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籃球常識題庫 

(1)1.當甲隊球員執行罰球時，受到乙隊球員違例而罰球未中，則(1)加罰一次(2)加罰兩次(3)

不用罰球 

(1)2.三分線是(1)由籃框之圓心與地面垂直點(2)由籃板之中心點與地面之垂直點(3)由線端之

中心點為圓心 ，畫一 6.25m 半徑之半圓 

(2)3.在跑步中接到球，同時跨兩步後將球傳出為(1)違例(2)合法(3)非法運球 

(3)4.有關罰球，下列敘述何者為誤? (1)球隊犯規達五次以後實施(2)若第二球未罰進隊隊球員

違例，則加罰一球(3)第一球不進，第二球不罰球 

(2)5.替補員辱罵裁判被判場外技術犯規時，(1)由對隊罰球兩次繼續比賽(2)由對隊罰球兩次，

加中線發球(3)該球員不得再上場比賽 

(2)6.場內球員被判技術犯規時(1)由對隊罰球兩次繼續比賽(2)由對隊罰球兩次，加中線發球(3)

由對隊發邊線球 

(2)7.端線發球踩線為(1)合法(2)違例(3)應重新發球 

(1)8.比賽中球觸及裁判(1)繼續比賽(2)違例(3)犯規 

(3)9.當裁判宣判跳球時，下列敘述何者為誤? (1)雙方都可請求暫停(2)雙方都可請求換人(3)雙

方都可請求暫停，但不可換人 

(2)10.籃球比賽的運動型態，比較屬於(1)有氧運動(2)無氧運動(3)簡單的大肌肉運動 

(2)11.有關籃下三秒鐘，下列敘述何者為誤? (1)球發進場內即開始計算(2)裁判球發予發球員即

開始計算(3)球投出後三秒之限制解除 

(1)12.投出之球碰到籃框上緣後落下中網為(1)算得分(2)違例(3)不視為中網，繼續比賽 

(3)13.當甲隊被判違例時，(1)只有乙隊可請求換人(2)只有甲隊可請求換人(3)雙方都可請求換

人 

(2)14.故意犯規的罰則是(1)對方罰球兩次，繼續比賽(2)對隊罰球兩次，加中線發球(3)對隊發

邊線球 

(2)15.籃球比賽每隊最多可以登入幾人(1)10 人(2)12 人(3)15 人 

(1)16.比賽時，球由籃圈下方穿過籃圈時，應判(1)違例，發邊線球(2)得分(3)發底線球 

(2)17.進攻球員觸及限制區上空從籃圈水平面上向下落的球應判(1)合法(2)違例(3)繼續比賽 

(1)18.進攻球員投籃時，球在籃圈上，防守球員(1)不得(2)得(3)無規定 觸及對方球籃或遮板 

(2)19.最後一次罰球中籃後，應由對隊在(1)邊線(2)底線(3)中線 擲界外球繼續比賽 

(2)20.進攻的一方球員犯規，應由對隊球員在犯規地點附近擲(1)界內球(2)界外球(3)跳球 

(3)21.裁判做雙臂胸前交叉的手勢表示(1)比賽結束(2)比賽暫停(3)球員替補 

(1)22.裁判手勢在胸前做握拳迴轉表示(1)走步(2)替補球員(3)阻擋 

(2)23.裁判以雙手大拇指、食指、中指伸直舉臂表示(1)比賽暫停(2)投中三分球(3)得分不算 

(3)24.裁判做握拳舉臂手勢表示(1)拉人(2)推人(3)侵人犯規 

(1)25.裁判做握腕手勢表示(1)拉人(2)撞人(3)阻擋 

(1)26.裁判做雙手插腰手勢表示(1)阻擋(2)侵人(3)撞人 

(2)27.裁判做雙手拍球動作表示(1)持球行進(2)二次運球(3)翻球違例 

(2)28.開始運球時，球離手前，中樞足先行離地(1)可以(2)不可以(3)視情形而定 

(2)29.在後場獲得控球權的球隊，必須在(1)5 秒(2)8 秒(3)15 秒 內將球傳入前場 

(3)30.在三分線外投籃，同時間遭對手阻擋放規，但球仍中籃，則(1)中籃不算，罰球三次(2)



中籃登記三分，不再罰球(3)中籃算再罰球一次 

(1)31.球出界而由原控球隊擲界外球時，當球與本隊隊員接觸時，二十四秒秒鐘(1)繼續計算(2)

重新開始計算(3)折半計算 

(1)32.擲界外球，不得超過(1)5 秒(2)7 秒(3)10 秒 

(3)33.正式錦標賽籃球隊服裝號碼規定為(1)1-12 號(2)3-14 號(3)4-15 號 

(3)34.執行場外技術犯規罰球時，兩球隊員(1)在罰球線兩側依序站好(2)隨個人意願站(3)不得

站於罰球線兩側 

(3)35.比賽中，一球隊在場內的球員若少於(1)4 人(2)3 人(3)2 人 時，應終止比賽，判該隊棄

權，並以失敗論 

(1)36.於第一次延長比賽時應(1)保持原籃比賽(2)開始比賽時，未選籃者選籃(3)重新選籃 

(2)37.每半場或決勝期，時間終了之際，含有罰球的犯規，幾乎發生在計時員信號哨前一剎那，

則(1)可不罰球(2)必須罰球(3)若被犯規的該隊贏了就不罰球 

(2)38.上半場比賽每隊可請求暫停(1)三次(2)二次(3)四次 

(3)39.下半場比賽每隊可請求暫停(1)一次(2)二次(3)三次 

(2)40.擲界外球，計時鐘於(1)球進界線內(2)球觸及場內球員(3)裁判交球給發球員 ，開始計算 

(1)41.比賽時間分為上、下半場共四節，每節為(1)10 分鐘(2)20 分鐘(3)30 分鐘 

(3)42.進攻隊員在禁區內不得停留超過(1)4 秒(2)5 秒(3)3 秒 

(1)43.中場休息(1)10 分鐘(2)20 分鐘(3)30 分鐘 

(3)44.控球隊持球逾(1)秒(2)12 秒(3)24 秒 而未投籃時為違例 

(2)45.傳球給隊友，他接到球的最好位置是(1)腰部(2)胸部(3)頭部 

(3)46.室內籃球場天花板高度不得低於(1)8m(2)9m(3)7m 

(3)47.比賽開始時，一隊出場球員不足(1)3 人(2)4 人(3)5 人 時，不得開賽 

(2)48.一球隊於開賽時人手不足，經(1)10 分鐘後(2)15 分鐘後(3)20 分鐘後 該隊仍不足人數，

則判為棄權 

(3)49.下列哪一情形為活球? (1)球停在籃架上(2)爭球時(3)甲隊上籃得分後乙隊發球 

(1)50.當一球員被對方球員緊迫防守而不拍、傳、投球達(1)5 秒(2)10 秒(3)3 秒 則判違例，由

對隊發界外球 

(2)51.標準國際比賽球場為(1)長 27 公尺，寬 14 公尺(2)長 28 公尺，寬 15 公尺(3)長 26 公尺，

寬 14 公尺 

(2)52.球賽終了，雙方得分相同時，應繼續比賽，即為(1)3 分鐘(2)5 分鐘(3)10 分鐘 的決勝期 

(1)53.籃圈之高度為(1)3.05m(2)3.10m(3)3.0m 

(3)54.當裁判宣判侵人犯規而需罰球時，應由球隊(1)任何球員主罰(2)隊長指定人主罰(3)被犯

規的人主罰 

(1)55.加罰狀態在球隊每節幾次犯規後實施? (1)5 次(2)7 次(3)9 次 

(3)56.罰球之執行，下列何者為誤? (1)罰球二次，第二球未中籃得繼續比賽不進繼續比賽(2)

罰球一次，未中籃得繼續比賽(3)罰球一次，進籃得兩分 

(3)57.兩隊球員爭奪球而僵持不下時，應宣判跳球，由(1)爭球的兩位(2)球隊最高的兩位(3)球

權輪替 

(3)58.籃球是哪一國發明的? (1)德國(2)英國(3)美國 

(1)59.甲乙兩隊比賽，甲隊投中籃後，乙隊應在何處發球? (1)底線外(2)邊線外(3)中線 



(3)60.回場球應從何處發球? (1)球出界處(2)後場邊線外(3)前場邊線 

(2)61.在罰球區兩側之第一空位與第二空位間設有(1)25 公分(2)30 公分(3)35 公分 的中立區 

(2)62.甲隊投籃球嵌在籃板與籃圈之間停止不動時應判(1)甲隊球(2)乙隊球(3)爭球 

(2)63.比賽時每位球員犯規幾次時被罰出場? (1)4 次(2)5 次(3)6 次 

(3)64.一個優秀的籃球員應(1)技術重於體能(2)體能重於技術(3)體能與技術並重 

(2)65.運球上籃最多可跨(1)3 步(2)2 步(3)1 步 

(2)66.依一般防守之原則，對於持球者，防守者之位置應(1)與對方平行(2)在對方與籃圈之間(3)

隨球移動 

(1)67.跑動接球後，通常以哪一隻腳做旋轉中樞? (1)先落地之軸心腳(2)後落地之一腳(3)個人的

習慣腳 

(3)68.被判離場之球員可否再進場比賽? (1)同隊球員不足五人時即可(2)教練同意後即可(3)任

何情況皆不可 

(3)69.投籃動作最重要的是(1)出手要快(2)兩手都會(3)姿勢正確 

(2)70.球員對裁判言語欠禮貌應判(1)故意犯規(2)技術犯規(3)違例 

(3)71.甲隊投籃後，球碰到籃板後方之障礙物又彈回場內(1)繼續比賽(2)雙方跳球(3)甲隊違例

乙隊發邊線球 

(3)72.中圈跳球後，甲隊球員得球，將球傳回後場(1)重新跳球(2)可傳回一次(3)甲隊違例乙隊

球 

(3)73.發前場或後場球時，經裁判觸球始可發球的情況下何者錯誤? (1)犯規時才要(2)違例時才

要(3)任何情況都要 

(3)74.甲隊球員於前場防守時，將球撥回後場給其隊友，此時應為(1)回場違例(2)雙方跳球(3)

繼續比賽 

(2)75.當甲隊犯滿五次後，若甲隊隊員進攻撞人犯規，乙隊應執行(1)罰一球(2)發邊線球(3)罰

兩球 

(3)76.雙方犯規若發生在乙隊已投中時，則應(1)在最近的禁區執行跳球(2)在中場禁區執行跳

球(3)甲隊發邊線球 

(3)77.甲隊球員快攻上籃，而乙隊隊員從滯留空中的球員下方穿過，則判(1)合法防守(2)技術

犯規(3)故意犯規 

(3)78.運球員頭部及肩部越過對方，爾後會發生身體接觸，則判(1)合法防守(2)進攻球員犯規(3)

防守球員犯規 

(2)79.一個球員企圖阻擋對方，其本身不移動且雙腳著地，其對方移動，若發生身體碰撞，則

(1)非法掩護阻擋(2)對手侵人犯規(3)故意阻擋犯規 

(2)80.雙方執行跳球時，應何時才可拍球? (1)裁判拋球後即可(2)球上升至最高點後(3)視個人習

慣 

(1)81.替補球員應儘速完成，若發生無理延誤時，裁判應宣判(1)延誤犯規(2)技術犯規(3)打手

犯規 

(3)82.球賽球員受傷無法執行罰球，則(1)由隊長指定主罰(2)任何球員都可主罰(3)替補員進行

主罰 

(1)83.籃球比賽時間為上下半場各節(1)10 分鐘(2)15 分鐘(3)20 分鐘 

(1)84.進攻球員投籃時，非故意而球不碰籃板，籃框與其他球員，再搶到球投籃得分則(1)算得



分(2)違例(3)非法運球 

(2)85.一般正式比賽無計時器之球賽，至少需預備碼錶(1)一隻(2)二隻(3)三隻 

(3)86.球衣前胸與背後應(1)前後分色(2)前後黑色(3)前後同色 

(3)87.球員於比賽中，不得擅離場，否則判予(1)侵人犯規(2)奪權犯規(3)技術犯規 

(3)88.運球後持球不穩，可否再取? (1)不可(2)視裁判裁決(3)可 

(3)89.投籃動作中，時間終了，此時以(1)起跳時間(2)落地時間(3)出手時間 算結束 

(3)90.投球動作於三分線外犯規應罰球(1)一次(2)二次(3)三次 

(2)91.球於籃圈上滾動，雙方球員(1)可觸球(2)不可觸(3)看情形 

(1)92.進攻及防守球員(1)不得(2)得(3)視情形 可以觸及向籃落下的球 

(2)93.發端線球，發出後未觸及場內球員後，由對面端線出界，此時應發對隊(1)後場邊線球(2)

前場底線球(3)重發 

(1)94.球場內界線必須畫得明顯，其寬度均為(1)5 公分(2)6 公分(3)7 公分 

(2)95.前場是指敵籃端至中線的(1)一半(2)前緣(3)中線 的寬度 

(2)96.球網自籃圈下懸長為(1)35 公分(2)40 公分(3)45 公分 

(3)97.球員五次犯規離場，替補手續最長可耗時(1)20 秒(2)30 秒(3)1 分鐘 

(2)98.教練必須在球賽開始前至少(1)20 分鐘(2)10 分鐘(3)3 分鐘 在記錄表上簽字以示確認其

教練與球員的姓名號碼，同時指出最先出場的五位球員 

(2)99.球員投籃，球剛一離手，即被對方撥出界外，此時二十四秒計時(1)重新開始(2)應繼續

計算(3)由裁判決定 

(1)100.比賽進行中在必要情況下(1)裁判員(2)檢察員(3)裁判員和檢察員兩者皆 有權判定球隊

棄權 

(2)101.甲 4 投籃球出去後向對隊乙 5 犯規(甲隊第八次犯規)，結果球投中，則應判(1)投中生

效(2)投中有效，由乙 5 進行罰球(3)投中有效，由乙隊擲端線界外球，繼續比賽 

(2)102.最後一次罰球，球擊中籃圈反彈至空中，罰球員隊友把球撥入籃內應判(1)得一分(2)得

二分(3)違例 

(3)103.下列情況何者不必指定跳球員? (1)最後一次罰球不進時，甲 5 與乙 6 同時違例(2)球停

擱在籃架上(3)以上皆是 

(3)104.甲 4 投籃，球碰籃圈彈起，甲 5 將反彈起來的球撥回後場，甲 8 於後場將球接住，則

判(1)甲隊使球回場違例(2)甲 5 妨礙投籃違例(3)合法 

(2)105.甲隊控球，二十四秒計時尚餘 15 秒，因球場燈光故障裁判終止比賽，當恢復比賽時(1)

甲隊二十四秒，應重新計算(2)甲隊只剩十五秒(3)由裁判決定 

(2)106.比賽前半時或決勝期的休息時間內，球員或替補球員被判技術犯規則(1)不必登記(2)犯

規球員(3)教練名下 登記一次技術犯規，由對隊罰兩球，中圈跳球恢復比賽 

(2)107.比賽進行中，教鍊與替補員之技術犯規應判罰(1)二次罰球(2)二次罰球加控球權(3)一次

罰球加控球權 

(3)108.在哪一情況二十四秒鐘開始計時?(1)擲界外球之球員控球時(2)跳球員觸及球時(3)擲界

外球時球觸及場內本隊球員時 

(3)109.球員在三分區域投籃時，被站在三分線上的對方球員觸及球，此時球中籃(1)不算(2)算

兩分(3)算三分 

(1)110.球員跳起投籃時，球被對隊另一球員跳起雙手封住，兩人同時落下，此時應判(1)跳球



(2)起步(3)犯規 

(3)111.槍響時，球在籃圈上滾動，此時進攻隊隊員撥球入籃應算(1)得分(2)比賽時間到(3)違例 

(3)112.集眾犯規，無論犯規者為幾人，均應各登記侵人犯規一次，並判罰(1)二次罰球(2)一次

罰球(3)二次罰球加控球權 

(3)113.甲隊投球中籃，但球滾出界外，延誤比賽時間，裁判鳴笛停止計時，此時(1)甲隊(2)乙

隊(3)兩隊皆可 換人 

(1)114.罰球時，防守球員未進佔第一個搶球位置，進攻球員(1)不可以(2)可以(3)裁判允許  進

佔該位置 

(3)115.甲 4 在投籃動作中被乙 6 犯規，投籃不中獲罰球兩次，在第一次罰球後乙隊教練被判

技術犯規，應如何懲罰? (1)甲 4 罰第二球後，由甲隊擲中線界外球(2)甲 4 罰第二次球後

繼續比賽(3)甲 4 罰第二球後，再由甲隊任一球員罰球二次加控球權 

(1)116.中圈跳球，甲 5 從前場起跳，抓住球後，一足在前場一足在後場應判(1)繼續比賽(2)球

回後場違例(3)重新跳球 

(3)117.甲 4 在投僅只一次或最後一罰時，球正在空中，被甲 5 觸及，球仍中應判(1)甲隊得一

分(2)甲隊得二分(3)甲 5 違例 

(3)118.跳球時，何時為繼續比賽? (1)當裁判進入圈內執行跳球時(2)當裁判拋球至最高點時(3)

當球被任一跳球員觸及時 

(4)119.以下何者有誤? (1)球場標準是長 28 公尺，寬 15 公尺(2)全國性比賽場地可長 26 公尺，

寬 14 公尺(3)國內比賽場地長 24 公尺，寬 13 公尺(4)籃球場天花板不得少於 9 公尺 

(4)120.以下何者為誤?(1)球場四周障礙物距離最少 2 公尺(2)場地的線寬均是 0.05 公尺(3)中線

應超出邊線 0.15 公尺(4)中線對球在前場而言算是前場 

(2)121.以下何者為非? (1)遮板透明時，線漆成白色(2)木板遮板面積漆成白色，而線則漆成紅

色(3)遮板支架應距端線至少 1 公尺(4)支架應漆以明顯的顏色，以便球員看清楚 

(4)122.以下何者有誤? (1)球籃包括籃圈和籃網(2)籃圈應漆成橘黃色(3)籃圈離地面有 3.05公尺

(4)籃網長度為 0.6 公尺 

(2)123.以下何者為非? (1)教練應在賽前 20分鐘前登記球員名單(2)教練在比賽 3分鐘前應提出

五位先上場的球員(3)暫停應由教練提出(4)比賽進行時教練或助理教練為與記錄台連繫

的唯一代表人 

(2)124.以下何者正確? (1)職員及其助理有權改變規則(2)臨場委員對規則無權同意加以變更(3)

職員意見不同時，應由臨場委員來決定(4)以上皆是 

(3)125.以下何者為非? (1)計時者應注意每半時 3分鐘前先通知裁判員(2)暫停 50秒後記錄員就

可發出信號(3)記錄員的信號能中止比賽(4)30 秒記時員信號可使比賽成為死球並停錶 

(3)126.以下何者為非? (1)國際比賽應用英語(2)每次犯規及跳球職員應交換位置(3)裁判的職權

開始於比賽前(4)中間休息時裁判可宣告犯規 

(2)127.以下何者為非? (1)開始比賽後一隊不足 5 人不得開始比賽(2)比賽 15 分鐘後仍不足 5 人

應判該隊棄權(3)比賽中一隊人數少於 2人應立即中止比賽(4)有球隊判棄權時結果一律判

2:0 對隊獲勝 

(4)128.有關跳球的規定何者為非? (1)跳球員離開跳球位置應立刻鳴笛判違例(2)非跳球員進入

禁圈裁判先不判違例，等看球被何隊所獲(3)球拋到最高點後才可被球員拍擊(4)兩位跳球

員總計最多有 4 次拍球機會 



(1)129.以下計時鐘何時啟動? (1)跳球時，第一個跳球員觸球時(2)罰球員將球投出之後(3)擲界

外球員將球離手傳出後(4)以上皆是 

(2)130.有關暫停的規則何者有誤? (1)教練或助理要親自到記錄台請求，並用傳統手號(2)依規

定暫停次數可保留下半時或延長賽時使用(3)暫停球隊很快準備好，還是要等裁判 50 秒

後再令上場(4)暫停期間，球員可離開球場坐在球員席上 

(2)131.投球中籃後發界外球以下何者有誤? (1)由得分的對方任何球員在端線上或端線外任何

地點擲球入界(2)擲球員不可將球教給端線外的同隊球員(3)擲界外球拿球不得超過五秒

(4)得分隊有意阻擾或延遲比賽而拿球應判技術犯規 

(4)132.以下有關替補手續何者有誤? (1)違例發生後只有擲球方可先請求(2)犯規後雙方均可替

補(3)暫停時替補員只要經過紀錄台登記就可入場(4)罰球員在罰球最後一球罰進方可立

刻換下 

(1)133.有關爭球的宣判何者為非? (1)職員宣判要快以免球員繼續搶球(2)兩名以上球員涉及爭

球時應找其中兩隊身高較接近者跳球(3)無法判定何方使球出界時，應判爭球(4)裁判員判

定出界相反時應判爭球 

(4)134.以下有關三秒的規定，有者為非? (1)球在界外時限制區域可能被判三秒違例(2)限制區

域包括線的部份(3)連續投籃時，三秒規則並不適用(4)球員在限制區將到三秒時運球投球

不能寬容超過三秒 

(2)135.以下何者為違例? (1)擲中線界外球球傳回後場(2)前場球員得到跳球後可將球傳回後場

一次(3)中圈跳球球員前場起跳後落下在後場(4)防守隊攔截觸球使球進入後場區域再搶

到球 

(3)136.以下何者為非? (1)與對手身體接觸的違規行為就是犯規(2)違反運動道德的違規行為也

是犯規(3)所有隊員犯規都登記在該隊員名下(4)職員應指明犯規隊員，必要時可令其舉手

過頭 

(3)137.以下有關罰球的規定何項有誤? (1)主罰球員任何罰球假動作均是違例(2)球離開主罰球

員後，罰球區球員可進入限制區或中立區(3)罰球如錯誤向本籃執行，進了重罰，不進則

取消該次罰球(4)球員不可以動作影響主罰球員 

(4)138.以下何者為非? (1)每一球員都有用可能的方法避免身體接觸的責任(2)在不發生身體接

觸的情況下每一球員均有權進佔對手未佔的位置(3)發生身體接觸的犯規由引起者來負

責(4)兩人搶球撞在一起時，至少要判其中一名犯規 

(2)139.以下何者為非? (1)教練不能欠缺禮貌與裁判員及其助理或對手談話(2)教練五次犯規犯

滿應取消資格被逐出場(3)教練犯規對隊取得兩次罰球及中線界外球(4)比賽中教練及助

理教練可不離球隊席指導球員 

(3)140.以下何者為非? (1)合法掩護是一球員企圖阻擋對方，其本身不移動雙腳(2)對一靜止的

對手視野外設立掩護應讓對手一步(3)視野內對手設立靜止掩護不可以儘量靠近(4)對手

移動中設掩護球員必須退讓足夠空間使其對手改變方向或停止以繞過掩護 

(1)141.以下何者為非? (1)防守空手球員時，雙方均應考慮時間及距離因素(2)防守球員取得合

法位置後，不得向前或橫向移動只能後退(3)防守球員在被撞擊情況下可將手臂置於胸前

(4)控球員必須預期有人防守，對方在前突然採取合法位置，他必須隨時停止或變向 

(4)142.以下何者不是故意犯規? (1)意圖停錶的犯規(2)對一有絕對空擋可趨籃下得分的球員犯

規(3)從滯留空中的球員下方穿過(4)替補員有意的犯規行為 



(1)143.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1)球隊滿三次犯規後，犯規每一球員犯規適用罰球罰則(2)控球隊

四次後的犯規僅登記不罰球(3)教練技術犯規合併於每半時七次犯規以內(4)一加一罰球

現已取消自由選擇權之規定 

【是非題】 

(o)1.限制區域的面積包括端線與罰球線及兩連接端線的斜線中央部份 

(o)2.凡是新建的遮板均應符合世界盃規則，即寬 1.80 公尺，長 1.20 公尺 

(o)3.籃球的氣壓，應使球從 1.80 公尺高落下來彈起高度最低 1.20 公尺，最高不超過 1.40 公

尺 

(o)4.當一隊被判第五次犯規後，記錄員應立即將紅色標誌展示於記錄台該球隊席的一端 

(x)5.每一球隊球員可登入 12 人，若須參加 3 場以上比賽時，則球隊人數可增至 15 人 

(o)6.一場比賽的裁判員不必硬性規定他們與參加比賽兩隊團體有無任何關係，只要他們具有

資格並且能公正執法即可 

(o)7.裁判員有權決定規則上所未提及的任何事項 

(o)8.任何一位職員無權取消或質問另外一位職員在其職權內所宣佈的判決 

(x)9.當球在比賽中被對隊拍觸出界時，原控球隊擲球入界時應重 24 秒計時 

(o)10.不論是傳球或投籃，進攻球員不得觸及在限制區上空從籃圈水平面上向下落的球 

(o)11.防空球員當對方投籃時，如果觸及籃圈上向下落的球則判違例，算對方得分 

(o)12.在比賽時間終了前投籃，信號發出時若球已在空中，投中有效 

(x)13.替補手續應儘速完成，如職員認為該隊無理延誤時，應判警告一次 

(x)14.比賽進行中球觸及裁判員一律算球出界論 

(x)15.比賽中球無意中碰到球員的足或腿應算是腳踢球違例 

(x)16.運球合法停止後，一足在前，一足在後，只準以後腳為中樞足旋轉 

(o)17.兩步立定之後，兩腳不分前後，僅限使用第一落地足做中樞足旋轉 

(x)18.當一球員被對隊緊迫防守持球達五秒而不傳、投、拍、滾或運球時，則宣佈爭球 

(o)19.凡是擲邊線界外球時，職員應將球直接遞交給擲球員或置於擲球員的控制之下 

(o)20.球員兩隊均有權爭取勝利，但如果缺少風度及違反合作精神，可認為是技術犯規 

(x)21.球員如果故意違反運動之道德而對犯規隊有利時，職員均應先加警告後才可判罰技術犯

規 

(o)22.防守球員已建立合法防守位置，運球員不可強行通過而發生接觸 

(x)23.球員在場上伸展臂部或肘部以佔有位置是合法的動作，對手從旁經過時，手肘就必須放

低 

(o)24.雙方的犯規罰則應執行原球權方發球繼續比賽 

(o)25.1990 年規則條文共有九章 86 條 

(x)26.比賽開始時，一隊出場球員多於二人時，球賽即可開始 

(o)27.跳球員第二次拍球後，在球觸及非跳球員及地板後即可再觸球 

(o)28.比賽中雙方球員均不得觸及在限制區上空從籃圈水平面上向下落的球，不論是投籃或傳

球 

(x)29.端線外擲界外球時，可將球傳給同位於端線外之本隊隊員，惟需受 10 秒鐘規則之限制 

(x)30.每一「決勝期」開始前，須有兩分鐘的休息，並應重行選籃，從中圈跳球開始比賽 

(x)31.比賽時間即將終了前的投籃，如於信號發出前球已離手，在球觸及籃圈後進攻球員觸及



球而中籃，則判得兩分或三分 

(x)32.最後一次罰球不中時，比賽計時鐘應於球觸及籃圈時撥動 

(o)33.跳球時，跳球員直接將球撥向球籃，投中有效，但不算正在投籃動作中 

(o)34.禁區三秒中違例之判定，由擲界外球員在界外開始控球之一瞬間起計算 

(x)35.當一球員被對隊球員緊迫防守達五秒鐘而不得投、拍、滾或運球時，則應判雙方跳球 

(x)36.職員為保護控球隊之受傷球員中止比賽後而由原控球隊擲界外球時，二十四秒應重新計

算 

(x)37.球員因錯誤而向本籃執行罰球，不論中否均無效，由對隊球員在正對罰球線外擲界外球

入界 

(x)38.球員運球完畢後，將球傳向遮板，雖觸及籃圈，在其他球員未觸及前再行觸球，構成兩

次運球的違例 

(o)39.比賽前，半時或決勝期的休息時間內，球員或替補員被判技術犯規，則在犯規球員名下

登記犯規一次，且累計在球隊每五次犯規之內 

(x)40.在前場的球員，從對隊球員手中將球撥至後場，且由本隊球員控制球，應屬球回後場違

例 

(o)41.當進攻球員投籃，球投中，防守球員故意向該球員犯規，則判投中有效且加罰一次及控

球權 

(o)42.當球投中籃，但球被碰出界外，延誤比賽時間，裁判鳴笛停止計時，這時雙方球員均可

替補 

(x)43.最後一次罰球，球擊中籃圈反彈空中，罰球員隊友合法的把球撥入籃內，應被判得一分 

(x)44.甲隊球員跳投，乙隊球員單手封阻，雙方球員壓著球落地，應判跳球 

(o)45.球員無意間以腳觸及球，隨後該球員獲控球權，應屬合法 

(x)46.罰球時，防守球員未進佔第一個搶球位置，進攻球員可以取代該位置 

(o)47.試投三分球，當球觸及籃圈後，任何一位在三分投籃區域外的進攻或防守球員合法觸球

而球仍中籃則得兩分 

(o)48.甲隊球員罰球兩次，在第二次罰球繼續比賽前，甲隊要求如罰中則替補罰球員，此時對

隊亦可請求替補一人 

(x)49.甲隊被判故意犯規，乙隊兩罰均中籃，雖於乙隊擲中線界外球之前發現主罰球員錯誤，

但因已完成罰球不予追究，由乙隊擲中線界外球繼續比賽 

(x)50.罰球時，搶球位置通常認定應有一公尺的深度，而不在搶球位置且在一公尺以外的球

員，在球一離開主罰球員之時即可移動，並可進入限制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