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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籃大不同—探討比較國際籃球比賽規則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籃球是世界上最多人觀看的球類活動之一，從 1936 年起就是奧運的正式競賽項目
之一。本研究成員從小就接觸籃球運動，長大收看 NBA 以及其他籃球聯賽後，興趣更
為濃厚，更想去深入了解，因而常常閱讀籃球雜誌，並且參加了暑期籃球營，高一也參
加了校內的籃球社，對於籃球的熱情一直不減，成為本研究的最大動機。
本研究成員愈多了解籃球相關資訊，就發現國際籃球比賽有不同的規則，因而想要
了解與比較國際不同籃球協會或總會的籃球比賽規則。
二、研究方法：
利用資料蒐集法，除了搜尋網路上相關網站，以及到圖書館研究書籍、雜誌外，並
訪談校內籃球教練王老師討論國內外規則不同差異。
三、研究目的：
了解分析 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FIBA（國際籃球總會）的籃球規則，了解其
中差別，並加以探討。
四、研究流程

結論

討論與分析

訪談籃球教練

匯整分析資料

搜集籃球規則

訂定題目

貳●正文
一、緣起
籃球是一個由兩隊參與，每隊出場 5 名隊員，在一個長方形籃球場進行的球類運動，
可向任何方向傳球、投球、拍球、滾球或運球，比賽的目的是將籃球投入對方球籃得分，
並且阻止對方獲得球或得分。籃球一直是世界上最多人觀看的球類活動之一，從 1936
年起就成為奧運的正式競賽項目之一。
籃球比賽規則是在三分線內投進可得兩分，若在三分線外投籃，可以得到三分。
在比賽結束時，得分最多的球隊獲勝，但若二隊平手，則會進行延長賽。在球賽中，掌
控球者能以持續運球（將球彈到地上，再反彈到自己手中）的方式行進或奔跑，也可以
將球傳給其他队員，但若走步（掌控球者沒有運球，且移動超過指定範圍或指定方式）、
翻球或二次運球均是違例。違例稱為犯規（但就一般而言，違例不等於犯規）。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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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是指個人違例的情形，若單場中個人犯規累計超過一定次數，此場比賽及終止。若一
球隊正要投籃之際，防守球隊犯規，進攻球隊則可以獲得罰球的機會。有時也會出現技
術犯規，多半是球員或教練出現非體育道德行為時，此時由另一隊罰球，而且罰球後有
控球權。
1891 年 12 月 21 日，籃球運動由美國麻塞諸塞州春田市基督教青年會學校(又説於
加拿大發明）（現今春田學院）體育教師詹姆士 · 奈史密斯（James Naismith）博士所發
明。當時進行的方式是投擲至裝放桃子水果的籃子為目標，因此取名為籃球。起初最開
始的籃球運動所使用的球類是足球，直至 1950 年代晚期，湯尼 · 科爾才引進了此項運
動專用的褐色籃球。最初籃球比賽的上場人數、場地大小、比賽時間均無嚴格限制，只
要人數相等就可比賽。

圖一 發明籃球的詹姆士 · 奈史密斯
James Naismith
( Pinterest The world’s catalog of ideas )
國際籃球總會（FIBA）在 1932 年於瑞士日內瓦成立，是國際奧委會成立的兩年後。
原名是國際業餘籃球聯合會（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Basketball Amateur）「中文維基
百科，國際籃球總會，2016」初期只有八名會員。
國際籃球總會成功爭取在 1936 年於德國柏林和以後舉行的奧運會加入籃球這一個
項目，進一步推廣籃球。1948 年國際籃總決定從 1950 年開始每四年舉行一次世界籃球
錦標賽，在 2012 年宣佈更名為男子世界盃籃球賽「中文維基百科，籃球，2016」。在
1953 年則是首次舉行世界女子籃球錦標賽。兩項比賽都是四年舉辦一次。
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縮寫為 NBA）是北美的職業籃球
組 織 ， 擁 有 30 支 球 隊 ， 分 屬 兩 個 分 區
（Conference）：東區和西區「中文維基百科，
NBA，2016」
；每個聯盟各由三個分組（Division）
組成，每個分組有五支球隊。30 支球隊當中有
29 支位於美國，只有一支來自加拿大的多倫多。
一般直接稱作 NBA、美國籃球聯賽或美國職業
圖二 NBA 籃球隊克里夫蘭騎士隊
籃球聯賽（簡稱「美職籃」）。
(Steve Aschburne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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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籃球總會規定，參加奧運會籃球比賽的男子隊伍為十二隊，資格為上屆
奧運會的前三名，主辦國，以及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亞洲、歐洲、非洲
的冠軍隊和世界性資格賽的第一名。參加奧運會籃球比賽的女子隊伍則為八隊。參加女
籃資格和男籃一樣，均包括上屆奧運會的前三名，主辦國，另外則是世界性選拔賽的前
四名。是美國籃球隊和蘇聯籃球隊兩國是歷屆奧運會上成績最佳的隊伍。在 1989 年，
FIBA 准許職業籃球球員參與奧運籃球賽事，例如一些在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BA）球
隊效力的美國球員「中文維基百科，國際籃球總會，2016」。職業籃球選手可以參加奧
運會比賽，則是於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會開始，更多提高了奧運會籃球賽的水準。

二、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FIBA（國際籃球總會）規則之不同
從「防守」的角度來看 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FIBA（國際籃球總會）規則的
不同。
FIBA 贊同球隊使用「純正的區域聯防」
，但 NBA 的規則則是鼓勵「人盯人的防守」
，
所以 NBA 和一些美國球員都是從小採取適應人盯人的防守，因此很多在 NBA 優秀的國
際球員都很難以適應 FIBA 的防守規則。例如球員勒布朗 · 詹姆斯，在他的第一次世錦
賽的比賽中，就表現出了很多防守上的不適應。勒布朗的 NBA 教練在一次戰術中談到：
現在對手會對勒布朗形成包夾，勒布朗需要把球分給空檔的球員。在勒布朗的教練眼中，
多人防守只等於多個人對勒布朗進行一對一的防守，而不是聯防。這不止是勒布朗教練
的角度，也是很多 NBA 教練的角度。
菲力浦 · 桑德斯是 NBA 中目前比較擅長使用聯防的教練，但一如過去整個 NBA 的
防守體系還是建立在一對一的基礎上，這對美國的球員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可否認
的是，FIBA 在球場上的防守多樣性和技巧性的確要優於 NBA，但這也與他們的內線很
少低位單打和缺少超級突破型外線有關，歐洲的防守主要是阻止對手形成空位攻擊。
對 FIBA 防守有利的規則是球員們可以碰觸籃筐上的球，而且只有 5 次犯規（NBA
則為 6 次）
。裁判不會輕易吹一次犯規，這也使得比賽的防守動作比較大，而在 NBA 的
一些很細微的不合理的肢體接觸，都會被吹哨罰犯規。
NBA 的球員大多在運動天賦上要優於其他聯賽的球員，至少在彈跳能力和速度上都
是如此。很多歐洲的優秀球員打 NBA 時，技術和速率難以迅速適應，這也與歐洲球隊
大多以團隊來完成進攻有關。
另外“文化的不同”也是兩者籃球機構規則不同的因素之一，NBA 關注的是市場，
NBA 是“球員的聯盟”。 NBA 是勒布朗 · 詹姆斯、科比 · 布萊恩特、阿倫 · 艾弗森
等超級明星的聯盟，最好的球員可以在 NBA 相較於教練或者其他球員更多獲得很多的
利益，他們擁有「話語權」，在 NBA 的話語權代表：把球給我，其他人在旁邊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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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勒布朗 · 詹姆斯
Lebron-James
(Forbe ，2016)

圖四 科比 · 布萊恩特
Kobe-Bryant
(Jonathan Chew ，2016)

圖五 阿倫 · 艾弗森
Allen Iverson
(王朝網路、百科、2010)

經濟利益的趨勢也使得球員們更加關注個人的資料、個人的進攻和個人的防守，這
與歐洲的分享籃球的理念不太一樣。所以說，很難判斷誰比誰優秀多少。五名歐洲球員
在場上能做任何形式的防守。
FIBA 國際籃球總會的體系有點像美國的大學聯賽，所以美國的球迷們也不是從來
沒有見過區域聯防和“三分雨”。但美國是 NBA 的世界，每年有 82 場常規賽和冗長的
季後賽，一般的球迷需要找到理由去看其他的籃球比賽。如果 NBA 允許引入 FIBA 的規
則和文化，尤其是進攻端，也許根本不會看到現在這麼多的球星，邁克爾 · 喬丹和科比 ·
布萊恩特也不會成為那麼傳奇的人物。
面對這麼多的國際比賽，美國的教練們會聰明一點，如果他們的球隊沒有一個可以
在場上隨意奪下 30 分的球員，這些球員應該試試團隊作戰的策略，但本研究者不認為
一支擁有勒布朗-詹姆斯或者凱文-杜蘭特的球隊會做那麼多傳球遊戲。
三、討論與分析:
本研究曾訪談校內籃球教練王老師，並參照網路「批踢踢實業坊，2016」的資料，
再自行整理成表格，分析如下：
表一 FIBA（國際籃球總會）和 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規則的比較
FIBA
（國際籃球總會）
比賽時間

每節開球

NBA
（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四節，十分鐘。

四節，十二分鐘。

每節都由跳球開始。

第一節跳球，首次進攻之球隊
在第四節發後場端線球開
始，另一隊則是在 第二、三
節發後場端線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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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次數

一二三節各一次，第四節兩次。 每節各三次。

裁判人數

除了奧運及世界盃使用三人裁
判法外，其他比賽使用兩人裁
判法 。

三人裁判執法。

暫停時機

死球才可以暫停，但罰球中籃
後不可暫停，由紀錄臺通知裁
判暫停，若該隊已無暫停可使
用，紀錄臺不會通知裁判給予
暫停。

罰球中籃後發球隊可暫停，場
上亦可向裁判請求暫停，裁判
可允許暫停，但 若該隊已無
暫停可使用，則判罰該隊技術
犯規一次。

罰球時間限制

五秒內需出手。

十秒內需出手。

技術犯規罰則

球員技術犯規為一次罰球加中
場控球權，非球員技術犯規則 皆為一次罰球。
為兩次罰球加 中場控球權。

罰球員受傷之替補規
定

由 該 隊 教 練 指 定 一 人 上 場 罰 由對方教練指定一人上場罰
球。
球。

二十四秒規定狀況
為：當一球員出手，球
在空中時，二十四秒計 判定為違例，對方球。
時器響起，然後球未中
籃

沒有違例，比賽繼續。

八秒規定狀況為：當 A
隊一球員在後場控
由 A 隊發界外球，發進場內後 由 A 隊發界外球，發進場內
球，被 B 隊球員撥出
重新算八秒需進入前場。
後需在三秒內進入前場。
界外，此時已過了五
秒。
妨礙中籃規定
狀況為：當 A 隊球員
出手，球踫籃框後彈 皆為合法觸及，比賽繼續，因
起，球仍未離開籃圈上 妨礙中籃規定在球踫到籃框時
方圓柱體範圍， 被（1） 已經解除。
A 隊球員觸及 （2）B
隊球員觸及

（1）Goal tending，中籃不算，
B 隊球。
（2）Goal tending，球進算，
由 A 隊發端線球。

防守違例

任何防守方法都可。

防守球員使用區域防守時，不
得在禁區待超過三秒。

三分線距離

較短，6.25 公尺。

較長，23 呎 9 吋，約等於 7.24
公尺。

進攻免責區

無進攻免責區，即在球場任何 在籃下設有進攻免責區，進攻
地方仍會產生進攻犯規。
球員在該處不會被吹判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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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規。
發球位置

比賽最後兩分鐘，球在端線時
請求暫停時球在何處，即在何
請求暫停，暫停結束之後發球
處發球。
可以發前場球。

球進停錶規定

只有在第四節或決勝期的最後
兩分鐘球進之後停錶。

每一次球進皆會停錶。

技術犯規規定

登記個人犯規及團隊犯規。

亦登記個人犯規及團隊犯
規，但若犯兩次技術犯規則取
消比賽資格。

禁區形狀

為一梯形（如圖六）。

為一長方形（如圖七）。

球員犯滿次數

球員若犯規五次，即取消比賽
資格。

球員若犯規六次，即取消比賽
資格。

犯滿球員處理

犯滿球員必需下場，若只剩四
人可以比賽，則以四人下場比
賽。

犯滿球員必需下場，若只剩四
人可以比賽，則該犯滿球員可
繼續在場上比賽 ，但必需被
判罰技術犯規。

球出界規定狀況為：球
出手後，球踫到籃框彈
起，翻過籃板，未踫到 合法，比賽繼續。
任何障礙物，又落至籃
板後方的場內

球已出界，對方球。

圖六 FIBA（國際籃球總會）
禁區形狀為一梯形。
（第二人生、2015）

圖七 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禁區形狀為一長方形。
（第二人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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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論
了解 FIBA（國際籃球總會）和 NBA（美國國家籃球協會）規則的不同，當本研究
成員在觀看比賽或籃球雜誌時，就更能及時理解比賽的精彩度、球賽進行的韻律、教練
的指導和調度，以及球員在場表現的差異。
本研究認為 NBA 球員或教練到國際賽場會有不適應的現象，如暫停次數的不同、
以及犯規次數的不同。但也有對 NBA 球員有利的現象，如在國際賽場上三分線的距離
較短，NBA 球員在國際賽裡投三分球，在 NBA 也只不過是中距離，以及 NBA 賽事本身
強度較高的關係，所以在國際賽場上面對他國選手也會比較輕鬆些。至於其他國際球員
或美國本土的大學球員到 NBA 所要面對的問題多半是強度較高無法適應，以及三分線
的距離，之前有許多美國大學三分射手來到 NBA 後就不是射手了。
在 NBA 賽場上，明星球員會有所謂的「明星哨」
，有了這個哨聲，裁判可能會對
該明星球員在吹判方面會寬容些，如走步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NBA 在某球員上籃
或持球時，明明走步卻不響哨）。但到國際賽場，裁判則會一視同仁，且在國際賽場，
裁判對於走步的吹判會比在 NBA 嚴格些，也可能讓一些來打國際賽的 NBA 球員，亦或
是美國國家代表隊，多少會有些不適應的情形。
過去 NBA 是可採包夾的防守戰略，但由於 NBA 畢竟是一個商業聯盟，因此金錢
仍是較為重要的考量。若要考量到觀眾所喜好的比賽類型，大概就是需要不斷進球、不
斷得分的進攻類型，反之如果賽事變為不斷採包夾的防守戰術，雖然採用該戰術的球隊，
也許獲勝機率高些，但敵隊的進球會反而較少。如果兩隊都採取相同之戰術，那麼比賽
就會變成難看的防守戰，如碰撞力更強、命中率便低等等。所以 NBA 就採取所謂三秒
防守，也就是說防守球員並能離開自己所對位到的球員超過三秒，所以少了這種包夾防
守，在 NBA 裡較為吃香的，就是擅長一對一防守的球員，稱之為「大鎖球員」
。
NBA 與其他聯盟或是美國的大學籃球 NCAA 較大的不同，就是 NBA 是一個以球
員為主體的聯盟，如果隊上沒有明星球員，可能奪冠的機率會較小。但在其他聯盟教練
才是球隊的主體，球隊主要會因為教練有比他隊更優質的戰術。如有些在歐洲聯盟呼風
喚雨的總教練，到了 NBA 反而變成了小媳婦，變成了總教練要聽球員的話。
國際賽的規則變動會較小。但在 NBA，規則可能會因一個球員的舉動會是行為，
而去修改規則。
透過比較規則的差異，在球賽轉播和詳閱雜誌時，面對 NBA 選手在國際賽事的
表現，就能更理解球員們的表現，更能看到眾選手們在不同賽事時的適應與對自己的調
整。對於喜愛籃球的本研究成員，藉由了解規則的差異，無異是更能參與、體會、理解，
在球賽的精彩賽事中。
另外，根據訪談王教練說明，可能會因年齡或體能的不同而採用不同規則。在國
際賽場，裁判的吹判會比在 NBA 嚴格些，可能有些動作在 NBA 並不會造成犯規，但在
國際賽場上大家就是以拚實力為主，較少探討到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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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校內籃球教練訪談紀錄
時間：2016.11.3 7:50
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受訪人：王教練
訪談內容：
與王教練討論籃球規則的不同中，他認為可能會因年齡或體能的不同而採用
不同規則。在國際賽場，裁判的吹判會比在 NBA 嚴格些，可能有些動作在 NBA 並
不會造成犯規，但在國際賽場上大家就是以拚實力為主，較少探討到商業利益。
現場實況：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