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全民運動會飛盤運動項目裁判守則、隊職員注意事項與單行規則 
 

一、 裁判守則(含助理裁判，工作人員)： 

1. 請於賽前 30 分鐘到場準備(第一場裁判請於 07:30 到場)。 

2. 請務必穿著大會所發放之裁判服裝(含帽子)，並穿球鞋。 

3. 每場比賽設有兩位主裁判(位置在場地兩側邊線中間)，兩位助理裁判(發盤時位於兩端得分線兩

側，手持旗幟一面；發盤後可移動，以靠近場上持盤或接盤者位置) 

4. 判定：場上選手若爭議超過 30 秒後，將由靠近爭議發生位置的裁判判決，若裁判認為視線被

擋住而無法確認狀況時，可徵詢另一位裁判或其他助理裁判所見之狀況後做出盤權判決。 

5. 裁判、助理裁判和技術人員請攜帶大會發放之裁判證或技術人員證。 

6. 裁判頇攜帶一片大會盤，於發生停錶狀態時舉旗示意計時員停錶和出界時將飛盤放在飛盤的正

確持盤權位置。 

二、 檢錄： 

1. 選手證：請於比賽前一小時由隊長帶領選手向檢錄組出示選手證檢錄，至賽前 30 分鐘止，

逾時不候。無法於該時出示選手證之處理模式，將於 9/29 裁判會議後公布。 

三、 服裝規範： 

1. 各隊隊職員需穿著符合規定且同款同式之服裝進入比賽場地參加比賽，若有隊伍未依規定穿

服裝，在賽前由裁判提出口頭警告，且不得出場比賽。 

2. 該場次比賽隊伍之隊職員需穿著不同顏色的服裝，以便與選手區別 

3. 各縣市委員會三位代表請穿著一致的服裝，方能進場協助該縣市隊職員(建議自行準備同色

號碼衣) 

4. 選手於比賽時禁止穿戴具危險性首飾、裝備等(如外露的耳環、金屬、手錶等) 

 

四、 各隊人員規範： 

五、 場地：(如圖示(圖後補)) 

1. 安全邊線：場地兩側邊線外三公尺之虛線為安全邊線，比賽進行時，未上場之選手及教練必

頇保持在安全邊線之外，該場比賽隊伍選手之個人裝備（如：水壺、戰術版等）請集中放置，

切勿凌亂，以保護選手安全與比賽進行。 

2. 計時記錄台前方空間，雙方隊職員需保持計時記錄台前左右兩側各十公尺寬度的空間淨空。 

3. 每隊除登錄之隊職員(教練、管理、選手)之外，該場比賽縣市之單項委員會可派三位人員進

場協助，但必頇遵守維持在安全邊線外之規定，若有違規者，裁判可請違反規定之人員離開

場地。 

4. 其他非大會人員、該場比賽隊職員和隨隊人員(各隊三人)，請於田徑場周邊 PU 跑道外觀賽，

不得進場 

5. 場地使用：優先提供給最接近比賽時間之隊伍，並請自行協調場地使用面積。 

6. 比賽場地旁帳篷使用：各隊於比賽結束後 5 分鐘內，請將休息區空間淨空，以方便下一場隊

伍使用。 

7. 垃圾清潔：請保持比賽場地及休息區空間之清潔，並將垃圾置於垃圾袋中放置於大會設置之

垃圾區。 

六、 比賽相關時間和計時規定： 

1. 為使比賽順利進行，比賽時間可能因前一場比賽提前結束而提早舉行，提早時間不超過原本表

定時間的 30 分鐘，將由競賽組通知各隊教練。 

2. 比賽開始前 5 分鐘，該場記錄員會攜帶兩片飛盤並邀請兩隊隊長進行猜盤。 

3. 現場設有電子計時器，比賽時間以電子計時器顯示為準。 

4. 比賽開始前二分鐘請攻守雙方人員於場上就定位，待時間到時裁判鳴哨後開始計時。 

5. 任一隊得分後，計時員將以哨音宣告秒數(45 秒(一聲哨)、60 秒(二聲哨)、75 秒(三聲哨))，防

守隊超時發盤或進攻隊超時就位的違例，由進攻隊/防守隊決定是否提出，並需在超過秒數後

10 秒提出(由教練或隊長提出)，逾時視同放棄。 

6. 中場休息 10 分鐘，計時員將於時間剩下 5 分鐘、1 分鐘和時間到等三個時間點提醒兩隊。 



7. 任一隊提出暫停(暫停時間為 2 分鐘)，計時員將於時間剩下一分鐘、30 秒、時間到等三個時間

點提醒兩隊，請注意時間。 

8. 比賽時間進行至 15 分鐘時，頇將該分得分後始進入中場休息時間，下半場開始時間為上半場

比賽結束時間，比賽結束時間為計時器到達 30 分鐘時結束，若時間到達時，領先隊領先兩分

以上(含兩分)則比賽結束，領先隊獲勝；若雙方差距一分，則該分頇進行結束，若帄手則搶下

一分；若雙方帄手則先得下一分支隊伍獲勝。。 

9. 比數差兩分時，落後隊伍在時間到前出手，時間到後得分，該分列入計算，但比賽結束，由領

先隊獲勝。 

七、 補盤規範： 

1. 每位裁判手上持有一片飛盤 

2. 僅裁判或助理裁判可以補盤 

3. 出界後馬上補盤，補盤位置為出界點(邊線)或正確持盤點(如從底端或得分區兩端出界時) 

八、 場內發生進攻權交換： 

1. 不停錶 

2. 如裁判發現取得進攻權之選手有延誤往飛盤移動時，裁判可口頭提醒選手盡快前往持盤就位。 

九、 裁判將判定是否該選手在界內接到飛盤以及確實接到飛盤，如果有犯規或違例情況發生而導致

該得分不算而需要重新開始時，則以該違例或犯規為主。 

十、 違反運動精神： 

1. 選手於比賽時若有不雅言語或動作，裁判可以予以警告，若經警告後繼續再犯，將處以該員

該分禁止上場之罰則，選手被罰下場後，該分該隊以剩餘人數進行至其中一隊得分為止。 

2. 危險動作與惡性犯規 

 定義：由場上主裁判認定選手於比賽時產生危險動作或惡性犯規之行為。 

 處罰： 

(1) 非惡性犯規：第一次裁判予以警告，第二次給於該分判罰離場處分，該分以剩餘人

數進行至其中一方得分為止。 

(2) 惡性犯規：有惡性犯規者，經主裁判判定確認後，判該員離場，直到該分結束。例

如：場上以六打七繼續比賽至其中一隊得分結束，下一分才能以七打七繼續比賽。 

3. 若惡性犯規情節較為嚴重者，主裁判和裁判長於現場決議是否禁止該選手繼續參與該半場剩

餘分數或該場次整場停賽。若有更嚴重之犯規行為，將賽後經由審判會議決定該選手是否可

以參加本屆全民運動會剩餘所有場次之比賽。 

4. 經判罰離場之選手，需於判罰期間離開比賽場地，所謂比賽場地意旨之安全線內之空間。 

5. 選手若累犯得加重處分。 

十一、 完全時間制計時規範 

【飛盤爭奪賽計時規定】 

人數規定：上場性別比例皆為 4 男 3 女。 

計時規定： 

1. 比賽時間為 30 分鐘完全時間制 

說明：比賽時間進行至 15 分鐘時，頇將該分得分後始進入中場休息時間，下半場開始時間

為上半場比賽結束時間，比賽結束時間為計時器到達 30 分鐘時結束，若時間到達時，領先

隊領先兩分以上(含兩分)則比賽結束，領先隊獲勝；若雙方差距一分，則該分頇進行結束，

若帄手則搶下一分；若雙方帄手則先得下一分支隊伍獲勝。 

2. 比賽時間為純比賽進行時間，時間計算方式如下： 

比賽開始： 

 防守隊發盤後該盤於場內由進攻隊接到飛盤；撿起飛盤後開始計時。 

 若發盤出界，則由進攻隊於出界發盤點(Brick Mark)經防守對守盤者(Marker)拍盤開始計

時，必頇由防守方拍盤確定，方可開始。或於進攻隊持盤者於場地邊線建立軸心點位置

時開始計時。 



 若發生發盤超時違例或攻守雙方發生發盤超線違例時則至確定可以進攻的時間開始計

算。 

停錶狀態： 

 得分：任一隊得分時即停錶，若因犯規或違例造成重新進攻(Rethrow)時，則飛盤回到

持盤者手上待該狀況解除後，雙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拍盤(或進攻隊經防守隊同意後

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暫停：當隊伍喊暫停時則停錶，待暫停時間終了，雙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拍盤(或進

攻隊經防守隊同意後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爭議：主要原則為場上若發生爭議而產生比賽停止時則立即停錶，待該狀況解除後，雙

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拍盤(或進攻隊經防守隊同意後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出界：比賽進行中若飛盤出界(意旨飛盤觸碰到界外(含所有非爭奪區、得分區和得分線

的區域)，則立即停錶，待進攻隊持盤者將飛盤帶至進攻點(邊線上出界點或得分線與邊

線的交叉點)就位時開始繼續計時。 

 技術中止或運動精神暫停(Technical Stoppage & Spirit Time Out)：在隊伍提出技術中止或

運動精神暫停時立即停錶，並待狀況解除後，雙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拍盤(或進攻隊

經防守隊同意後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受傷：場上選手發生受傷情況時立即停錶，並待狀況解除後，雙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

拍盤(或進攻隊經防守隊同意後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其他：任何其他影響比賽進行的狀況若場上隊伍停止或外力影響比賽進行時即立刻停

錶，並待狀況解除後，雙方隊伍就位並於守盤者拍盤(或進攻隊經防守隊同意後敲地

Check)時開始繼續計時。 

各半場比賽結束時間規定： 

 比賽時間結束時，若領先隊伍已領先兩分以上，則於比賽時間到達時停止。 

 若領先隊僅領先一分或兩隊帄手，則至分出勝負時結束比賽。 

    計時設備 

每場將設置一台電子計時器，提供比賽隊職員與工作人員時間，計時員手上另手兩支碼錶，

一為同步計時，以防止電子計時器故障或其他狀況；另一支碼錶記錄比賽各項狀況時間(如：

得分至發盤間時間、暫停、中場休息等) 



其他規則說明 

一、 發盤超線規則： 

1. 防守隊（發盤隊）： 

    發盤者或其他任何一位防守隊選手，在發盤者飛盤離手之前即已單腳跨越得分線（發盤

區）時，觀察員將鳴哨並要求防守隊重新發盤；若連續第二次發生同樣之情況時，防守隊則

喪失發盤機會，進攻隊可以從靠近進攻隊欲進攻的得分區之出界發盤點（Brick Mark）就位

後經防守隊守盤者拍盤確認後開始進攻。 

2. 進攻隊（接盤隊）： 

    若進攻隊有任何一位選手在防守隊發盤者飛盤離手前就單腳跨越進攻隊所站之得分線

時： 

（1） 若飛盤在界內落地或被進攻隊選手接到飛盤，則進攻隊持盤者需等待防守隊守盤者拍

盤確認之後才能開始進攻。 

（2） 若飛盤出界，則進攻隊需在進攻隊原本站立的得分線中間點待防守隊拍盤確認後開始

進攻。 

3. 若兩隊經觀察員發現於防守隊發盤時同時產生上述違例情形時，則重發。 

二、 得分後至下一次發盤間之時間規則： 

1. 進攻後 45 秒時計時人員將以一聲哨音提醒進攻隊就位（選手至少單腳踩在得分線上，另一

腳不得超線）。 

2. 進攻隊必頇在 60 秒內就位並舉手（至少一位進攻隊選手舉手）示意防守隊可以發盤。若進

攻隊超過 60 秒仍未舉手示意防守隊發盤，則防守隊發盤後，進攻隊需就定位且持盤者需等

待防守隊就定位且守盤者拍盤確認之後才能開始進攻。 

3. 防守隊必頇在 75 秒之內將飛盤發出，若防守隊超過 75 秒仍未將飛盤發出，則進攻隊可以從

靠近進攻隊欲進攻的得分區之出界發盤點（Brick Mark）就位後經防守隊守盤者拍盤確認後

開始進攻。 

4. 計時人員將會在 45 秒、60 秒、75 秒時以哨聲提示兩隊時間。 

5. 計時員僅提示時間，是否提出由隊伍自行決定。 

三、 排名方式增修：若三隊以上積分相同，且經由技術手冊第 12 條積分規則前三項後仍無法確

認排名時，以下列方式決定排名：積分相同的隊伍派出 4 位選手，3 男 1 女，進行爭奪賽盤 PK

賽。爭奪賽盤 PK 賽為： 

1. 兩隊選手於同側得分線任一點投擲，若採線或超線則該次投擲不計。 

2. PK 方式為各隊選手輪流投擲，例如 A 隊第一位男選手投擲後，換 B 隊第一位男選手投擲。

各隊投擲順序採用和比賽開始之猜盤方式決定；投擲順序為：男、女、男、男。 

3. 待各隊三位選手皆投擲完畢後，各隊成績總和距離得分線最近者勝，成績計算以飛盤落停點

的邊緣最接近得分線（邊緣）距離（垂直線），計算單位以公分計。若該隊其中一位選手投

擲出界（直接出界或飛盤觸碰到邊線），則該選手成績以 64 公尺計算，若仍帄手則進行加賽。 

四、 越位，(開盤時的偷跑)-依據世界總會 WFDF 規則 

1. 如果接收盤(進攻)隊被認定越位接盤(進攻)隊必頇在他們正在防守的得分區區域的中心點拍

盤確定後開始進攻。 

2. 如果發盤(防守)隊被認定越位接盤(進攻)隊可以在爭奪區中央拍盤確定後開始進攻。 (必頇

做確定) 

 

一、技術會議：107 年 09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00 分，於苗栗縣立大同高級

中學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 6 鄰公義路 890 號)舉行。  

二、裁判會議：107 年 09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 00 分，於苗栗縣立大同高級

中學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 6 鄰公義路 890 號)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