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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球器材與設備

資料來源:http://www.baroc.org/撞球運動雜誌



花式撞球規格

• 進口大字花球進口大字花球進口大字花球進口大字花球

•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21/421/421/421/4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花式撞球規格

• 電視轉播比賽進口花球電視轉播比賽進口花球電視轉播比賽進口花球電視轉播比賽進口花球

• ((((母球為母球為母球為母球為6666點點點點))))

•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21/421/421/421/4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花式撞球規格
• 台灣花球台灣花球台灣花球台灣花球

•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21/421/421/421/4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司諾克球司諾克球司諾克球司諾克球

• 司諾克球司諾克球司諾克球司諾克球

•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直徑為21/421/421/421/4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撞球台規格
• 型號型號型號型號：：：：強生牌強生牌強生牌強生牌2506 2506 2506 2506 

• 定價定價定價定價：：：：78,000 78,000 78,000 78,000 

• 國際標準花式規格國際標準花式規格國際標準花式規格國際標準花式規格。。。。內徑內徑內徑內徑 254*127cm254*127cm254*127cm254*127cm

外徑外徑外徑外徑 290*160cm290*160cm290*160cm290*160cm。。。。

• 高級高級高級高級1111英吋大理石檯面英吋大理石檯面英吋大理石檯面英吋大理石檯面，，，，渾然天成不受氣候影響永不變渾然天成不受氣候影響永不變渾然天成不受氣候影響永不變渾然天成不受氣候影響永不變
形形形形。。。。

• 靠身面以美彎板精製靠身面以美彎板精製靠身面以美彎板精製靠身面以美彎板精製，，，，耐灼防燻耐灼防燻耐灼防燻耐灼防燻，，，，永保亮麗新穎永保亮麗新穎永保亮麗新穎永保亮麗新穎。。。。

• 檯身經多重烤漆處理檯身經多重烤漆處理檯身經多重烤漆處理檯身經多重烤漆處理，，，，整檯精緻典雅流線整檯精緻典雅流線整檯精緻典雅流線整檯精緻典雅流線，，，，特具美國特具美國特具美國特具美國
風味風味風味風味。。。。

• 隱藏式包膠流槽隱藏式包膠流槽隱藏式包膠流槽隱藏式包膠流槽，，，，自動集球自動集球自動集球自動集球，，，，方便無聲方便無聲方便無聲方便無聲。。。。

• 檯面採用特級檯面採用特級檯面採用特級檯面採用特級A1A1A1A1比賽專用絨布比賽專用絨布比賽專用絨布比賽專用絨布。。。。



撞球設備-燈罩燈罩燈罩燈罩



撞球設備-三角框三角框三角框三角框



比賽主球桌擺設比賽主球桌擺設比賽主球桌擺設比賽主球桌擺設



撞球競賽賽程表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9999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比賽之宗旨：
• ９號球比賽項目使用１至９號的子球及母球，每
次出桿時母球所碰觸之子球必須是檯面上號碼最
小的一顆球，但無須按號碼順序進袋，若選手合
乎規定進球則得以繼續出桿直到他失誤（註：沒
進球）、犯規或打進９號球贏得該局。當選手失
誤時，對手必須就現有狀況繼續出桿，但若選手
犯規，則其對手可將母球置於球檯上任何位置打
擊。選手不必指定球指定袋，當一方選手先達到
比賽要求之局數時即贏得該場比賽。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9999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排球：
子球排列為鑽石型狀，１號球位於最前端並置於"腳點"

上，９號球置於中間，其他號碼則隨意排放，但必須
彼此緊靠，開球時由選手將母球置於發球線後方開球。

• 合法開球：
開球規則與一般出桿規則大致相同，除了：
a． 開球者必須先以母球打中１號球後，使任何一顆子

球入袋或至少有四顆子球碰觸顆星。
b． 若母球落入球袋、跳離檯面或未達上項之要求者為

犯規，對手可將母球置於檯面上任何位置打擊。
c． 開球時若子球跳離檯面即為犯規，對手獲有自由球

權，可將母球置於檯面上任何位置打擊，跳離之子球
無需取回重置於檯面上（９號球除外）。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9999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犯規：
當選手犯規後他必須讓出出桿權，犯規後除９號球須取

出重置外，在該次犯規打入球袋之子球均不必取出，
同時對手取自由球權，可將母球置於檯面上任何位置
打擊，若選手在一次出桿中觸犯一項以上的規則時，
則只記犯規一次（以最嚴重之一項犯規處罰之）。

• 打錯球：
若母球擊中的第一顆子球非檯面上號碼最小之子球時即

為犯規。
• 沒碰觸到顆星：
若出桿後沒有任何子球入袋，且在母球碰觸到子球後，

母球或任何子球均未碰到顆星即為犯規。
• 自由球：
當選手獲自由球時，可將母球置於球檯上任何位置，但

不得觸及任何子球；選手可不斷調整母球的位置直至
出桿為止。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9999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連續三次犯規：
當一選手連續三次上場出桿且連續三次犯規時，他輸掉該局。連續

三次犯規指的是同一局比賽中所發生的情形。但在第二次犯規與
第三次犯規之間裁判員必須對該選手提出警告。一選手的打擊權
始於他可合法的打擊，而止於擊球後他失誤、犯規或贏局，或在
桿與桿之間犯規。

• 擺９號球：
任何不合法進袋或跳離檯面皆不用重擺（９號球除外）。９號球重

擺時應擺在腳點上。當有球在腳點上或靠近腳點或在擺球線上而
妨礙９號球的擺置，此時９號球應在不動到妨礙之球的情形下盡
量沿擺球線靠近腳點擺放，且９號球應該與妨礙球凍結擺放。

• 比賽結束（單局）：
每一局的比賽在開球時母球越過發球線後正式展開，合法的開球母

球必須先碰觸到１號球；當９號球合法入袋或一方選手因犯規而
輸了該局，則代表該局比賽結束。

• 後面局數的開球權：
在一比賽以贏得局數為勝負依據時，每一局（盤）的勝方獲得下局

（盤）之開球權（即勝家開球），但以下之方式亦可由大會行政
人員事先指定：

１） 輪流開球。
２） 輸者開球。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8888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一一一一 排球排球排球排球：：：：
8888號球在三角框的中心號球在三角框的中心號球在三角框的中心號球在三角框的中心，，，，最前方的子球最前方的子球最前方的子球最前方的子球（（（（不拘號不拘號不拘號不拘號
碼碼碼碼、、、、花色花色花色花色））））需置於腳點上需置於腳點上需置於腳點上需置於腳點上，，，，一顆大花的球在三角一顆大花的球在三角一顆大花的球在三角一顆大花的球在三角
框的一角框的一角框的一角框的一角，，，，一顆小花的球在另一角一顆小花的球在另一角一顆小花的球在另一角一顆小花的球在另一角。。。。

• 二二二二 犯規犯規犯規犯規：：：：
1.1.1.1.開球犯規開球犯規開球犯規開球犯規：：：：對方的發球線後自由球對方的發球線後自由球對方的發球線後自由球對方的發球線後自由球。。。。
2.2.2.2.開球後的犯規開球後的犯規開球後的犯規開球後的犯規：：：：全場自由球全場自由球全場自由球全場自由球。。。。
3.3.3.3.開球最少要有四顆子球碰顆星開球最少要有四顆子球碰顆星開球最少要有四顆子球碰顆星開球最少要有四顆子球碰顆星，，，，否則為犯規否則為犯規否則為犯規否則為犯規。。。。

• 三三三三 開放球局開放球局開放球局開放球局：：：：
1.1.1.1.當球局開放時當球局開放時當球局開放時當球局開放時，，，，選手可合法使用任何大花選手可合法使用任何大花選手可合法使用任何大花選手可合法使用任何大花、、、、小小小小
花色的球花色的球花色的球花色的球，，，，使其他任何花色之指定球入袋使其他任何花色之指定球入袋使其他任何花色之指定球入袋使其他任何花色之指定球入袋。。。。
2.2.2.2.開放球局結束開放球局結束開放球局結束開放球局結束：：：：衝球後皆為開放球局衝球後皆為開放球局衝球後皆為開放球局衝球後皆為開放球局，，，，直到指直到指直到指直到指
定球進指定袋定球進指定袋定球進指定袋定球進指定袋。。。。



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花式撞球（（（（poolpoolpoolpool））））----8888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號球簡易規則

• 四四四四 輸局規則輸局規則輸局規則輸局規則：：：：
選手若違反以下規定則輸掉該局選手若違反以下規定則輸掉該局選手若違反以下規定則輸掉該局選手若違反以下規定則輸掉該局：：：：
1.1.1.1.打進打進打進打進8888號球時犯規號球時犯規號球時犯規號球時犯規。（。（。（。（例外例外例外例外：：：：開球時將開球時將開球時將開球時將8888號球打進球號球打進球號球打進球號球打進球
袋袋袋袋））））
2.2.2.2.選手打進最後一顆自己花色之子球同時打進選手打進最後一顆自己花色之子球同時打進選手打進最後一顆自己花色之子球同時打進選手打進最後一顆自己花色之子球同時打進8888號球號球號球號球。。。。
3.3.3.3.在任何時間使在任何時間使在任何時間使在任何時間使8888號球跳離檯面號球跳離檯面號球跳離檯面號球跳離檯面。。。。
4. 84. 84. 84. 8號球未進入指定之球袋號球未進入指定之球袋號球未進入指定之球袋號球未進入指定之球袋。（。（。（。（例外例外例外例外：：：：開球時將開球時將開球時將開球時將8888號球號球號球號球
打進球袋打進球袋打進球袋打進球袋））））
5.5.5.5.在不應打進在不應打進在不應打進在不應打進8888號球時打進它號球時打進它號球時打進它號球時打進它。。。。
6.6.6.6.在開放球局時打入在開放球局時打入在開放球局時打入在開放球局時打入8888號球號球號球號球，，，，或當一選手所選擇的花色或當一選手所選擇的花色或當一選手所選擇的花色或當一選手所選擇的花色
仍有球留在檯面時打入仍有球留在檯面時打入仍有球留在檯面時打入仍有球留在檯面時打入8888號球號球號球號球。。。。

• 註註註註：：：：
1.1.1.1.可用跳桿可用跳桿可用跳桿可用跳桿。。。。
2.2.2.2.所有進球皆不撿起所有進球皆不撿起所有進球皆不撿起所有進球皆不撿起。（。（。（。（例外例外例外例外：：：：開球時進開球時進開球時進開球時進8888號球號球號球號球，，，，將將將將8888
號球置於腳點上號球置於腳點上號球置於腳點上號球置於腳點上。）。）。）。）
3.3.3.3.當打當打當打當打8888號球進入指定袋同時也打進了對方球時號球進入指定袋同時也打進了對方球時號球進入指定袋同時也打進了對方球時號球進入指定袋同時也打進了對方球時，，，，為合為合為合為合
法擊球法擊球法擊球法擊球，，，，仍贏得此局仍贏得此局仍贏得此局仍贏得此局。。。。



開崙（carom）

• 開侖撞球世界規則開侖撞球世界規則開侖撞球世界規則開侖撞球世界規則

1.1.1.1.開始比賽之時開始比賽之時開始比賽之時開始比賽之時

1.1.1.1.比賽開始比賽開始比賽開始比賽開始：：：：當裁判員將球擺好供開球打擊時即可開始比賽當裁判員將球擺好供開球打擊時即可開始比賽當裁判員將球擺好供開球打擊時即可開始比賽當裁判員將球擺好供開球打擊時即可開始比賽。。。。

2.2.2.2.比球比球比球比球((((撞向顆星回彈撞向顆星回彈撞向顆星回彈撞向顆星回彈))))

1.1.1.1.白球置於開球線上白球置於開球線上白球置於開球線上白球置於開球線上：：：：此時裁判員將兩白球分置於開球線上此時裁判員將兩白球分置於開球線上此時裁判員將兩白球分置於開球線上此時裁判員將兩白球分置於開球線上，，，，
即位於三個開球點之左右兩邊即位於三個開球點之左右兩邊即位於三個開球點之左右兩邊即位於三個開球點之左右兩邊，，，，各距長顆星約各距長顆星約各距長顆星約各距長顆星約 30 30 30 30 公分處公分處公分處公分處，，，，
而紅球置於頂點而紅球置於頂點而紅球置於頂點而紅球置於頂點。。。。

在比球時在比球時在比球時在比球時，，，，裁判員將有點的白球或黃球放在左邊裁判員將有點的白球或黃球放在左邊裁判員將有點的白球或黃球放在左邊裁判員將有點的白球或黃球放在左邊，，，，另一白球則另一白球則另一白球則另一白球則
放在右邊放在右邊放在右邊放在右邊。。。。 但如兩選手皆想用同一白球時但如兩選手皆想用同一白球時但如兩選手皆想用同一白球時但如兩選手皆想用同一白球時，，，，則由裁判員抽則由裁判員抽則由裁判員抽則由裁判員抽
籤決定籤決定籤決定籤決定。。。。

2.2.2.2.球行進中球行進中球行進中球行進中：：：：選手將球打向頂顆星往回彈選手將球打向頂顆星往回彈選手將球打向頂顆星往回彈選手將球打向頂顆星往回彈。。。。而且至少應有一白而且至少應有一白而且至少應有一白而且至少應有一白
球碰到頂顆星球碰到頂顆星球碰到頂顆星球碰到頂顆星，，，，否則應重新開球否則應重新開球否則應重新開球否則應重新開球。。。。但若一選手的球碰頂顆但若一選手的球碰頂顆但若一選手的球碰頂顆但若一選手的球碰頂顆
星兩次時星兩次時星兩次時星兩次時，，，，則他失掉開球選擇權則他失掉開球選擇權則他失掉開球選擇權則他失掉開球選擇權。。。。開球時不可使用替身開開球時不可使用替身開開球時不可使用替身開開球時不可使用替身開
球球球球。。。。



開崙（carom）

3.3.3.3.球相碰球相碰球相碰球相碰：：：：如果兩球在中途相碰時如果兩球在中途相碰時如果兩球在中途相碰時如果兩球在中途相碰時，，，，犯錯的犯錯的犯錯的犯錯的((((將球將球將球將球
打到對手邊的打到對手邊的打到對手邊的打到對手邊的))))選手喪失開球選擇權選手喪失開球選擇權選手喪失開球選擇權選手喪失開球選擇權。。。。

4.4.4.4.重新開球重新開球重新開球重新開球：：：：如兩白球在半途相撞且無法判別到底如兩白球在半途相撞且無法判別到底如兩白球在半途相撞且無法判別到底如兩白球在半途相撞且無法判別到底
錯在那方時錯在那方時錯在那方時錯在那方時，，，，或者是兩球停留的位置與底顆星距或者是兩球停留的位置與底顆星距或者是兩球停留的位置與底顆星距或者是兩球停留的位置與底顆星距
離一樣時離一樣時離一樣時離一樣時，，，，裁判員得裁定重新比球裁判員得裁定重新比球裁判員得裁定重新比球裁判員得裁定重新比球。。。。

5.5.5.5.紅球紅球紅球紅球：：：：如有一方選手的球碰到紅球時如有一方選手的球碰到紅球時如有一方選手的球碰到紅球時如有一方選手的球碰到紅球時，，，，該違犯選該違犯選該違犯選該違犯選
手將失去開球選擇權手將失去開球選擇權手將失去開球選擇權手將失去開球選擇權。。。。

6.6.6.6.選擇開球者選擇開球者選擇開球者選擇開球者：：：：選手其中之一的球停留的位置較靠選手其中之一的球停留的位置較靠選手其中之一的球停留的位置較靠選手其中之一的球停留的位置較靠
近底顆星者獲得開球權近底顆星者獲得開球權近底顆星者獲得開球權近底顆星者獲得開球權



司諾克（snooker）

• 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司諾克（snooker）-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 1.說明

司諾克可以兩人玩，亦可多人玩，個人賽或團體賽皆可，比
賽可歸納為：

a)每一打者皆用同一母球及２１顆目標球。２１顆目標球包
括１５顆紅球，每顆一分；６顆色球：黃２分、綠３分、
褐４分、藍５分、粉紅６分、黑７分。

b)打者得分的方法是先打進紅球再打進一色球，如此交替，
直至桌上紅球全部進袋。而後再從色球最低分(2分)一步
一步往最高分(7分)的色球打擊。

c)每次得分都加在打者總分上(指一盤中)。

d)因犯規而扣的分數則加到對手的分數中。



司諾克（snooker）-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 2.球的擺放位置 (Position Of Balls)
a)每盤開始前母球一定是D區球，而目標球則被擺成如下：
(i)全部紅球排成一緊密的等邊三角形，三角形頂端的球置於

長中心線錐形點上方，亦即粉紅色球之稍上方，而三角形的
底邊接近上短顆星，並盡量與上短顆星平行。

(ii)黃球在"D"區的右邊角上。
(iii)綠球在"D"區的左邊角上。
(iv)褐球在發球線(Baulk-Line即D區)之中心點上。
(v)藍球在球檯中心點上。
(vi)粉紅球在錐形點上。
(vii)黑球在黑色球點上(The Spot)。



司諾克（snooker）-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 .犯規 (Fouls)
一有犯規，裁判員應馬上叫“犯規”。
a)如打者並沒出桿，他的該輪打擊權結束且裁判員應宣

判罰責。
b)但如該打者巳出桿，裁判員應等出桿完成後再宣告罰

則。
c)但在下一桿出桿前如裁判員沒宣告犯規，且非打者抗

議不成，則不予計較。
d)任何被誤擺的色球不動直到被打入袋中後才撿放回原

置點。
e)在一桿連續打擊中被判犯規 ，在這之前所有進分全算。

至於被叫犯規的打擊即使進球，亦不算分。
f)此時下家從母球所停留的位置開始打擊，除非母球落

袋才發D區球。
g)如同時有多起犯規，僅罰最高罰則的。



司諾克（snooker）-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 罰則 (Penalties)
• 所有犯規扣４分，除非犯有下列(a)到(d)各小節中有

較高罰則的
• a)因下列原因扣該目標球所代表的分數
• (i)兩次以上打擊。
• (ii)兩腳離地出桿打球。
• (iii)打錯順序。
• (iv)不適當的發D區球,包括開球時。
• (v)沒打到任何目標球。
• (vi)母球洗袋
• (vii)打自由球時，用自由球吊球。
• (viii)打跳球。



司諾克（snooker）-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司諾克撞球規則

• 犯以下打者扣７分。

• (i)用非桌上球做任何目的。

• (ii)用任何物體來測量是否能通過或測量距離。

• (iii)連打２紅球，或一自由球一紅球。

• (iv)用母球以外的球打擊。

• (v)裁判員要求示知指定球時，仍拒絕告知裁判。

• (vi)巳打進一紅球或一代紅球的自由球，而在未指
定色球前犯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