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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及釋義 

   香港健球總會(下稱：本會)為國際健球聯盟“ International Kin-Ball Sport 

 Federation”(簡稱：IKBF) 成員之一，凡屬本會舉辦之一切賽事，均依照《國際 

 健球規例 “Official Kin-Ball Sport Rules” 》執法。 

跟據過往慣例，國際健球聯盟每兩年將會進行球例更新，現時採用之球例版

本為 2018 年版“Official Kin-Ball Sport Rules 2018Edition”，因此本會亦會依照該版

本的球例為現時裁判的執法跟據，直至國際健球聯盟公開發佈新版的球例。 

   從國際健球聯盟每兩年均進行球例更新的習慣，可見健球運動為一項持續發

 展的運動項目外，也能發現現行國際球例仍未能完全涵蓋於健球運動中將會觸及

 的所有情境。基於上述原因，為配合本地健球運動發展及兼顧裁判執法的實際情

 況，本會將制定並定期更新〈裁判賽規指引〉，以統一所有本地賽事的執法標準。 

   〈裁判賽規指引〉乃按照《國際健球規例》原意來編寫，但基於《國際健球    

 規例》以英文編寫；〈裁判賽規指引〉則以中文編寫，於文字翻譯上難免存有差

 異，任何文字翻譯上的差異，則以《國際健球規例》的英文原文為最終解釋。 

   凡屬本會舉辦之賽事，一律以《國際健球規例》及〈裁判賽規指引〉為裁判

 執法之準則，賽事中所有持份者務必遵守。若有任何爭議，本會保留一切最終解

 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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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更新及修正差異 

〈裁判賽規指引〉之內容將定期進行更新，以確保賽事的執法標準之一致性。

由於〈裁判賽規指引〉乃參照本地賽事之處境為應用場境，其用途為補充《國際

健球規例》沒有描述的內容，因此無法避免存有「本地賽例“House Rules”」的可

能性。為了修正此項誤差，本會將會定期與國際健球聯盟進行溝通及委派裁判參

與國際健球聯盟舉辦之裁判訓練，使本地賽事與國際賽事能達到一致的標準。 

   〈裁判賽規指引〉的一切更新工作，本會將授權裁判組代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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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裁判執法指引 

甲部) 「賽事運作流程」註一(參《國際健球規例》第五章：5.2  Course of the Game) 

1. 賽前檢查(Checking) — 每局(Game)賽事開始前，主裁判(HR)須前往各球隊之球員席前覆核隊伍

名稱、背心顏色及隊長人選是否正確無誤，並且引領助理裁判(AR)與球員們確認「定名指令」

(Designation)，邀請將會進行「定名指令」的球員逐一發聲，最後助理裁判也會複述一次，使

彼此確認其「定名指令」，可按實際情況之需要，助理裁判可給予合適的溫馨提示。註二 

2. 隊長會議(Captain Meeting) — 當完成賽前檢查，主裁判(HR)連同助理裁判(AR)一同前往比賽場

區靠近球員席前的邊界，邀請 3 隊的隊長集合，進行隊長會議，作有關賽事規則的最後詢問，

若仍有疑問，務必先行解說，若沒有疑問，助理裁判(AR)於眾人前進行「擲骰禮」(The Toss)，

擲骰後，骰字朝天那面所展示的顏色為首發球之隊伍，助理裁判(AR)須拾起骰字明確向眾人展

示首發球之隊伍顏色。主裁判示意眾人返回預備，直至主裁判鳴哨示意賽事開始。 

3. 賽事開始 — 主裁判(HR)於比賽場區的邊界嗚哨“Start of Game”示意賽事開始，並以臂章再次

示意首發球之隊伍顏色，此時３隊球隊需立即進場。 

4. 首發球(First Hit-in) — 主裁判(HR)確認所有球員經已進場並準備就緒，可示意助理裁判(AR)鳴哨

“Hit-in”。助理裁判(AR)鳴哨“Hit-in”後，首發球之隊伍可進行發球。(若賽制設有時限，場上計

時器亦同時開始倒數)。首發球必須於比賽場地之中心點進行。 

5. 當首發球進行後，賽事將持續進行，直至失誤(Fault)發生。 

6. 失誤出現後，裁判們將按照其崗位相關的球例判決程序執法。完成後，裁判會把 Kin-Ball 重置

於觸發失誤的位置。該處被定義為下一球的發球點(Hit-in Point)，觸發失誤的球隊將進行發球。 

 
註一  「賽事運作流程」以雙裁判執法模式“Two Referee System”來設定； 

若該賽事實行單裁判執法模式“Single Referee System”，上述所有程序均由當值裁判員全權負責。 

註二  球員須進行完整的「定名指令」，助理裁判只會複述顏色。 

 Use for English:  Omnikin + Color(Black, Grey, Blue/Pink) 

 Use for French:  Omnikin + Color(Noir, Gris, Bleu/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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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發球(Hit-in) — 助理裁判(AR)把 Kin-Ball 重置完成後並等待主裁判發出允許鳴哨“Hit-in”的示

意。此時發球隊伍可把 Kin-Ball 作任意移動，然而，該移動距離之限制以發球點為圓心之半徑

2.4 米範圍內。此動作可於助理裁判(AR)鳴哨“Hit-in”前或後進行。 補充：若發球隊伍於

“Hit-in”前把 Kin-Ball 移動超出許可的範圍，助理裁判(AR)需向該球隊示意，並把球再次重置。 

8. 賽事持續地進行，直至任何一隊取得目標分數(Target Point)或回合時間(Period Time)結束。 

(請參考各個賽事的賽制。) 

9. 若賽事設有關鍵分數(Crucial Point)，任何球隊先行取得 或 兩隊球隊同時取得關鍵分數時，完

成既定的執法程序後，主裁判(HR)將嗚哨“連續 3 次長哨”。此時，得分最低之球隊立即離開比

賽場區並返回球員席；助理裁判亦於同一時間把 Kin-Ball 重置於比賽場地之中心點，並由餘下

兩隊球隊繼續賽事；得分較低之球隊為發球隊伍。若兩隊分數相同，由主裁判(HR)擲骰決定哪

一隊伍發球。直至任何一隊取得目標分數(Target Point)或回合時間結束。 

10. 若賽事採用「浮動回合數」“Variable amount of period system”的賽制，首回合的首發球由擲骰

禮決定球隊。往後回合的首發球均取決於前一回合。哪一隊於該回合之關鍵分數時，先行離場

的隊伍，便為下一回合的首發球之隊伍。 

11. 各回合完成後，主裁判(HR)須核對該賽事記錄表，並連同助理裁判(AR)一同簽署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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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定義」(參《國際健球規例》第七章：Definitions) 

 《國際健球規例》第七章的「定義」為健球運動中，對某些動作或概念作出重要

的釐定，亦是裁判進行判定的重要依據及原則，裁判需完全瞭解這些定義才能有效

及正確理解賽規，下列為部份重要定義的節錄(詳細內文請參考《國際健球規例》)： 

「擊球」“Hit” 

定  義： 

 進攻隊伍之所有隊員都表現出將 Kin-Ball傳給對方球隊的意圖。 

 擊球的球員必須與 Kin-Ball 構成接觸。 

 將導致與 Kin-Ball 構成接觸的手勢被視為擊球的初始動作。 

 初始手勢完成後，亦被視為擊球完畢。 

注視重點： 1) 「初始手勢」“Initial Gesture” 

應用球例： 

6.15b Illegal Defense 

 距離於 Kin-Ball 末端 1.8 米以內的防守隊員，阻礙、改變或減慢擊球者執行擊球

的初始手勢。 

 

「運球」“Ball Displacement” 

定  義： 
 在最少一名球員與 Kin-Ball 於持續接觸的狀態下，從單一位置移至另一位置。 

 運球的手勢必須為有意圖地，並且 Kin-Ball 於受控的情況下完成。 

注視重點： 
1) 「意圖」“Intentionally” 

2) 「受控」“Be controlled” 

應用球例： 

6.15e Illegal Defense 

 進攻隊伍執行傳球時，距離於 Kin-Ball 末端 1.8 米以內的防守隊員阻礙、改變或

減慢傳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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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球」“Pass” 

定  義： 

 把 Kin-Ball 從最少一名球員傳送至最少另一名球員。 

 傳球的手勢必須為有意圖地，並且 Kin-Ball 於受控的情況下完成。 

 球員執行傳球時，與 Kin-Ball 的接觸必須中斷，並且必須有一名或多名球員

作為傳球目標。（裁判有權對球員作出是否作為傳球目標的判決。) 

注視重點： 

1) 「意圖」“Intentional” 

2) 「受控」“In Control” 

3) 「目標球員」“Destination Player” 

應用球例： 

6.15d Illegal Defense 

 進攻隊伍執行運球動作，於運球起始時，距離於 Kin-Ball 末端 1.8 米以內的防守

隊員阻礙、改變或減慢運球的執行或運球軌跡。 

 

「控球權」“Possession” 

定  義：  當球員或隊伍接觸被擊出的 Kin-Ball，則被視為擁有該球的控球權。 

注視重點： 1) 「接觸」“Came in contact” 

應用球例： 

6.7 Replay 

 若重置(Replay)藉由「非蓄意的阻撓行動」所引發，並且發生在「定名球隊

“Designated Team”」能夠控制 Kin-Ball 之前，處於進攻狀態的隊伍將繼續擁有控球

權，發球點“Hit-in Point”保持不變，並重新開始發球。 

 若重置(Replay)藉由「非蓄意的阻撓行動」所引發，並且發生在「定名球隊

“Designated Team”」已經把 Kin-Ball 控制下來的時候，該球隊將成為進攻隊伍，並

重新開始發球，「事故」發生處亦成為新的發球點“Hit-in Point”。 

6.16 Warnings 

 當球員或球隊穫裁判發出警告後，該警告不被接納為失誤(Fault)而更改 Kin-Ball

的控球權，觸發警告事件前擁有控球權的球隊作然保留控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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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控」“Control” 

定  義：  當裁判判定該球隊能夠將 Kin-Ball 固定時，該球隊被視為控制了 Kin-Ball。 

注視重點： 1) 「固定」“Immobilize” 

應用球例： 

 與「運球」“Ball Displacement”相關的球例 

 與「傳球」“Pass”相關的球例 

 與「控球權」“Possession”相關的球例 

 

「體軸」“Body Axis” 

定  義： 

 以球員身軀往上延伸的垂直空間。 

 體軸只應用在控球之球員。 

 體軸包括球員肩膀的上方，這是球員站起來時要佔據的空間。 

注視重點： 1) 「控球之球員」“The player holding the ball” 

應用球例： 

6.14b Illegal Offence 

 進攻球員作出移離自身之體軸的行徑，並且減慢、阻礙或接觸防守球員。 

6.15i Illegal Defense 

 防守隊員不尊重進攻隊員所擁有的體軸，並且與進攻隊員構成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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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有關「距離」的球例整合(涉及 Throw too Short, 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 等球例) 

1.1   球例 6.6﹝Throw Too Short﹞圖示說明 (參《國際健球規例》, 28 頁) 

 

i. 量度方法一：擊球時 Kin-Ball 的底部中心位置 與 Kin-Ball 著地時的接觸點達 3 米。 

ii. 量度方法二：擊球時 Kin-Ball 末端位置 與 著地時 Kin-Ball 末端位置之間達 1.8 米。 

1.2  球例 6.10﹝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圖示說明 (參《國際健球規例》, 32 頁) 

 

i. 量度方法：以“Hit-in Point”作為起始點，向外延伸至半徑 2.4 米的範圍內均屬合法範圍。

當 Kin-Ball 的底部中心點移離該範圍，便是違反“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 

量量度度方方法法一一  

量量度度方方法法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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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於球例 6.6“Throw Too short”與「近距離防守球員」之執法指引。 

   

i.   基於“Throw Too Short”及「近距離防守球員」兩者所涉及距離要求十分近似（若利用「量

度方法二」時）。然而，於裁判進行實際判決時，兩者採用的量度方式則有所不同。

因此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裁判須獨立處理兩者並就所涉及的規則作出適當判

決。 

➢  “Throw Too Short”之判決重點，基於裁判進行判決時，Kin-Ball 必定經已著地，因此

利用「量度方法一」為較合適的方式。以 Kin-Ball 底部中心點與著地處是否足夠 3m

為準則作為判決。若達 3m 或以上的距離，判為“Dropped Ball”。若少於 3m，則判

“Throw Too Short”。 

➢  「近距離防守球員」的定義，防守球員是否站立於與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

米範圍內 

➢  補充：“Throw Too Short”不會以「近距離防守球員」的位置作為判決考慮條件。縱

然該球員剛好站立於與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 米的位置（參考上圖」），即便

如此，裁判不應以 Kin-Ball 是否越過該名防守球員而判“Dropped Ball”或“Throw Too 

Short”，仍然必須依照「量度方法一」來量度及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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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球例 6.6“Throw Too short”與“Ball Displacement” 之執法指引。 

  

i.   基於“Throw Too Short”及“Ball Displacement”兩者所涉及距離要求，縱使兩者的距離要

求均有不同，但同樣以球底部的中心點作為量度之方式。此外，由於賽事進行期間，

基於球員們的實際操作，這兩條規則經常性需要裁判同時作出判決，避免混淆兩者，

裁判應留意下列量度及判決重點。 

➢  “Ball Displacement” 以“Hit-in Point”作為起始點，向外延伸至半徑 2.4 米的範圍內均

屬合法範圍。當 Kin-Ball 的底部中心點移離該範圍，便是違反“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 

➢ “Throw Too Short”以擊球時，Kin-Ball 的底部中心點作為起始點，向外延伸至半徑 3

米的範圍外均屬“Dropped Ball”的要求，否則視為 Throw Too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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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 「執法指引」(參《國際健球規例》第六章：Rules of the Game) 

 《國際健球規例》第六章的「球例」為健球運動中，對「失誤」所作出的描述，

下例為部份球例的補充說明，可讓裁判能於實際場情中出作出判定。(詳細內文請參

考《國際健球規例》)： 

1) 關於球例 6.1  Designation Fault 

1.1   當值裁判(或助理裁判)於每局賽事開始前，經已與各球員進行「定名指令」的確認。

若那時裁判若發現球員存有音量或音準等問題，便會即時向各該隊提出；同樣球員若認

為裁判「複述」不清晰，也應立即提出。若那時沒有任何問題並達成共識，便以各球員

及裁判的該次發音為準則。 

1.2   賽事進行期間，若當值裁判於未能清晰聽到球員所發出之「定名指令」，而導致賽事

受阻礙時。裁判進行判決的準則如下： 

A. 現場環境是否過於噪吵 

B. 裁判身處之位置不佳 (距離 Kin-Ball 的 2 米範圍外) 

C. 發出「定名指令」之球員發音不準或聲量過於細小 

i. 首次發生，該球將判“Replay”，裁判並會依照上述情境作出下列相應行動。 

➢ 若 A. 成立，請向現場人士發出指示，可向賽事組提出要求協助。 

➢ 若 B. 成立，請向球員致歉，並立即修正。 

➢ 若 C. 成立，請向相關球員發出指示。若有需要，亦可向隊長示意或詢問會否更換球員。 

➢ 若多於一項的描述同時成立，該球將判“Replay”，並重新作相應行動。 

ii. 第二次發生或往後時間，請參照下列指引： 

➢ 若 A.成立，該球將判“Replay”，重新作相應行動。 

➢ 若 B.成立，該球將判“Replay”，重新作相應行動。 

*此時，裁判指導員將會介入並作出提醒。若仍未能改善，總裁判有權取消該裁判的執法權。 

➢ 若只有 C.成立，該球將判“Designation Fault”。 

➢ 若多於一項的描述同時成立，該球將判“Replay”，並重新作相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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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球例 6.2  Missing a Contact 

2.1   擊球時，當擊球員完成擊球動作後，若 Kin-Ball 移離控球球員註三的時間，擊球員的手

仍持續地與 Kin-Ball 構成接觸，均一律判以“Missing a Contact”。 

i. 該判決與擊球員擊球方式無關。不論該球員以「推球」、「雙手擊球」、「單手擊球」或

任何擊球的方式。 

ii. 該判決與擊球員有否助跑的行為無關。 

3) 關於球例 6.3  Dropped Ball 及球例 6.4 Out of Bounds 

3.1   用於界定比賽場區的界線同樣視為該場區內的範圍，因此 Kin-Ball 著地時，若球底之

中心點觸及界線，該球仍然判定為 Dropped Ball（圖一）；若球底之中心點已偏離界線，

則判定為 Out of Bounds（圖二）。 

  

（圖一）               （圖二） 

i. 若賽事設有司線員，基於司線員的位置及角度屬於較佳位置，裁判員作出判決時請優

先考慮司線員的判決。 

ii. 若賽事實行雙裁判模式，主裁判(HR)作出判決時，除優先考慮司線員的判決外，亦同

時考慮助理裁判(AR)的位置是否同屬良好視角。若主裁判(HR)作出判決後，然而，助

理裁判(AR)位於理想位置並能清晰看見與判決不同的實況，務必向主裁判(HR)提出。 

 

註三  「控球球員」“The player holding the ball”—即指“做樁之球員”(本地 Kin-Ball 慣用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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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球例 6.9  Walking 

4.1   凡屬本會主辦或協辦的賽事，不論任何級別的賽事(包括小學組別的賽事)，均全面實

施此項規則，一律照依《國際健球規例》的要求來進行執法。 

5) 關於球例 6.10  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 

5.1   失誤(Fault)出現後，裁判按照其崗位相關的球例判決程序執法。完成後，裁判會把

Kin-Ball 重置於觸發失誤的位置。該處被定義為下一球的發球點(Hit-in Point)，觸發失誤的球

隊將進行發球。當裁判把 Kin-Ball 重置完成並向發球隊伍示意後，發球隊伍可把 Kin-Ball 作

任意移動，然而，該移動距離之限制以發球點為圓心之半徑 2.4 米範圍內。此動作可於裁

判鳴哨“Hit-in”前或後進行。 

i.    裁判鳴哨“Hit-in”前，發球隊伍把 Kin-Ball 移動超出許可的範圍，裁判便會向該球隊

示意，並把球再次重置。 

ii.    裁判鳴哨“Hit-in”後，發球隊伍把 Kin-Ball 移動超出許可的範圍，裁判不會作出任何

提醒或警告而直接進行“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之判決。 

5.2   賽事行進期間，當進攻隊伍透過 1 或 2 名球員進行運球(Ball Displacement)。若防守球

員身處的位置與 Kin-Ball 初始移動時，與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米範圍外時。若進攻

隊伍或 Kin-Ball 與該名防守球員構成接觸，即使該名防守球員並沒有作出任何迴避行為，

裁判均判定進攻隊伍“Illegal Ball Displacement”。 

i.    在上述所提及同等的距離前設下，若進攻隊伍運球時，於運球期間作出停頓並重新

移動，其停頓的位置則成為新的初始移動點，當防守球員身處的位置已進入 1.8 米

範圍內時，防守球員必須避免觸及 Kin-Ball 及進行運球之球員，否則判定防守隊伍

“Illeg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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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球例 6.11  Trapping 

6.1   凡屬本會主辦或協辦的賽事，不論任何級別的賽事(包括小學組別的賽事)，全面實施

此項規則。即使賽事所使用的 Kin-Ball 為體積較小的藍色 Kin-Ball，仍然會照依《國際健球

規例》的要求來進行執法。 

7) 關於球例 6.14  Illegal Offence  

7.1   ﹝6.14b﹞若進攻球員作出移離自身之體軸(Body Axis)的行徑，並且減慢、阻礙或接觸

防守球員，裁判將判決進攻隊伍“Illegal Offence”。 

I. 裁判作出上述判決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作出上述行徑之球員為負責控球之球員，而非擊球者。 

➢   防守球員速度的減慢是否由進攻球員所觸發。 

➢   若該球員因“Walking”的限制下，令「樞紐足“Pivot Foot”」置於自身之體軸以外，

並因此構成減慢、阻礙或接觸防守球員時，則不判決“Illegal Offence”，賽事應持續

進行。 

7.2   ﹝6.14d﹞當進攻隊伍的擊球員進行擊球時，若其「非擊球手」與防守球員構成接觸，

裁判將判決進攻隊伍“Illegal Offence”。 

I. 裁判作出上述判決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整個擊球行動的起初，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它將被定義為「擊球手」。因此另

一隻則為「非擊球手」。 

➢   若擊球時，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觸及防守球員，然而，此時擊球員更換另一隻手

進行擊球，在此情況下為“Illegal Offence” 

➢  若擊球時，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觸及防守球員，然而，此時擊球員仍以同一隻手

進行擊球，在此情況下，“Illeg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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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球例 6.15  Illegal Defense  

8.1   [6.15b] 賽事行進期間，若防守球員身處的位置，於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 米範圍

內。並且釀成擊球員之擊球初始動作受到妨礙、改變或減慢。裁判將判決防守隊伍“Illegal 

Defense”。 

I. 裁判作出上述判決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整個擊球行動的起初，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其擊球初始手勢有否受到妨礙、

改變或減慢。 

➢ 若擊球時，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觸及防守球員，然而，此時擊球員仍以同一隻

手進行擊球，在此情況下，“Illegal Defense” 

➢ 若擊球時，作為擊球初始手勢的手觸及防守球員，然而，此時擊球員更換另一隻

手進行擊球，在此情況下，“Illegal Offence” 

8.2 [6.15e] 賽事行進期間，當進攻隊伍透過 1 或 2 名球員進行運球(Ball Displacement)。若防守

球員身處的位置，於 Kin-Ball 初始移動時與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 米範圍內。防守球

員阻礙、改變或減慢進攻隊伍的運球時，裁判將判決防守隊伍“Illegal Defense”。 

I. 裁判作出上述判決時需考慮下列因素： 

➢ 運球期間，當防守球員一直緊貼 Kin-Ball 移動來施行守防時，運球動作是否流暢，

有沒有被防守球員被迫停止其運球動作/被迫改變運球方向/被迫減速。 

➢ 運球期間，當防守球員一直緊貼 Kin-Ball 移動來施行守防時，此時，進攻隊伍突

然轉變路徑，防守球員因走避而進入了 Kin-Ball 之底部，並且令運球動作受到阻

礙、改變或減慢。甚至進攻球員因避免踏中防守球員而被迫停止、延誤、改變

或減慢其運球動作，裁判將判決防守隊伍“Illeg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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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球例 6.16  Minor Warning (Voluntary obstruction between two players) 

9.1   賽事中，任何對球員釀成蓄意的阻撓行動一律被禁止，若裁判判定某球員為蓄意阻撓，

除了判定失誤外，還會以「輕微警告“Minor Warning”」作處理。裁判會因應當時處境作出

判決，考慮基礎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列各點所述之情況。 

i.    任何球員蓄意對另一球員作出妨礙(Blocking)、挾持(Holding)、推動(Pushing)或故意

碰撞(Intentionally collide)之行動。 

ii.  任何球員蓄意伸出臂、肩膀、腿、軀幹或採用任何野蠻行為，以妨礙進攻球員或進

攻隊伍取得其進攻位置。 

iii.  進攻球員以故意的方式前往接觸另一隊伍之球員。此外，若此等行徑給予該名球員

受傷或裁判視為能夠給予受傷的風險，裁判將會把「輕微警告“Minor Warning”」

改判為「嚴重警告“Major Warning”」。惡意的言論攻擊（Verbal Abuse）亦包括其中。 

9.2   若阻撓行為並不是蓄意的，然而防守球員在其能力範圍內已盡力迴避，但仍然構成阻

撓，裁判將會判“Replay”。 

9.3   若阻撓行為並不是蓄意的，但防守球員在其能力範圍內，沒有作出任何相應行動而構

成的阻撓。首次發生，裁判將會判“Replay”並對該名球員作出「提醒」；再次發生，裁判仍

會判“Replay”並對該名球員作出「口頭警告“Verbal Warning”」；及後，仍然發生阻撓行為，

裁判將對該球員作出「輕微警告“Minor Warning”」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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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球例 6.16  Minor Warning (Voluntary obstruction between a player and the ball) 

10.1 賽事中，任何球員對 Kin-Ball 作出任何蓄意的阻撓行動一律被禁止，若裁判判定某球員為

蓄意阻撓，除了判定失誤外，還會以「輕微警告“Minor Warning”」作處理。裁判會因應

當時處境作出判決，考慮基礎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列各點所述之情況。 

i.  當球員蓄意前往接觸 Kin-Ball，然而所屬隊伍為非定名球隊時，並因此妨礙了賽事

的進行。 

ii.  任何球員於裁判的判斷下，該名球員在其能力範圍內，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以避免

接觸 Kin-Ball，一律視為蓄意的阻撓行動。 

10.2 上述執法的原則必須發生在「失誤球員身處的位置與 Kin-Ball 末端距離達半徑 1.8 米範圍

外」。 

10.3 若阻撓行為並不是蓄意的，然而防守球員已盡力迴避，但仍然構成阻撓，裁判仍會以

“Replay”作為判決。 

10.4 比賽期間，在兩隊防守隊伍的分數同分 或 於關鍵分數前一分(Before Crucial Point) 的情

況下。在進攻隊伍進行定名(Designation)前，兩隊防守隊伍均有機會成為定名球隊。若進

攻隊伍完成定名後，並隨即把 Kin-Ball 擊出，此時，非定名球隊(Non-Designated Team) 前

往接觸 Kin-Ball。 

i.  任何球隊 首次觸發﹝10.4﹞的情況。然而，該球隊的防守行為被裁判定為屬於自

然，並非蓄意阻礙，該球將判“Replay”。 

ii.  任何球隊 連續兩次觸發﹝10.4﹞的情況。然而，該球隊的防守行為被裁判定為屬

於自然，並非蓄意阻礙，該球仍然判“Replay”，裁判將向該隊伍發出「口頭警告 Verbal 

Warning」。 

iii.  任何球隊 已經被裁判發出「口頭警告 Verbal Warning」後，仍然觸發﹝10.4﹞的情

況。該隊伍將被判“Voluntary obstruction between a player and the ball”，同時，與

Kin-Ball 構成接觸的該名球員將被判定「輕微警告“Minor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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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賽規指引〉由裁判組制定，並定期作出修訂，此版本為 Edition 2020, V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