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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藉由分析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裁判制度實施辦法及裁判組組織體系，瞭
解國內目前施行之田徑裁判制度現況，包括裁判資格分級、甄試任用、進修晉

級、考核管理及獎勵等內容，並試提若平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田徑、證照、裁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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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背景
眾所周知，運動是吾人生活圈中之重要部份，競賽是推展運動最有利的方

法，而裁判更是推行各項競賽的主要助力，對於各級運動賽會之營運來說，裁

判的素養及技術則是影響競賽成敗之重要因素，尤其在未來我圈社會需求的體
育專業人力中，優秀裁判人員的培植更是我們該積桂努力的方向(陳金樹，民

80)

，因此落實各項運動裁判的養成教育，應是我國既定體育運動發展的主要政

策。由此可見，研究如何提升國內各項運動之裁判水準，以提高運動技術，維

護比賽之順利進行與公平競爭，實踐運動比賽之宗旨與價值，乃現行體育發展
不可或缺之重 要環節，運動裁判實為未來我國體育專業人力殷切 之需求(體育

專業人力規劃 研 究小組，民 80 )。再者，因應資訊時代的來臨，強 調科技、經營

理念與運動相 互結合之必要性，成為未來我國體育專業人力規劃 ，必須各種構
面思考(邱金松 ，民 80) ，如何有效建立各項目運動裁判證照制度 ，誠為目前國
內體育專業系統化中刻不容緩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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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民國 87 年 10 月 21 日修正公佈之「國民體育法」第十二條明文
規定裁判制度有建立之必要(行政院體委會，民 88) 。縱觀園內各類證照管理制度

尚未成熟，雖偶見有例可循，仍常因承辦單位背景環境之個別差異，執行尚難

求統一，實施結果必也利弊參半，未盡理想。仔細觀察現階段體育發展實際需
要，並配合政府的法令參與籌劃工作，以瞭解國內各項裁判制度現況，乃勢在
必行之舉，綜觀園內目前各單項協會所建立之裁判考核制度，其可借鏡之點蓋章

多，可供教訓之處，亦不在少，然此類資訊至今仍少見存於『文獻探討』或予
以 r 歷史求證.!

'執行時不免有相當程度之困境，誠難將其相互遷移利用，作

為我國發展體育專業人員證照制度之資鑑。

筆者素來酷愛田徑運動，樂於投入國內田徑比賽裁判工作，並擔任中華民
國田徑協會競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多年，深感田徑乃"運動之母"

，各項運動

賽會中，所需裁判人數最多，其裁判制度分類及執行技術亦較繁雜，而綜觀目
前國內各級運動賽會中，田徑裁判表現優異，頗受好評，其組織管理模式亦堪
稱健全，深獲各界認同與嘉許，想必其證照制度也較趨於完善，遂引起個人強
烈動機，著手蒐集相關資料，詳加整合分析探討，希望能瞭解現行國內施行之

田徑裁判制度模式，供有意加入田徑裁判工作之新進同好參照，並研議其成功
經驗、成果及缺失，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二、研究目的
據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暸解目前國內施行之田徑裁判制度，包括對
裁判資格分 J鼠、甄試任用、進修晉級、考核管理及獎勵等。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文獻內容整合分析法，資料內容包括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裁判制

度實施辦法 及 中華民團田徑協會裁判組織體系，所有資料均由 中華民國田徑協
會提供。

裁判制度: 舉 凡制度之產生效果，端賴於是否能夠公平、合理 、確實而徹底的

實 行。本研究所提裁判制度是指田徑裁判人員的資 格 任用、升遷、
訓練、考核、獎懲、管理等方面訂定實施的方法。

我國田徑裁判制度現況探討/張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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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裁判制度實施辦法內容簡介
一、宗旨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高田徑裁判水準與素養，進
而建立良好的裁判制度，特訂定「田徑裁判制度實施辦法」。

二、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團體育運動總會「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裁判制度實施準
則」之規定辦理。

三、本辦法按本會實際需要建立裁判制度，對裁判資格分級、甄試任用、進修
晉級、考核管理及獎勵等分別重丁定之。
四、本會裁判員資格應備之條件包括

(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會會員或所屬團體單位之會員

(二)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三)熟悉田徑規則及裁判技術者
(四)參加本會所屬縣市裁判講習會並經考試合格者

五、裁判等級區分
(一)縣市級 (C 級)

:符合本辦法第四款一至四項規定，參加縣市級裁判講

習會經考試合格者。

(二)省、市級 (B 級)

:取得縣市紋裁判五年以上，並且每年實際擔任裁判

十場以上及通過省級考試合格者(含筆試及場試)

，且具有能力擔任

省市比賽大會裁判工作者 D

(三)國家紋 (A 級) :取得省市級裁判證五年以上，且每年實際擔任省市絞
以上裁判工作者，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講習會通過考試合格者(含筆

試及場試)且需具備熟練裁判技術及規則精神，並擔任本會主辦或協
辦之競賽裁判工作者。
六、本會每年 均定期舉辦裁判講習會或研討會，縣市級及省市級 裁判則由縣市

級及省市 分別辦理後呈報本會核發裁判證'國家級裁判則由 本會進行核發
裁判證並 報請中華民團體育運動總會備查。

七、本會各級 裁判講習會最低研習時數為三天(或授課達二十四 小時)並且連
續性之方式舉辦，授課內容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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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徑規則(含裁判員修養)

(二)裁判技術及處理
(三)裁判職責

(四)判例分析

(五)裁判示範及實習
(六)國家級裁判講習，英文列入必備課程
八、各級裁判員晉級均需經過縣市或省市比賽擔任十至二十場以上之實際裁判
經驗，並登記有實習，且熟悉並了解規則，表現良好者才可以參加高一級

之講習會，取得國家級裁判，平常應不斷進修，始得擔任國家代表隊裁判
或參加國際性舉辦之裁判講習會。

九、本會已成立競技管理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委員會議，且每年舉辦一次國
家級裁判研習會，以提高裁判水準。
十、國家級合格裁判員需經加盟團體推薦參加講習會考試合格後，本會競技管

理委員會審查通過，經由本會頒發證書，省市級及縣市級由加盟團體審查
後，造冊報本會裁判組核發證書。

十一、本辦法經全團體育運動總會(入四)體總訓字第 00 二 O 六 0 號函核准在
案。

參、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裁判組織體系表簡介
國內現行田徑裁判證照管理及執行方式，如下表一所示:

由競技管理會審核
後經理事會通過

甘

由省市會審核，須於每年元
月下旬前推薦寄達全國協會

縣

終身國家級裁判員

主5

士歲
年口
lIll-

，、
MMW

于
A

協會轉發證書

裁

辦(市)

20 歲

(市)

統一頒發裁判證與手冊

國家級裁判員

每年十二月底前造冊報全

會會

級

主縣

員

•

習員

田協裁判組

報並
名於

判

~

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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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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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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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競技管理委員會識判組織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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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一、裁判分級與考照方式
:本會或所屬團體單位之會員，年滿二十歲以上，品

(一)縣市級裁判 (C 級)

行端正無不良紀錄，熟悉田徑規則及裁判技街，通過本會所屬縣市委員會
舉辦之講習會考試合格者。

(二)省、市級裁判 (B 級)

:取得縣市綾裁判資格五年以上，並且每年實際擔

任裁判十場以上，通過本會所屬省、市舉辦之講習會考試省級考試合格者

(含筆試及場試)

，具有擔任省市比賽大會裁判工作能力者。

(三)國家級裁判 (A 級)

:取得省、市級裁判證五年以上，且每年實際擔任省

市級以上裁判工作，每次均需加蓋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全國講習會，通過
考試合格者(含筆試及場試)

，具備熟練裁判技術及規則精神，並能擔任

本會主辦或協辦之競賽裁判工作者，截至 90 年 10 月止，國內現有國家籍

裁判共計 347 人。
省、縣、市田徑委員會所舉辦之 B 、 C 級裁判講習會，需事先向全國田徑協
會報備核准，其所通過測驗之裁判名單，亦需經全國田徑協會核准後統一發照。

為考核裁判參與工作紀錄，國家級裁判參與工作時務必攜帶裁判證'交執行人
員蓋章。

二、各級訪判講習會授課內容簡介

(一)縣市級裁判講習會

舉辦日期三天，課程內容包括一般通則、裁判修養、競賽編排工作
要領、.發令、終點計時、槍察員執行工作要領、檢察員之實地操作、擲

部裁判法、擲部實習、跳部裁判法、跳部實習、紀錄及檢錄、測驗及綜
合研討會等(桃園縣田徑委員會，民 89) ，測試及格標準由各縣市自訂。
(二)省、市級裁判講習會

舉 辦 日期四天，課程包括裁判員的修養與具備條件、 裁判職責與技
術、通 貝11 、點名員執行工作要領、跳部裁判法與特殊問題 探討、擲部規
則與工 作 要領、發令員執行工作要、槍查員執行記時員工 作要領、終點

裁判工 作 、風速測量工作要領、路跑規則及工作要領、競 走、四百公尺
半圓式運動場規劃、各項表格、裁判術科實習、綜合研討及測驗等(台

灣省體育會田徑協會，

88

)測試及格標準為 80 分。

我國田徑我判制度現況探討/張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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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級裁判講習會
舉辦日期四天，課程內容包括一般通則、裁判修養、跳部、擲部、
馬拉松路跑、槍錄紀錄、終點攝影、測驗等。其考評辦法色括學習精神

及出席時數佔 20%

(缺席 3 小時以上不計分)

，學科測驗佔 80%

'總分

未達 85 分者不發證，領有國家級裁判證者，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辦理全國

性、國際性競賽時優先聘任，並做為出國講習之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
會，民 89 )。
以上裁判講習會教材內容，均由易而繁，由淺而 i笨，大致符合運動裁判法

所需研習內容，涵蓋運動規則內容條文的研習、運動裁判技能的研習、身心健

康的條件及精神力量集中的標準(英正治，民 78 )。雖然證照之類別不同，但
頒授過程都由主管機關-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來監督控制，皆有嚴謹的頒授手續，
以控制裁判之專業素質，提升社會認同。唯對於裁判員證照之登記及更新，如

何一方面掌握裁判之數量，一方面維持其素質，除了必須有新陳代謝的功能，
而且提供有志者參與的機會，以對人力資源之開發有所助益，似仍有加強規劃
之處。此外，國內田徑裁判之證照制度已能有效等級區分，若能稍適修正配合

進修制度，不僅具有客觀的依據，且對體育專業人員應有激勵作用，此成效當
可媲美日本(劉照金，民 80)

，值得推崇，並做為國內其他單項運動協會之楷

模。

三、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競技管理委員會與戰判組職掌:
國內田徑裁判證照制度，均由競技管理委員會與裁判組負責規劃與執行，

彼此合作無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僅簡述其工作執掌如下:
(一)競技管理委員會以研究處理田徑運動裁判及規則之技術問題，並研訂田
徑場地、設備、器材、檢定制度為宗旨。其任務如下:

1.田徑裁判及規則之技術研究處理事項。
2. 田徑器材之研究推展及專利之申請事項。
3. 田徑 場地 、 設備及器材按定制度之研訂事項。

4. 其他 交辦及有關技術事項。

(二)裁判組職 掌:
1.編譯 及研訂最新田徑規貝lja 裁判法規。

2 . 配合 各種競賽遴聘或推薦裁判執行任務 。

3. 裁判工作之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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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辦國家級裁判工作之考核。
5. 舉辦國家級裁判講習及建立裁判分級制。

6. 推薦優秀裁判人員出國觀摩與參加講習。
7. 蒐編裁判判例。

8. 執行其他有關裁判工作及交辦事項。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縱觀上列敘述，僅將本研究探討結果，簡述如下:

(一)我國田徑裁判共分三級:
1.縣市級裁判 (C 級)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會會員或所屬團體單位之會

員，參加本會所屬縣市裁判講習會三天並經考試合格者，筆試及實習合
格標準自訂。

2. 省、市級裁判 (B 級)

:取得縣市級裁判五年以上，參加省市級裁判講

習會，並且每年實際擔任裁判十場以上，及通過省紋考試合格者(含筆

試及場試)

，且具有能力擔任省、市比賽大會裁判工作者，筆試及實習

合格標準為 80 分。

3. 國家級裁判 (A 級)

:取得省市級裁判證五年以上，且每年實際擔任省

市級以上裁判工作，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全國性講習會，通過考試合格
者(含筆試及場試)。其考評辦法中規定學習精神出席時數佔 20%( 缺

席 3 小時以上不計分)

，學科測驗佔 80%

'總分未達 85 分者不發證。

(二)各級裁判講習會授課內容

授課內容包括裁判職責與素養、運動規則、裁判技術及處理、判例分析、

裁判示範及實習等。
(三)國內田徑裁判證照制度，均由競技管理委員會與裁判組負責規劃與執行。

二、建議
(一)因應省 級虛級化，田徑裁判制度實施辦法及裁判組織體系 等，均有部分
修正之 必要。

(二)競技管 理委員會與裁判組理應相輔相成，工作職掌應力求 釐清，建議裁
判組組長應可由競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或執行秘書兼任，以利業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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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三) c 級考照資格，應可考慮增加臨場經驗之時數，國內體育科系規劃田徑課

程，亦應安排各縣市或校際田徑賽中裁判實習，以利畢業後考照之需，並
增加推廣服務機會。 B 級裁判應改由全國田徑協會舉辦講習會授証。
(四)裁判講習會乃學術性研討會，建議由競技管理委員會統籌規劃課程，委

請裁判組推動執行。

(五)目前國內田徑裁判為數不少，參與執法機會似乎僧多粥少，建議大型運
動賽會各縣市委員會推薦員額時，應採行輪流制度，以示公允，並培養更

多優秀裁判人才。
(六)競技管理委員會應可設「裁判遴選小組 J '負責各大型比賽裁判之督導，

並推薦優秀裁判人員出國觀摩或參加講習。

(七)對表現優異長年服務奉獻田徑界之資深裁判，應授與「終身國家級裁判
員」之銜，於適當公開場合表揚，並尊為永久義工裁判。
(八)田徑裁判工作時間冗長，又得飽受風吹雨打之苦，實非具備充沛體力不
可，因此是否酌情增加「體能測驗 J '有待再行商榷。

(九)應多爭取國內裁判擠身國際賽會執法機會，以提昇我國際體壇地位 c
(十)與國內其他項目如籃、排球等裁判制度相形比較，籍以截長補短設計更
理想之實施型態，可列為後績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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