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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所編審之「網球規則及球員行為準貝 IJJ 之部份條文
中，有關比賽之進行與休息、比賽時間之違規及球員把握時間之權益皆有

明確之規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讓比賽能持續進行，避免球員故意拖延，
以便恢復體力;另一方面是維護球員應有的權益，例如醫療暫停及上廁暫

停，瑟員可以根據規則，提出申請以保障自身之權益。
網球比賽休息時間之違規與判定，規則中有明定的即依違規之處罰程

序處置，如違規狀況是條文中無明確規範的，則僅能依「判例」來判定
之。

本人除了在學校擔任興趣選項網球課程之教學外，課外時間協助網球
裁判工作亦不遺餘力。多年來參加裁判講習會及臨場執法略真心得，不揣
冒眛，就網球比賽中有關休息時間之各種規定與違規判定提出研究報告，
若有不妥之處，尚折先進不吝指教。

貳、各種休息時間之規定與違規判定:
一、分與分問休息時間不能超過 20秒。

此項規定主要是讓比賽能繼續進行，避免球員故意拖延時間。不但是發球
員須遵守此項規定，在分與分闊的20 秒內，必須有發球動作之準備並將球

發出;接發球員亦應合理地配合發球員，作好接發球的準備動作。
判例一:不論是發球員或接發球員，如果違反上述規定應如何處理?

判定:第一次違規時主審即喊「時間違規，警告，王先生，繼續比賽」。
如第二次或以後再違規時主審即喊「時間違規，罰分，王先生，繼
續比賽」。

判例二 :如果發球員與接發球員皆未在20秒內就發球位置或接發球位置，
應如何處理?
判定: 主審應對發球員作時間違規之處罰，因為接發球員是合理地配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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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就接發球準備位置。

判例三:球員若因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衣服、鞋、襪、護腳或裝備(球
拍除外)失調，以致不可能離續比賽或不利於他的比賽，應如何
處置?

判定:球員可以向主審報告，經主審同意後，可暫停計時，亦即不受分與

分間20 秒之限制，但如處理後，不盡快就接(發)球位置比賽時，主
審即可以依時間違規來處罰。

上述分與分間休息時間不能超過20秒，是在賽會有配置球憧時執行，如無
球憧服務時，則分與分間之計算採合理時間為原則。

二、換邊時，前局結束至下局發第一球之間休息時間最多為，90 秒。

比賽進行中，為了公平起見，任何一盤雙方球員之局數和為單數局或決勝
局結束後即應換遍，規則規定自前局結束至下局比賽發第一球之間休息時
間不能超過90秒，如超過即依時間違規處理;同樣的發球者與接發球者皆

受此項規定。

判例一:球員在換邊時，超過90 秒應如何處理?

判定:通常換邊，休息時間至60 秒時，主審會喊一次"

Time"

，這時不

論是發球員或接發球員即應離開座位休息區，準備發球或接發

球。此時如果有位球員仍坐在椅子上休息，再過的秒時，主審又
會喊一次"的 Seconds" (有警告之意) ，之後該球員才站起來，並

在原地擦汗、喝水，並沒有準備上場比賽，休息時間已超過90

秒，此時主審即以“時間違規"來處罰。決勝局二位球員之分數
和為6或6 之倍數換邊時，是不能休息的。

三、醫療暫1輛Medical

Time-out) :

球員在熱身或比賽中，每一部位的受傷或所有狀況之抽筋，允許有一次 3分

鍾的醫 療時間，但舊傷(非再度受傷)不能再使用;球員有 權 利於換邊時
再使用 ，貝 IJ 共可使用 4 分 30秒，時間的計算是從醫護人員開始治療時算起，
事前之 診斷是不計時的。醫療暫停，在比賽未結束前，任何時間皆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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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

判例一:比賽當中，主審決定給予受傷球員三分鐘醫療暫停時，程序上應
如何處置?

判定:主審首先應按錶計時，然後請 Trainer 進來檢查，檢查結果，如
Trainer 告訴主審需醫療暫停峙，此時主審需將螞錶歸零並呼叫

「王先生，現在接受醫療暫停 J '同時必須告知對方球員及

Tra iner所剩餘時間。
"還剩2分鐘"
“還剩 1 分鐘"
“還剩 30秒"
“時間到"

假如受傷球員未能在 30秒後比賽，主審即宣佈該球員行為犯規 (P.P.s)
判例二:球員受傷暫停3 分鐘用畢，仍未處理妥當，該球員繼續比賽後還
要請求治療，主審應如何處置?

判定:主審可以同意該球員繼續治療，但以連續二次的換邊時間90秒為限

，任何一次提出皆可。如該球員在醫療時間之後20 秒內未能繼續

比賽，貝 JJ 按行為犯規的處罰程序處理。

判例三:球員因流鼻血或起水泡，可否請求醫療暫停?

判定:球員因流鼻血或起水泡可以請求醫療暫停，但如恢復比賽後再次流

鼻血或起水泡，貝 JJ 不能再請求醫療暫停，如違規時則依行為犯規

之處罰程序處理。

判例四:球員嘔吐能否請求醫療暫停?

判定:嘔吐是屬於自然體力消失，不算意外傷害，因此不能請求醫療暫

停。例如Sampras 在 1996 年澳洲公開賽時，即因嘔吐，超過分與分
間之休息時間 ， 而被判定為時間違規 。

判例 五 :球員中暑時，可否請求醫療暫停?

判定 : 男、女球員中暑時不可以請求醫療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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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六:球員抽筋，可否請求醫療暫停?

判定:無論是男、女球員在比賽中抽筋，皆可請求醫療暫停，但一場比賽

僅允許一次;如醫療暫停時間結束後

依行為犯規程序處理。
四、上廁時間(Toilet

，未能及時上場比賽時，則

(P.P.s)

Break) :

在換邊或暫停比賽時，球員可向主審請求上廁所，經主審同意後，他
會指派一位工作人員伴隨著去。上廁所時不能打針恢復體力或接受教練之
指導。

依據規則，男、女球員上廁所之次數及時間之規定不同，分別說明如

下:
(一)男子:在三盤二勝之比賽中有一次上廁所的機會;五盤三勝的比賽則
有二次機會。在規定的次數中，上廁所之時間為合理時間。

(二)女子:在三盤二勝中每人(雙打為每組)有二次上廁所的機會，但時間
上有所限制，即每次不得超過 5 分鐘，換遇時，連同休息時間則不得

超過6 分30 秒。男、女球員上廁所次數用畢，欲再如廁時，經主審同
意後，可在換邊之90 秒休息時間去，如超過時間，將會依行為犯規的
程序處罰。

判例一:男子雙打 A 、 B 二位球員，在三盤二勝之比賽中 'A球員上廁所
次數已用完，但在B 球員於換邊時要求上廁所時 'A球員又想跟
隨著去，主審應如何處理?

判定:依據規則規定A 、 B 二位球員在三盤二勝之比賽中，各有一次上廁

所之機會。 A 球員次數雖已用畢，但經主審同意後，亦可上廁所，
但以90 秒為限，超過時間時，則以行為犯規的程序處理 ;B 球員於
換邊時要求上廁所之時間為合理時間。

判例二:女子雙打 C 、 D 二位球員，在三盤二勝之比賽中， e 球員上廁所
時 'D球員未跟隨 ;D球員上廁所時， e 球員也未跟隨，請問C 、
D 二位球員能否再提出上廁所之請求?

判定 :依據規則規定， e 、 D 二位雙打球員(稱為一組) ，共有 二次上廁所
的機會，如果一位球員上廁所時，另一位球員未跟隨 ，她即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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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機會，因此本情況 c 、 D 二位球員在這場比賽中，規定的上廁

所之次數已全部用完，如果再上廁所，可利用換遁的 90 秒時間內

完成，否則即依行為犯規處理。

(P.P.S)

判例三:男、女球員上廁所時間違規如何處理?
判定: (一)女球員上廁所如超過規定之時間時，皆以時間違規處罰。例如

A球員上廁所之時間至 5分鐘或6 分 30秒峙，主審會喊"

Tirne"

·如

超過20 秒 'A 球員未回來時，貝11 以時間違規警告處理，以後每超過
20秒，皆以時間違規罰分處理。
(二)男球員上廁所之時間是合理時間，但當球員回到座位休息區並
拿取球拍時，所謂合理時間即結束，主審即會喊"

Tíme"

，此時

如經過20 秒，該球員未準備上場比賽，則以行為犯規警告處理，

再經過20 秒，仍未上場比賽時亦以行為犯規罰分處理，第三次的
20秒如還未上場比賽時，則以行為犯規失格處理。

(P.P.S)

五、球員同一天有二場或以上之比賽時，得有下列之休息時間:
(一)前場比賽等於或少於1 小時，給予0.5 小時休息。
(二)前場比賽在1 小時至1. 5 小時，給予 1 小時休息。
(三)前場比賽超過1. 5 小時則給予的小時休息。

此項規定是讓球員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恢復體力，避免運動傷害之發

生。

判例一:某位球員參加一場比賽，從上午九時開始熱身，十時三十五分比
賽結束，請問該球員在參加下場比賽前有多少休息時間?
判定:該球員僅能休息、 1 小時。因熱身時間五分鐘要扣掉，因此比賽時間
只有的小時，依規定僅能休息 1 小時。

六、非職業性男子比賽第三盤或女子比賽第二盤後，球員可以休息，但時間不
得超過 10分鐘，如在北緯 15 度與南緯 15 度之間的國家比賽時，得休息的分
鐘或更 長時間;但職業性比賽則不能休息。

中途停止比賽，日後再舉行比賽時，休息將在重新比賽 後男子第三盤

終了 時 執行，女子則在第二盤，又前日未賽完之盤算為一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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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與建議:
基於上述探討，試題下列建議，供教練、球員及裁判們參考:

一、分與分間休息時間，由 25秒縮短為 20秒，比賽節奏因而加快，建議教
練們應配合此項修改，改變間歇訓練之方式，以便調節、適應比賽
之節奏。裁判亦應確實控制時間，讓比賽能持續進行;如賽會無球
偉配置時，貝IJ 分與分間之休息以合理時間為原則。
二、球員比賽處於劣勢時，能善加利用上廁所之合理時間與次數，除了可

以休息並可冷靜思考，改變作戰策略，可能因而扭轉乾坤，反敗為

勝。
三、每場比賽，球員抽筋時，允許有一次 3 分鐘之醫療暫停，球員應可巧
妙應用，調節體力。

四、球員在一天有二場或以上之比賽時，在二場比賽中間有規定之休息時
間，球員自身應該爭取裁判亦應依據規定給予球員足夠之休息時
間，以避兔運動傷害發生。

一場網球比賽能否持續進行，裁判、球員皆扮演著重要角色，裁判必

須熟諾規則並且依據規則、公正不阿執行任務;球員亦應遵循規則、維護

自身之權益並做各種戰略與戰術運用，爭取佳績。因此筆者期望本研究對
裁判執法及球員比賽皆有所助益，則甚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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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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