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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運動起源 
 

木球運動乃由翁明輝先生於 1990 年自行研發而成之

新興運動項目。1990 年初翁明輝先生看上臺北士林內雙

溪友人一塊環境清幽但荒廢的山坡地，計畫開墾、種花供

年邁父親活動、賞花。翁明輝先生雇工整理山坡地及整修

荒廢的梯田，將原本雜草叢生的荒地重建為日後的「木球」

誕生地－「後花園」。因翁先生也打高爾夫球，但卻有感

於打高爾夫球在開銷及時間上皆不夠經濟，故興起自行製

作簡單球具，但卻能夠享受在整修後的梯田草地上揮桿擊

球樂趣的念頭。 

幾經反覆思索、設計、試做球具，雖其中皆採用自然

原木製作，但形狀、效果都不甚理想，突然有一天翁先生

注意到自宅木質樓梯扶手上直徑 10 公分的圓形木球，大

小適中且能以一手輕易拿起，故決定採用直徑 10 公分木

球為標準(後木球規則採用更適宜的直徑 9.5 公分)。球桿

造型亦是翁先生注意到臺灣啤酒酒瓶的外觀，認為適合當

作球桿桿頭部分，經製作樣品且試打過後，不論是揮桿或

推桿效果皆佳，如此木球與球桿外型大致確定，接著則僅

剩下擊球目標尚未完成雛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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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挖球洞下雨天易積水，且希望能方便移動，所

以參考足球球門外型，將兩側門柱皆換上木製啤酒瓶，底

部並裝有 20 公分長釘，以利隨時於草地上佈設、拆卸球

門。足球門球網則改成倒掛於木球門中的木酒杯，當木球

通過球門時，木酒杯會向上翻轉，象徵著乾杯慶祝，同時

可減少過門與否之爭議。 

前後約一年時間從無到有，才發展、確立整套器材外

型，日後又經過一年的改良、試做，才算完成現今所使用

的木球、球桿、球門的設計。往後每一次受邀到後花園打

木球的朋友，總會問到「這麼好玩的運動是哪國引進的？」

翁先生聽了以後總是憂喜參半，喜的是木球肯定是十分新

奇，所以大家才會認為是舶來品；憂的是現今球類運動都

為外國人發明，尚未有華人的球類運動普及於社會間，且

直到木球運動創出以來，每一項運動皆為外國人發明，而

我們跟隨參與。此一誤會激起了翁先生全力推廣木球的決

心，於 1993 年 9 月 11 日成立中華臺北木球協會，希望

能將男女老少都適合的木球推廣成一新興運動，為世界體

壇開創由華人自行發展的運動項目。 



 

 iv

木球規則 索引 

第一章 場  地 
    第一節  通則-------------------------------------1 
    第二節  木球場地規劃--------------------------1 
    第三節  木球場地規格--------------------------2 
    第四節  球道使用-------------------------------5 
第二章 球  具 
    第一節  通則------------------------------------6 
    第二節  球具規格-------------------------------6 
第三章 球  隊 
    第一節  球隊-----------------------------------11 
    第二節  球員-----------------------------------11 
第四章 裁判職掌 
        第一節  裁判長--------------------------------12 
        第二節  裁判員--------------------------------12 
        第三節  司線員---------------------------------13 
第五章 比  賽 
    第一節  通則-----------------------------------13 
    第二節  比賽制度------------------------------14 
    第三節  比賽進行------------------------------14 
第六章  發球犯規及罰則---------------------------------19 
第七章  擊球犯規及罰則---------------------------------20 
第八章  比賽時犯規及罰則------------------------------21 
第九章 球門區犯規及罰則------------------------------24 
 



 

 v

沙灘木球規則 索引 
第一章 場  地 
    第一節  通則-----------------------------------25 
    第二節  沙灘木球場地規劃-------------------25 
    第三節  沙灘木球場地規格-------------------26 
    第四節  球道使用------------------------------29 
第二章 球  具 
    第一節  通則-----------------------------------30 
    第二節  球具規格------------------------------30 
第三章 球  隊 
    第一節  球隊-----------------------------------35 
    第二節  球員-----------------------------------35 
第四章 裁判職掌 
    第一節  裁判長--------------------------------35 
    第二節  裁判員--------------------------------36 
    第三節  司線員--------------------------------37 
第五章 比  賽 
    第一節  通則-----------------------------------37 
    第二節  比賽制度------------------------------37 
    第三節  比賽進行------------------------------38 
第六章   發球犯規及罰則---------------------------------43 
第七章  擊球犯規及罰則---------------------------------44 
第八章  比賽時犯規及罰則------------------------------45 
第九章 球門區犯規及罰則------------------------------47 

 



1 

木球規則 第一章  場地 

第一節  通則 ： 

一、木球場地應設在廣闊的草地或泥土地

上並規劃比賽球道。 

二、木球場地可利用自然物做為球道障礙

物或界線，如樹木、樹叢、擋牆、土

堆…等。 

三、球道外可視地形設置參觀區。 

四、木球比賽場地，應設有平面配置圖，

標示球道地形及全景。 
 

第二節  木球場地規劃 

一、每一木球場地規劃為十二（或其倍數

）個球道。 

二、每一木球場的十二個球道之總長距離

至少須七百公尺以上。 

三、球道地面以平坦為原則。 

四、球道依地形規劃成直線式球道和彎曲

式球道。 

五、球道上可設簡單障礙物以及臨時界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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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木球場地視面積大小，規劃出長、短

不等距離的球道。球道長度在三十公

尺至一百三十公尺之間。 

七、如因區域性氣候或地形影響，當地主

辦單位可酌情規定適用規則，但不得

違反本規則原有精神。 

八、球道界線為零‧五公分直徑白色或黃

色圓繩。 
 

第三節  木球場地規格 

一、球道應定期保養，賽前應修剪球道上

的草及地面之整理。 

二、每一球道寬度，可依地形規劃，但最

窄處不得少於三公尺，最寬處不得超

過十公尺。中距離球道寬度四公尺以

上，長距離球道寬度五公尺以上。 

三、球道長度：五十公尺以下為短距離球

道（標準桿：3），五十一至八十公

尺以下為中距離球道（標準桿：4）

，八十一至一百三十公尺以下為長距

離球道（標準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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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個球道中，至少須有四個彎曲式

球道。其中，二個左彎道、二個右彎

道。每個彎曲式球道以一個轉彎點為

限，轉彎點至球門中心不得超過十公

尺的距離。 
五、十二個球道中至少須有二個短距離球

道及二個長距離球道。 

六、球道長度之丈量，從發球線中心點沿

球道中央至球門中心點之長度為每

一球道實際距離。 

七、每一球道起端，應設一橫線為起點線

稱為發球線。線長二公尺，橫線兩端

向後畫設三公尺的長方形範圍稱為

發球區。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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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一球道末端，應設有以球門為中心

直徑五公尺的圓形球門區，球門兩側

若受地形影響，得不受直徑五公尺的

限制。球門區後方距球道邊緣界線，

應有二公尺以上之緩衝地面，如下圖: 
 

 

 

 

 

 

        

九、球門架設在球門區之中心點，球門可

朝向球道任何一方向，如上圖： 

十、發球區及球門區地面，須平坦無障礙

。 

十一、球道上每二十公尺佈置藍色邊線

旗，彎道轉角佈置黃色轉彎旗，球

門 後 方 球 道 末 端 佈 置 紅 色 底 線

旗。黃色轉彎旗佈置於線上，其餘

旗幟佈置於邊線外一個球距以上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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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球道使用 

一、每一球道在未完成一組比賽前，次一

組球員在不影響前一組比賽情形下

，始得進場擊球。 

二、每一球道以四至五人同時進行比賽為

原則。 

三、比賽進行時，除比賽球員、裁判員外

，禁止其他人員進入球道內。 

四、球員擊球時，其他球員應退至三公尺

外的安全位置。 

五、球道上的草皮，因擊球而被挖起時，

擊球後應立即鋪平（或踩平）。 

六、球員於擊球前，不得整理球體前方或

後方之球道。  

七、球道上設置之障礙物，不可任意移動

。 

八、如因刮風、下雨等天候因素，致使樹

枝、樹葉、廢棄物等硬體掉落在球道

上時，球員可以請求清除。 



6 

木球規則 第二章  球具 

第一節  通則： 

一、球具含球、球桿、球門等三件。 

二、比賽球具必須為國際木球總會審定標

準檢定合格之球具，合格球具以當

年度國際木球總會公告認證合格品

牌為依據。 

 

第二節  球具規格 

一、球 

（一）球須為圓型球體，且為木質製成，

直徑 9.5±0.2 公分；重量 350±80

公克。 

（二）球體上須標示號碼及木球標誌。 

（三）球的形狀與規格，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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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桿 

（一）球桿為 T 字型，球桿總重量約 800

公克。 

（二）球桿總長 85±15 公分（含握桿和

桿瓶部份）。 

（三）球桿頭之桿瓶長 21.5±0.5 公分；

桿瓶頭直徑 3.5±0.1 公分，桿瓶底

裝置一圓形橡膠墊，圓形橡膠墊直徑

6.6±0.2 公分，高 3.8±0.1 公分。 

（四）球桿形狀與規格，如下圖： 
1、球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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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桿瓶 

 

 

 

 

 

 
 

 

3、橡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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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球門 

（一）球門為  型。附有金屬棒、栓頭

、橡膠管配件。 

（二）球門以兩支瓶狀物為球門柱，固定

於地面上，門柱內緣寬度為 15±
0.5 公分，球門中懸掛一門杯，門

杯距地面 5±0.5 公分。 

（三）球門上得設置旗杆，球門形狀，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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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球門設備規格，如下圖： 

 1、門柱 

 

 

 

 

2、門杯 

 

 

 

3、金屬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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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規則 第三章  球隊 

第一節  球隊 

一、隊職員：球隊隊職員由領隊、教練、

管理、隊長、隊員組成。 

二、每隊球員可報名四至八人（含隊長）

，四至六人出賽，取最佳四人計算團

隊成績。 

第二節  球員 

一、未經報名註冊球員不得參加比賽。 

二、同隊球員必須穿著同款式運動服裝參

加比賽。比賽時球員不可穿著高跟鞋

或不適宜運動之服裝。 

三、球員出場比賽應攜帶大會製發球員證

，以備資格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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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規則 第四章  裁判職掌 

第一節  裁判長 

一、瞭解大會競賽辦法和比賽方式。 

二、分配裁判員工作及傳達注意事項。 

三、督導裁判員執行比賽之狀況。 

四、協助解決裁判員執行時所發生的問題

。 

五、決賽成績之核對。 

六、如有申訴或抗議案件時，得請求召開

審判委員會議，並向委員會報告事情

經過。 

七、必要時於賽前向球員宣佈裁判規則及

注意事項。 

 

第二節  裁判員 

一、核對比賽球員名單及球具檢查。 

二、宣告每一個球道之比賽開始及球員打

擊順序的作業。 

三、宣告每一球道比賽結束及參賽球員的

擊球桿數記錄。 

四、帶領比賽球員依球道號序完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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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賽中違例、犯規等事件之處理，宣

告暫停及再開始比賽之事宜。 

六、記錄球員擊球桿數和違規。 

七、核對比賽結果以及要求球員簽名確認

。 

八、裁判員在球場上移動或前進路線，必

須不影響球員擊球。 

九、裁判員在球場上佇立位置，必須能明

視球員擊球及球體前進路線的位置

為佳。 

第三節  司線員 

一、比賽須置立司線員，以輔助裁判員判

定比賽球是否出界與球出界點位置。 

 

木球規則 第五章  比賽 

第一節  通則 

一、木球比賽應依大會競賽規程和國際木

球規則進行。 

二、每位球員必須賽完第一至第十二個 (

或其倍數)球道後，依比賽總桿數多寡

判定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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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球員如有未賽完之任一球道或中止比

賽，均不予核計該球員比賽成績。 

第二節  比賽制度 

一、競賽項目分為： 

（一）個人賽：以個人為單位之比賽。 

（二）雙人賽：以兩男、兩女或一男一女

為單位之比賽。 

（三）團體賽：以每隊四至六人為單位之

比賽。 

二、比賽方法分為： 

（一）桿數賽：以十二個球道（或其倍數

）擊球總桿數低者為勝。 

（二）球道賽：十二個球道（或其倍數）

中獲勝球道(桿數低者)多者為勝。 

第三節  比賽進行 

一、比賽開始 

（一）當裁判員宣佈比賽開始，球員應依

編配或抽籤順序開始發球比賽。 

（二）當裁判員宣佈比賽開始後，參賽者

如遲到五分鐘或拒絕參賽，則取消

比賽資格。 

（三）當球員進入發球區發球時，其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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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應退至發球區後方，以策安全。 

（四）發球時應將球放置於發球區內，並

向球門方向發球。 

二、比賽中 

（一）比賽時，比賽球穿過球門金屬棒，

並位於門杯後方、球體不得接觸門

杯，即為完成一球道比賽。如比賽

球未能過門成功且與門杯仍有接

觸，該球員直接加記一桿並視為完

成比賽，以維護球門於比賽時的穩

固。 

※過門判定補充說明： 

倘球通過球門且離開門杯後再滾回

接觸門杯時，當有裁判員/司線員目

擊即判定過門成功；無裁判員/司線

員目擊時以同組多數球員看到即判

定過門，球員間如有爭議時以球體

靜止點為判決依據。 

（二）比賽中球體落在界線外地面上，即

為界外球。 

※界外球判定補充說明： 

倘球離開界線再滾回接觸界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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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裁判員/司線員目擊時即判定界

外球；無裁判員/司線員目擊時以同

組多數球員看到即判定界外球，球

員間如有爭議時以球體靜止點為判

決依據。 

（三）發生界外球情形，尚未輪到打擊順

序時，需先將球拾回並置於出界點

線外一顆球距離以外的位置；待輪

到打擊順序時再將球置於以出界點

為中心，二個桿瓶長度為半徑的球

道上擊球，但須加計一桿。 

（四）比賽球如果掉落或進入坑洞、樹叢

、水塘……等障礙內，無法打擊時

，得移出置於障礙物入界點為中心

，按界外球處理或無限向後延伸的

球道上新球位，但須加計一桿。 

（五）比賽中，打擊者揮桿時其他球員應

退至球道兩側或打擊者的後方三公

尺以上之安全距離。 

（六）球門前方或後方，球道上的球均可

直接攻門。 

（七）比賽中如因不可抗拒的天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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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繼續進行比賽，由大會宣佈。 

（八）完成一球道比賽後，始能繼續進行

次一球道比賽，類推至全部球道賽

完為止。 

（九）次一球道發球順序，依編配號碼順

序輪流發球。 

（十）比賽中球員如需更換球具時，球具

須經大會檢查合格後才可使用。比

賽球則須賽完一球道後始能更換（

如比賽球損壞時不受此限）。 

（十一）球員擊球時，如在擊中球之同時

，球桿斷裂仍視為完成一次擊球，

不可要求重新打擊。 

（十二）比賽球被不同球道之球碰擊，新

停球點為其球位，如球被碰擊出界

，以界外球處理，但不需罰桿。 

（十三）球員身體任何一部份或球具不得

觸及自己或他人的比賽球及球門。 

（十四）攻門或擊球時，手握球桿不得握

觸桿瓶。 

（十五）打擊時，球桿不得由雙腿胯下擊

球或攻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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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每一球道距離球門五公尺，如設

有標示線，線外直接攻門而完成過

門時，該球道桿數減一桿。 

（十七）中、長球道中如設有三十公尺超

越線時，球員發球若未超越此線者

加計一桿，若三十公尺內出界時或

超越此線後球再出界時，以界外球

處理。 

三、勝負結果： 

（一）每位球員必須有每一球道的比賽桿

數，以及賽完十二個球道（或其倍

數）的總桿數記錄，否則不予核算

成績。 

（二）勝負判定： 

1、桿數賽： 

（1）以每位球員賽完每一場十二個球

道（或其倍數）的總桿數判定勝

負，以低桿者為勝。若總桿數相

同者，得以最後十二個球道桿數

低的球道多者為勝，依此類推；

或由大會指定方法判定之。 

（2）團體賽勝負判定，以團隊最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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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桿數總和低者為勝。若總桿

數相同時，以各該隊個人總桿數

低者為勝，依此類推。若情況完

全相同，則由大會指定方法判定

之。 

2、球道賽：每一場球賽中獲勝球道多

者為勝，若相同時，得由

大會指定球道加賽至分

出勝負為止。 

 

木球規則 第六章  發球犯規及罰則 

一、裁判員作出打擊手勢，球員就位後，

該球員應在十秒鐘內完成擊球動作，

違者警告，再犯時，罰加計一桿。 

二、發球時，球員應將球置於發球線上或

發球區地面上，從靜止狀態下開始擊

球，違者罰計一桿，重新發球，計第

二桿。 

三、發球後，球未能離開發球區應計一桿

，再重新發球，計第二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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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規則 第七章  擊球犯規及罰則 

一、每次擊球時，以球桿置於球體後方的

靜態下開始揮桿打擊。不可在行走中

擊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

擊下一桿。 

二、擊球時，如因揮空桿或擊球前之預備

揮桿練習(不得碰觸球體)，均不予計

桿，但不得一而再的練習而拖延比賽

，違者警告，再犯時罰計一桿。 

三、輪到打擊順序時，球員不得有拖延行

為，應在十秒鐘內完成擊球，違者警

告，再犯時罰計一桿。 

四、球員擊球時，前方球道上禁止有人穿

越、走動。如球員犯規，該犯規球員

罰計一桿。 

五、球員擊球時，其他球員不得喊叫或有

不當言行而影響打擊，違者罰計一桿

。 

六、擊球時，因揮桿而碰觸球體或使球體

移動，即算一次擊球，計一桿。 

七、擊球時須以桿瓶碰擊球體，桿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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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瓶底均可使用。禁止以桿瓶側面或

以握桿擊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

新球位擊下一桿。 

八、禁止以球桿做持球推送動作，違者罰

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九、滾動中的球不可連擊，違者罰加計一

桿，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十、攻門或擊球時禁止以手握觸桿瓶打擊

，違者罰加計一桿。若擊球過門不算

，並從新球位重新擊球。 

 

木球規則 第八章  比賽時犯規及罰則 

一、球道上的比賽球，依距球門遠者先擊

球或經裁判員指示擊球。不可任意擊

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擊

下一桿。 

二、球道上的比賽球，因擊球而球體落在

球道界線外地面上球體未接觸界線時

，以界外球論，每次界外球，均須罰

計一桿。 

三、比賽時，凡有可能妨礙行進路線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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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皆可要求先打或拾起，而拾起

前應在緊鄰球體正後方的球道上先行

標記，再拾起球體，但須經裁判員同

意後執行，違者罰計一桿。 

四、比賽球如碰撞到做為界線之障礙物再

彈回在球道上不以出界論；如碰撞界

線外之障礙物，即以出界論，並按界

外球處理。 

五、在各種彎曲式球道上比賽時，球體必

須在球道上進行，不可截彎取直方式

擊球飛越界外區，違者以界外球論。 

六、球道上之比賽球，因擊球而碰撞時： 

（一）被他人擊中之球未出界者，以新球

位為準，如球過門，即算完成該球

道比賽，如球出界以界外球處理，

但不罰桿。 

（二）如打擊者之球因碰撞而出界，以界

外球處理，罰計一桿。 

（三）如打擊者之球因碰撞後仍留在球道

上，即以新靜止點為準。 

七、比賽進行中，球員、教練或該相關人

員如違反運動員精神，警告並要求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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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改善，同時罰計一桿。再犯時，則

取消比賽資格。 

八、比賽球員身體任何一部份或其所持球

具碰觸自己或他人所打之比賽球和球

門時，罰計一桿，而球之停止點為新

球位。 

九、比賽球員未依規定揮桿打擊或由雙腿

胯下擊球，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

擊下一桿(過門不算)。 

十、比賽中球員如需更換球具時，球具須

經大會檢查合格後才可使用。比賽球

則須賽完一球道後始能更換（如比賽

球損壞時不受此限）。違者取消比賽資

格。 

十一、球員於擊球前，不得整理球體前方

或後方之球道，違者罰計一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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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球規則 第九章  球門區犯規及罰則 

一、球門區內的比賽球，球道賽時以距離

球門遠者先打，桿數賽時則以距離球

門近者先打，違者罰加計一桿，若擊

球過門不算，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二、球員不可故意破壞球門，違者警告，

並罰計一桿，再犯者取消比賽資格。 

三、球員攻門時，球桿碰觸球門者，罰加

計一桿。如球過門成功，視同完成該

球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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