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裁判手冊裁判手冊裁判手冊裁判手冊 
 

1 1 1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以下規則為提升及統一評判委員會及裁判評分標準則而製訂，旨在維護裁判的權威及指出所

有 officials 的權利及職責 

。 

2 2 2 2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這些規則適用於 ITF 比賽委員會及所有 officials。 

 

3 3 3 3 比賽委員會比賽委員會比賽委員會比賽委員會 

A.A.A.A. 比賽委員會主席必須為 ITF 比賽任命及集合所有大會人員。    

B.B.B.B. 裁判委員會主席會任命兩個成員；他們必須全時間幫忙及輔助。    

C.C.C.C. 比賽委員會有以下責任：    

1.1.1.1. 根據比賽及裁判條例舉辦官方 ITF 研討班。    

2.2.2.2. 保存及更新 ITF 大會的紀錄。    

3.3.3.3. 如有需要，製訂小冊子及/ 或 資訊 bulletins.    

4.4.4.4. 嚴格要求大會人員的。衣著。    

5.5.5.5. 成立在各 square 工作的裁判組。    

6.6.6.6. 為 officials 作出人事調動以確保各人有平等的參與機會及 officiate 並確

保活動的公正性。    

7.7.7.7. 於賽事中檢查裁判表現。    

8.8.8.8. 在有人提出正式抗議時作最後決定。    

9.9.9.9. 與紀律委員會作出有紀律的 disciplinary 行動。    

10.10.10.10. 與其他委員合作。    

11.11.11.11. 為比賽及裁判條例提出建議。    

4 4 4 4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所有裁判必須按裁判及比賽精神作出判斷。  

 

5 5 5 5 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 

一切未在條例中提及的情況將交由比賽委員會經考慮後作出適當決定。最後決定不能與條例

相違。決定將會紀錄在案以供日後參考。 

 

6 ring council6 ring council6 ring council6 ring council 

council governs each ring 必須按組成： 

A.A.A.A. 套拳：1位 jury presient, 2 位 members of jury, 5 位裁判。    

B.B.B.B. 搏擊：     

C.C.C.C. 碎擊：    

D.D.D.D. s 特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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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7 7 套拳比賽中裁判的權利及職責套拳比賽中裁判的權利及職責套拳比賽中裁判的權利及職責套拳比賽中裁判的權利及職責 

A.A.A.A. 裁判必須時常知到最新的比賽及裁判條例。    

B.B.B.B. 如裁判長 要求，裁判可參與諮詢 consultation 。    

C.C.C.C. 裁判不能在比賽進行期間說話。    

D.D.D.D. 裁判必須於距離 colleagues 150cm 的位置坐好。    

E.E.E.E. 裁判必須按以下準則用心觀察參賽者的動作：    

• 個人套拳    

o 技術內容 technical content    

o 力量    

o 節奏    

• 團體套拳    

o 技術內容 technical content    

o 力量    

o 節奏    

o 展示 presentation/ 團體合作/ choreography 演練，動作安排    

F)  每場比賽後，裁判必須計算套拳得分表上的總分，經紀錄員交給裁判長 

G) 在打和時，裁判長會以抽籤形式決定 1 套套拳以分勝負。參賽者/隊伍將打套拳直至分出

勝負。 

8 8 8 8 裁判長裁判長裁判長裁判長    的權利與職責的權利與職責的權利與職責的權利與職責 

A. 裁判長須時常知到最新的比賽及裁判條例。 

B. 裁判長是唯一一位擭大會授權按比賽條例第 36 條 取消參賽者資格的人。in commin 

accordance to central referee 

C. 裁判長 會監督 the round 裁判的行為，並在任何時候給予意見。 

D. 裁判長會監督 jury member; jury presidemt 當 jurynmember 缺席或 inefficiency, 

substitue. 作出替換。 

E. 套拳： 

1. 裁判長會抽出指定套拳。 

2. 裁判長會委任中央裁判以負責出作指示。 

3. 當有情況發生 incorrent situation, 他可以呼召 referee 及 judges. 

4. 在收到套拳計分表後裁判長 必須按比賽條第 28 條例站立並指出勝出者。 

5.5.5.5. 在打和時，裁判長 必須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站立，而且必須以抽籤形式決定一套套拳，

參賽者須重覆打套拳直至分出勝負。    

 

F) 搏擊: 

1. 當遇上不當情況，裁判長必須要求中央裁判暫停比賽，然後呼召中央裁判或周邊裁

判。 

2. 裁判長必須要監督中央裁判作出的警告及扣分。 

3. 收到搏擊計分表後，裁判長必須按比賽規例第 32 條檢查所有得分、警告及扣分。裁

判長必須站起以表明勝出者。 

4. 在打和時，裁判長 必須按比賽規例第 32 條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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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碎擊及特技項目 

1. 裁判長會委任一位裁判去檢查板、程序及執行，另一位裁判會作出指示並評分。 

2. 在打和時，裁判長會按比賽規例第 44 條以抽籤決定一種技巧以分勝負。 

H 裁判長是唯一一位擭大會授權在 inefficiency ,意外及 dispute 發生時替換裁判的人。 

I) 裁判長必須填寫並簽署比賽報告以作大會正式紀錄。在各 divisiom 完結後報告將會轉

交到比賽及裁判委員會。 

 

9 jury member9 jury member9 jury member9 jury member 的職責的職責的職責的職責 

jury member 必須管理時間，於套拳、搏擊及碎擊比賽中幫忙並協助裁判長，並在宣報勝利

者前驗證所有賽果。 

 

10 10 10 10 中央裁判的權利及職責中央裁判的權利及職責中央裁判的權利及職責中央裁判的權利及職責 

搏擊： 

A. 中央裁判必須時常悉知最新的比賽及裁判條例。 

B. 如有需要，中央裁判必須參與裁判長及 corner referee 的商討。consultation 。 

C. 中央裁判必須驗證參賽者的 dobok , obligatory 及選擇性安全裝備，頭髮及指甲。 

D. 中央裁判必須按條例所示的正式用詞及手勢出作指示。 

E. 中央裁判是唯一擭大會正式授權給予警告、扣分及暫停搏擊比賽的人。 

F. 當 corner 裁判轉交了他們的得分表，中央裁判必須將得分表交到裁判長手上，並鞠躬

以示尊重。 

G. 中央裁判可尋求裁判長的意見。 

 

11 周邊裁判的權利及職責 

搏擊： 

A. 周邊裁判必須時常悉知最新的比賽及裁判條例。 

B. 如有需要，周邊裁判可以參與裁判長及中央裁判的商討。 

C. 周邊裁判必須坐好及觀察選手的舉動。 

D. 周邊裁判必須填寫得分表、分數、警告和犯規。 

E. 在比賽完結時，周邊裁判為每 3 個警告而扣該選手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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