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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在臺灣、日本、香港、韓國四國躲避球協會的努力下，在 2013年在

東京辦理第一屆亞洲盃躲避球錦標賽，開始躲避球運動的國際交流活

動，透過賽程的競技，不僅提升各國躲避球運動技能的水平，亦可讓彼

此學習辦理國際賽會的精緻度及公平性，繼第一屆、第二屆(2014年在新

北市舉)亞洲盃躲避球錦標賽後，2016年第三屆亞洲盃錦標賽由香港閃避

球總會於香港新界舉辦，此次賽會的辦理過程與選手的表現都有可以學

習及待改進之處。 

日本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代表隊精熟的基本動作及扎實的攻守

隊型令人印象深刻，失誤率極低是臺灣選手學習的目標。臺灣 13歲以下

男生代表隊的進步，一舉奪下冠軍更令人振奮。 

香港動員全協會人員努力辦理本次賽會，但在細節安排方面仍有未

盡事宜，稍加改進方能讓整個賽事圓滿、賓主盡歡。在三天觀摩考察後，

針對各項需改進之處，提出建議，期能對未來球隊訓練、裁判執法技術

及賽會辦理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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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人員名單 

所屬單位 職稱 姓名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小 裁判 王宏仁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小 裁判 林德軒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 裁判 周郡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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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 

(一)觀摩學習國際賽會辦理模式，從各國球隊入境接待、球隊及裁判

交通接送、住宿安排、領隊及裁判會議召開、會場佈置、開幕典

禮、閉幕典禮，從中學習優點及待改進之處。 

(二)觀摩學習各國裁判執法技術，競賽裁判編排及溝通合作方式。 

(三)觀摩學習各國隊訓練技術，從各國球隊的表現，了解當今各國躲

避球運動技能的程度，及國內在此運動可再精進之處。 



5 

 

四、過程 

(一)大會行程 

2016.11.25(星期五)第一天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10：00-16：30 抵達和入住 烏溪沙青年中心  

17：00-18：15 

領隊會議 

裁判會議 

烏溪沙青年中心 

 

18：30-21：30 接送至餐廳歡迎晚宴 土瓜灣富臨皇宮餐廳  

21：30以後 接送回住處休息就寢 烏溪沙青年中心  

2016.11.26(星期六)第二天 

08：00-08：45 早餐 烏溪沙青年中心  

09：00-10：00 接送至比賽場地 

九龍灣體育館 

 

10：30-11：15 開幕典禮  

11：30-17：30 分組預賽(24場)  

18：00-21：00 

接送至夜市觀光 

晚餐自理 

旺角 

 

21：00以後 接送回住處休息就寢 烏溪沙青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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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7(星期日)-第三天 

08：00-08：45 早餐 烏溪沙青年中心  

08：45-10：00 接送至比賽場地 

元朗商會小學 

 

10：30-14：45 

決賽(8場) 

頒獎典禮 

 

15：15以後 接送離境 香港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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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程安排 

第一天賽程 

A場地 

場次 時間 組別 球隊 球隊 

1 11：30 13嵗以下男生組 香港 韓國 

2 12：00 13嵗以下男生組 日本 中華台北 

3 12：30 公開女子組 香港 A 香港 B 

4 13：00 公開女子組 中華台北 日本 

5 13：30 公開男子組 香港 A 中華台北 

6 14：00 公開男子組 香港 B 日本 

7 14：30 13嵗以下女生組 香港 中華台北 

8 15：00 13嵗以下女生組 日本 韓國 

9 15：30 13嵗以下男生組 香港 日本 

10 16：00 13嵗以下男生組 韓國 中華台北 

11 16：30 公開女子組 香港 A 中華台北 

12 17：00 公開女子組 香港 B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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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場地 

場次 時間 組別 球隊 球隊 

1 11：30 公開男子組 中華台北 日本 

2 12：00 公開男子組 香港 A 香港 B 

3 12：30 13嵗以下女生組 日本 中華台北 

4 13：00 13嵗以下女生組 香港 韓國 

5 13：30 13嵗以下男生組 日本 韓國 

6 14：00 13嵗以下男生組 香港 中華台北 

7 14：30 公開女子組 香港 A 日本 

8 15：00 公開女子組 香港 B 中華台北 

9 15：30 13嵗以下女生組 香港 日本 

10 16：00 13嵗以下女生組 韓國 中華台北 

11 16：30 公開男子組 香港 B 中華台北 

12 17：00 公開男子組 香港 A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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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賽程 

場次 時間 組別 球隊 球隊 

1 10：30 
13嵗以下女生組 

銅牌戰 
分組第三 分組第四 

2 11：00 
13嵗以下男生組 

銅牌戰 
分組第三 分組第四 

3 11：30 
13嵗以下女生組 

金牌戰 
分組第一 分組第二 

4 12：00 
13嵗以下男生組 

金牌戰 
分組第一 分組第二 

5 12：30 
公開女子組 

銅牌戰 
分組第三 分組第四 

6 13：00 
公開男子組 

銅牌戰 
分組第三 分組第四 

7 13：30 
公開女子組 

金牌戰 
分組第一 分組第二 

8 14：00 
公開男子組 

金牌戰 
分組第一 分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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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 

茲從賽會辦理過程、裁判執法技術、球隊訓練成果三個方面，敘述

觀察的心得： 

(一)賽會辦理過程方面 

1.機場接送及比賽交通接送：香港閃避球總會(以下簡稱港協)採

取全部時間以巴土接送的方式接送執法裁判及球員，但接機

時，要先到港的人員等待後續到港的人員，待人數夠多時才一

起接送到住宿地點，讓先到港人員在機場枯等一、二小時，相

當不便。比賽結束後接送選手回選手村時，港協採多隊併車的

方式，且接送車輛是多部輪流接送，讓許多球隊及裁判人員在

體育館內等待超過一小時，造成行程受到影響。 

2.住宿安排：本次選手村位於新界北部馬鞍山的「香港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 Wu Kwai Sha 

Youth Village)，離開幕典禮場地-九龍灣體育館一小時車程，

每日接送時間超過兩小時，而香港在上下班時間，塞車情形嚴

重，耗費相當多的交通時間。 

3.領隊會議召開：因各國到達時間不同，故領隊會議召開時，仍

有球隊領隊未到，無法充分了解賽會各項細節，領隊會議全程

使用英文說明，各隊均仰賴隨隊翻譯了解說明內容。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DzZiYo-LQAhXEvbwKHV_gC5gQFggZMAA&url=http%3A%2F%2Fwks.ymca.org.hk%2F&usg=AFQjCNEJS1ks18lw0Y5y7gmSrVz-xFgGwg&sig2=zLwmOGlnUonUUwMwMkgPo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DzZiYo-LQAhXEvbwKHV_gC5gQFggZMAA&url=http%3A%2F%2Fwks.ymca.org.hk%2F&usg=AFQjCNEJS1ks18lw0Y5y7gmSrVz-xFgGwg&sig2=zLwmOGlnUonUUwMwMkgPo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jDzZiYo-LQAhXEvbwKHV_gC5gQFggnMAI&url=http%3A%2F%2Fwww.lcsd.gov.hk%2Fen%2Fcamp%2Fsngocc%2Fp_ng_wks.html&usg=AFQjCNHwp6WwNG1ahgHO2zysLYRBlhOwLA&sig2=vTiZC4Bwd-g8zffMG3xlfA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jDzZiYo-LQAhXEvbwKHV_gC5gQFggnMAI&url=http%3A%2F%2Fwww.lcsd.gov.hk%2Fen%2Fcamp%2Fsngocc%2Fp_ng_wks.html&usg=AFQjCNHwp6WwNG1ahgHO2zysLYRBlhOwLA&sig2=vTiZC4Bwd-g8zffMG3xl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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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裁判會議：因有球隊較晚到達，且裁判會議後馬上要全員移動

到離選手村 30分鐘車程的餐廳，所以裁判會議僅將兩日活動

流程很快速的瀏覽過一遍，很少有規則上的討論，時間的安排

及各隊對遵守時間要求均有討論空間。 

 

裁判會議 

5.飲食安排：中華台北 U 13女生隊在比賽當日早餐竟因工作人員

對用餐人數計算錯誤，造成無法準時用餐，此舉可能讓球隊權

益受損。午餐是以盒飯方式供應，有五種盒飯可供選手選擇，

各球隊及裁判可至服務台登記，即可領取食用。大會不提供礦

泉水，請球員自行準備水瓶，場館均有飲水機可補充飲水。 

6.比賽場館安排：本次比賽開幕典禮位在九龍灣體育館為室內場

館，可容納兩面躲避球場，且有觀眾席可供球隊員休息，第一

日 24場比賽均在此舉行，當日陰雨綿綿，在體育館內不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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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影響。港協在賽會開始前已將第二日 8場決賽場地安排在元

朗商會小學躲避球場，是個室外球場，也是亞洲盃開賽以來第

一次將比賽安排在室外球場，有前一日的陰雨天的影響，令人

擔心不已，幸好當日是個晴朗的天氣，賽事得以順利進行。希

望未來辦理的國家勿做室外場地的安排，以利賽會進行。 

 

九龍灣體育館 

 

 

元朗商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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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球場標準的更改：本次賽會，港協將規則內之球場改為外場側邊寬

2.5公尺，底線端外寬 4公尺，違返國際十二人制躲避球規則中，

球場的規定。 

(二) 裁判執法技術方面 

1.臺、港、日、韓四國的裁判雖是各國協會推薦，但執法技術水

準仍有差異，主、副、線審合作更是一大挑戰，仍有很大的改

進空間。 

 

裁判討論判決 

2.日本裁判動作扎實明確、移動俐落迅速、執法技術熟練，是學

習的典範。臺灣裁判經過十七年的訓練養成，已經相當熟練，

判決相當精準，唯動作仍要向日本裁判學習。 

3.主審的安排從第一屆東京亞洲盃就一直很令人質疑，日本躲避

球協會認為裁判是絕對公正，所以主審國籍和兩交手隊伍國籍

相同不會影響比賽的公平性，但這在很多國際賽事是很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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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使做到最公正可能也無法讓球隊和觀眾信服，此次賽事

中常見日本隊上場時，主審是日本籍，香港隊上場時，主審是

香港籍，而中華臺北上場時，至多是副審為臺灣籍，且有發生

很多判決的爭議，這是急需檢討之處。 

4.各場地設有技術委員，當場上裁判有疏失時，技術委員負責指

導裁判錯誤之處，但很多裁判對技術委員的指導不予理會，並

執意不改，讓技術委員力有未逮。 

(三) 球隊訓練方面 

1.本次比賽共有八支隊伍來自四個國家，其中以日本公開男子隊

及公開女子隊的運動技能表現最為出色。蹲接動作非常確實，

隊型完整，不會因對手的導球而造成混亂，因為蹲的相當低，

所以要被擊中出局不易，這顯示日本隊訓練功夫相當扎實，直

的效法。 

2.日本隊賽前的練習，在一對一傳接後，分成兩組練習，一組為

主力攻擊手四至五人，以高速傳接的方式進行；另一組為防守

隊員，排成一列，由其二至三人持球輪流進行單邊攻擊，主要

是要練接球及隊員被攻擊後的補救接球，增加對場地及球速的

適應力，在國內顯少看到，可供國內球隊參考。 

3.日本公開女子隊在第二天室外場地比賽時，到達球場後，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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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在地上練習接球倒地翻滾動作，適應球場地面材質及保護

身體的倒法，令人印象深刻。 

4.比賽中日本公開男子隊導球的速度快及傳接動作的確實，讓其

他隊伍球員反應不及造成出局，這樣的快速導傳需要長期精實

的訓練。 

 

日本公開男子隊(紅)的快速導傳攻擊 

 

 

日本公開男女隊(粉紫)確實的防守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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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球運動是一種敏捷性、策略性、體能性綜合的運動，在極短的

時間內決定要採取攻擊、閃躲、接球、或接球的方式，對身體體能及頭

腦思考的訓練有非常好的效果，值得推廣。 

(四)賽事安排： 

1. 應安排專任人員接待各國隊職員及裁判人員，並於賽前進行接待

內容、競賽規程及規則研習，即各國球隊的均有一位精通該國語

言的人員，不管是交通接送、飲食安排、生活作息的任何問題，

透過此一人員向大會相關部門反應，可以得到最佳且最立即的服

務。 

2. 大會接送車輛應各國球隊均有接送車輛，且因應該國球隊需要進

行接送服務，才不致於讓不同國家球隊相互等待，影響彼此安排

的行程。 

3. 國際比賽的場館應以室內場館為原則，建議訂定國際賽會辦理規

準明定相關設施最低標準，或由最高指導單位先進行審查主辦國

提出之相關設施，不應因主辦國之偏好更改辦理場地尺寸。 

4. 各場比賽裁判人員安排應遵循迴避原則，勿安排比賽隊伍同國籍

裁判。 

5. 積極建立躲避球國際裁判認證制度，由亞洲盃躲避球聯盟推薦國

際賽事裁判，以確保執法水準與裁判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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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一)國內躲避球運動應著重基本防守動作與傳接的訓練，有好的根

基，在球場上才會有卓越的表現。 

  (二)建議酌予補助公假出國參賽，以鼓勵本市教練及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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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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