否則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即
失去該場比賽。

(三)增加決勝局(訂E-BREAK) 比賽之練習。採用短盤制 (SHORT SETS)或驟

死賽

(SUDDEN D臥祖)之計分方式，在每場比賽中打決勝局

(TIE-BREAK) 之機會必然增加，因此對於決勝局 (TIE﹒BREAK) 比賽之策
略應多加研究與練習。

後語:本研究承蒙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裁判委員會張廣義主任委員指正 ，謹致謝忱!

104 王正松

參考書目: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編審。(民的)

0

2側網球競賽規則。

張廣義(民 89)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89 年度 A( 國家)級裁判講習會講義。台北，中
華民國網球協會， 26-28 。
楊文男(民的)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89 年度 A( 國家)級裁判講習會講義。台北，中

華民國網球協會， 6-28 。
穆傳傑(民 89)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89 年度 A( 國家)級裁判講習會講義。台北，中
華民國網球協會， 26-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