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論著

其3家越位陷阱的裝故被發
勾結者守豆葉術

一、前言

技術乃足球比賽重要一環，一位傑出
的足球選手除了體能、速度、耐力和靈敏

反應，再配上良好的技術，那踢起足球才
能隨心所欲，順暢其流。技術的養成，就

不斷的提昇，使得比賽進行的節奏越趨快
速精彩，致使球員在比賽過程中對於戰術

、戰略的運用，需不斷的變化，才能達到
欺敵致勝的目標。

二、越位陷阱的突破攻擊

靠平時辛勤的耕耘、苦練才能開花結果，

比賽中守方使用越位陷阱戰略，攻方

觀眾們欣賞足球賽時，世界足球王比利、

應該如何突破攻擊，以達攻敵致勝，此乃

馬拉度那，出神入化的控球技巧，盤球過

平時訓練重要課程。

人技術射門入網，觀眾如雷的掌聲，隊友

←)攻方要突破守方越位陷阱需視比賽狀

熱情擁抱，雀躍不已，高超的球技酌實令

況，臨機應變，如比賽進行中攻方攻

人目不轉睛，歎為觀止。但是一個成功的

至守方30碼附近，守方後衛喊出來時

運動員並不出於天才，其背後一定蘊有一

，攻方任何一位攻擊球員即可用盤球

段不為人道的奮鬥史。天下沒有不勞而獲

過人技術，快速過人推進，形成單刀

的道理，任何事情，只有目標的確立，再

加以信心毅力和不斷的努力，最後才能達

成理想。
現代的足球，技術不斷的更進，水準

(如圖一)

，注意守方球員喊出來時

，攻方球員要跟著快跑上來，才不致

於越位。
仁)攻方攻至守方30碼附近，守方後衛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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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突擊球員快跑接應時，即將球傳

到空檔，形成單刀(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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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方球員帶球行進中做傳球即快跑
接球，形成單刀(如圖二)

，因守方

喊出來欲使用越位陷阱，後衛即成平
(圖三)中衛或後衛突破攻擊法

行一條線，即可用撞牆式攻擊。

(聞自由球越位陷阱的突破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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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圖二)

(圖三)皆可使用，

距離25碼附近可採圖二撞牆式攻擊法，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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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大專杯足球賽於台南成大比賽時，

首戰本校對東海大學，開戰不久我隊於中
場獲一自由球攻擊時，我隊由張本義主罰
，東海後衛使用越位陷阱戰略，張本義將
球吊到右方25碼禁區附近，由右後衛高原

(圖二)撞牆式傳球攻擊

快跑接應，單刀射門入網，攻入漂亮第一
球，因前一屆於中正理工學院比賽時，我

(三)攻方球員於中場帶球攻擊時，守方球

隊遭逢東海時他們曾使用越位陷阱，筆者

員喊出來時，攻方前鋒球員跟守方防

回來即加強本校足球隊突破攻擊戰術訓練

守球員快跑出來時，由攻方中衛或後

，隔年首戰東海，即運用成功，該役本校

衛由後採取快跑接球，中場持球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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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0獲勝。(如圖四)

.一般論著

也要提高警覺，以備越位陷阱失敗或

裁判沒吹哨時，迅即衝出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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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後衛自由球突擊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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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攻擊者長傳吊球，防守瞬即衝出
※防守球員需於吊球員未觸球前迅即衝出
，否則不算越位

以上四點越位陷阱突破攻擊方法，教

2. 攻方球員長傳吊球攻擊失敗後，知悉

練於訓練中需多加演練，灌輸突破攻擊觀

守方採取越位陷阱時，此時有經驗的

念，以備於比賽時，能靈活連用破敵致勝

攻方球員會改變攻擊戰術，如先短傳
球，觀察防守球員動態，再採後防突

。

三、越位陷阱的防守技術

擊戰術，此時防守球員也洞悉攻擊球
員改變攻擊戰略時，防守球員也應馬

越位陷阱的防守於賽前需經過充分的

上改變防守戰術，如自由球本來是衝

演練，默契要一致，一般越位陷阱的防守

出戰術，則改為退守戰術，因攻方球

技術分為:

員發現防守球員做衝出時，攻擊前鋒

←)自由球的防守

球員會跟著衝出，此時攻方球員會改

1.攻方於40碼或中場附近欲採長傳吊球

由中衛或後衛突擊戰術，守方後衛應

攻擊時，防守球員可做暗號，此防守

喊(Back)退後防守戰術，這樣攻方

球員下達暗號命令時，全隊防守球員

採突擊戰略守方也能固守城池，如高

動作要一致，並縮短防守距離到半步

吊球以躍頂交叉補位防守，攻方就很

~一步之間，俟攻擊球員欲吊球瞬間

難得逞(如圖六)

，防守球員如百公尺起跑速度迅即衝

出，造成攻方前鋒多人明顯越位(如
圖五)

，使用此防守戰術時，守門員

(司角球的防守

1.角球直接吊進門算得分。當角球吊起

於禁區被防守球員頂出或大腳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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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做出明快的防禦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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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球越位陷阱比賽適當時機
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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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來球場上南征北討，歷經不

少戰役，對於越位陷阱使用「當」與「不
當」關係球隊勝敗頗鉅。越位陷阱比賽時

後衛用好呢?還是不用好呢?很多防守球
員對此問題皆會產生質疑!系際杯比賽土

(圖六)

攻擊者長傳吊球防守球員迅即退後交叉補位

木系對方攻擊球員由中場運球推進時，後
衛經常喊「出來」製造越位陷阱，中華木

蘭女子足球隊在國際比賽中，也經常使用
此時防守球員會喊出來，此狀況防守

此「越位陷阱J

球員要快速衝出，因攻方中場拿球時

擊時，使用此戰略，雖然成功很多次，或

，即會採取快攻吊球，這時後防機警

許對方經驗不足，讓您淋漓盡緻發揮，反

衝出極易造成攻方越位。

觀如過到強隊，訓練有素經驗好的球隊或

2. 此狀況與前述情況相同，如攻方球員

球員，當您使用「越位陷阱」時，幾次得

知悉守方球員欲做越位陷阱，攻方中

逞後，他即改變攻擊戰術，如行進間攻擊

場停球時會，慢下來，不採急攻戰術，

時防守後衛喊出來，前鋒即能用帶球過人

此時防守球員應即下達 (Back) 的命

戰術、撞牆式傳球、中後衛突擊法來攻擊

令，中、後衛即退守採人盯人交叉防

，因此經驗告訴我對方帶球攻擊時，防守

守戰術，這是國內後衛最脆弱的地方

球員盡量採人盯人包抄補位戰術較為恰當

，國內球員喊出去後即前進，沒有退

理想。除非在一種危急狀況可臨機應變，

守的觀念，遇到有經驗的球隊或腳法

如後衛祇剩 1人，攻方2人以上進攻時，您

好的球員，極易被突破造成失分。多

可注意帶球者與接應者位置，如接應者與

年前筆者接受德國教練史坦勒先生指

您成平行，您可故意衝上前搶球，帶球者

導，灌輸此防禦觀念，深覺受益良多

在情急時傳球即造成越位，這就看防守球

，不勝感激。

員臨場的反應判斷。上述行進攻擊法我認

以上觀於越位陷阱的防守，比賽時教

為守方不使用越位陷阱較恰當，因您成功

練應指示己方資深後衛、較有經驗者指揮

完成 10次，致命失誤 1 次被進球，就前功

，一個優秀的後衛，視對方球員踢球的姿

盡棄，甚至影響全隊鬥志與士氣，終遭失

勢動作，即能明確判斷來球方向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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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命連。

.一般論著

越位陷阱在何種時機使用較恰當呢?
(一)中場或40 碼自由球

以上二種「自由球、角球」的防守製

造越位陷阱，最易造成攻方越位犯規，所

攻方在此犯規地點經常都會採長傳吊球

以守方在這二種狀況下可適當使用，切記

到禁區攻擊方式，有經驗後衛指揮者從

攻方知悉守方策略改變攻擊時，守方即不

他擺球、姿勢、動作即確知要採長傳攻

可再使用越位陷阱，馬上改變防守戰略。

擊，即適時發出暗號，在罰球瞬間做越
位陷阱。此法也不能整場使用， 1~2次

攻方知悉後，攻方會改變攻擊策略，守

五、結論

1.越位陷阱的突破攻擊與防守技術，

方也即改變退後防守戰略，才不易被攻

教練於平時訓練應做充分的演練，練習時

破。

全隊都需在場上專注聽講，如欲使用何種

(二)角球的防守

角球攻方將球吊於禁區，被守方頂出或

攻擊與防守暗號，由誰指揮都需交待清楚

，賽前並再三叮嚀下場比賽球員記住指揮

大開解園時，守方應即衝出禁區外，此

者暗號，這樣才不致於比賽時默契不足，

時攻方中場持球者經常採急攻吊球，最

造成嚴重失誤。

易造成越位。這點防守球員要注意，衝

2. 己方實力比對方實力強或後衛體型

出時球在您附近要去攔截，不可祇有前

、速度、技術、比攻方球員好時，還是採

跑，否則攻擊球員看您祇顧前跑不搶球

人盯人包抄補位最理想。

，他即可自己帶球切入射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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