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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 2010 年及 2012 年空手道選手在世界級比賽中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間隔時間及比賽總

時間，以瞭解世界空手道聯盟 2011 年新規則 (如增戴身體護具、不進行延長賽、增加消極犯規等) 對

選手調整道服與護具次數及比賽總時間之影響。方法：以 2010 年及 2012 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男女

對打各量級前五名選手作為研究對象，使用官方影片進行影像分析，記錄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與其

間隔時間、比賽總時間。結果：道服與護具總平均調整次數 2012 年 (男：31.93 次；女：22.43 次) 高

於 2010 年 (男：21.33 次；女：15.57 次)；平均調整間隔時間 2012 年 (男：7.52 秒；女：8.03 秒) 頻

繁於 2010 年 (男：11.25 秒；女：11.56 秒)；平均比賽總時間 2012 年 (男：6 分 11 秒；女：4 分 47

秒) 長於 2010 年 (男：5 分 31 秒；女：4 分 11 秒)。相較於 2010 年，2012 年男子組每場平均調整身

體護具、道服、腰帶、拳套、護脛、護腳背次數分別增加 1.20 次、2.15 次、1.93 次、3.46 次、1.69

次、0.70 次；女子組分別增加 1.86 次、0.57 次、1.29 次、3.36 次、0.07 次、0.86 次。結論：增戴身

體護具規定實施後可能增加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及比賽總時間。相較於 2010 年，2012 年世界空手道

錦標賽有較多的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較短的調整間隔時間，以及較長的比賽總時間。 

 

關鍵詞：競賽規則、技擊運動、運動影像分析 

 

壹、緒論

  追求卓越的運動表現是所有運動員、教練及科學

家的共同目標，但在尋求運動表現突破時，也需避免

運動傷害的發生 (陳全壽，2014)。競技運動是以其具

有高度技術性、專業性與追求身體極限的傾向著稱，

但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激烈的身體接觸以及更高的運動

傷害風險 (李旻娟，2012)。技擊運動是高傷害風險的

運動項目，主要特徵為徒手搏擊，以人體之手、腳為

武器，在極短距離及時間內運用局部肌群，快速移動

手或腳做攻擊動作，產生極大衝擊力 (相子元、陳俊

忠，1995)。空手道為技擊運動項目之一，是用手腳作

為護身的武器，經由鍛鍊後的手腳，具有和刀劍相匹

敵的威力，也是全世界最具破壞力與高難度技術的武

術之一 (中山正敏，1986)。由於空手道經常伴隨著許

多肢體接觸，以及承受對手的攻擊，因此需穿戴護具，

以保護運動員免於嚴重傷害。 

  雖然護具提供選手適當的防護功能，然而也會產

生其它的附加影響。在比賽中常會有互相拉扯及碰撞

的情形，而導致道服凌亂及護具移位或掉落，迫使比

賽需中斷讓選手調整道服及護具。例如世界空手道聯

盟在 2005 年實施穿戴護脛及護腳背後，選手就常因護

脛移位的情況而調整，甚至護腳背被踩到脫落或位移。

由於道服或護具調整次數增加，也可能影響比賽總時

間。穿戴護具除了會增加調整次數的影響之外，也可

能會影響選手的注意力。在空手道對打比賽中，選手

的注意力是相當重要的能力之一，選手必須隨著對手

的攻擊習性，採取適宜的攻擊策略，轉移適當的注意

型態，以利於本身該如何反擊 (劉雅甄、季力康，1999)。

若選手因護具移位或脫落，而下意識地調整道服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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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能會錯失攻擊或反擊的最佳機會。 

  一套嚴謹而明確的運動規則不僅是公平競爭思想 

(Berkl, 2007)，亦彰顯運動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需保障

運動比賽之安全性，以使比賽順利進行 (李旻娟，

2012) 。因此，世界空手道聯盟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WKF) 每隔幾年會基於選手的安全性、比

賽觀賞性及公平性，做出合適的規則更新。在 2011 年

WKF 新對打競賽規則中，增加身體護具  (body 

protection) 規定，男、女子選手都需額外穿戴身體護

具；此外不進行延長賽，若比賽結束雙方為得分相同，

則由主審和四位副審投票判定；以及新增消極犯規，

若選手無參與戰鬥之意圖則會被判犯規 (黃成金，

2012)，因此選手不得使用拖延戰術，必須積極進攻獲

勝。根據蔡宜欣、陳韋翰、林旻聰、陳淑貞、劉雅甄 

(2017) 的研究發現，2011 年規則改變後，相較於 2010

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 (World Karate Championships)，

2012 年男、女子選手在手部攻擊、踢技及摔技之得分

次數皆有所增加，顯示新規則實施後選手採用更為積

極的攻擊策略。然而在攻擊次數增加的同時，卻也可

能會增加道服及護具移位或滑落的情形，而間接影響

道服與護具的調整次數、調整的間隔時間，以及比賽

總時間。 

  由於競賽規則革新後，可能會影響道服與護具調

整、調整間隔時間，以及比賽總時間。因此，本研究

目的為探討 2010 年及 2012 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各量

級前五名優秀對打選手，在比賽中調整道服與護具次

數與其間隔時間，以及比賽總時間是否發生變化，以

瞭解規則修訂前後，對空手道比賽之影響。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兩年一度最具代表性的世界空手道錦

標賽為分析目標，且分別以2010年 (未增戴身體護具) 

與2012年 (有增戴身體護具) 世界空手道錦標賽男、

女各量級前五名對打選手為觀察對象。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是透過分析選手之國際比賽影片來瞭解穿

戴身體護具對世界盃空手道錦標賽流暢度之影響，影

片來源取自世界空手道聯盟官方網站於2010年 (未增

戴身體護具) 與2012年 (有增戴身體護具) 公開公告

之完整比賽影片。因世界空手道聯盟並未公告所有比

賽場次的影片，故本研究僅能分析由官方網站所公告

男、女各量級前五名選手對打場次之影片，總共分析

場次為45場，如表1所示。 

 

表1、2010年及2012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之分析量級、人數

與場數明細 

 

  為保有較佳的觀察一致性與專業性，以排除不同

觀察者間主觀判斷與專業程度之影響。因此，本研究

影像觀察者是請同一位具有國家級空手道A級教練及

B級裁判資格且曾為空手道國家代表隊之選手，完成

45場次有、未增戴身體護具之影片資料分析。此外，

為清楚觀察與精確判斷差異，觀察者是使用Freemake 

Video Converter 4.0.3.0版軟體，並搭配播放軟體Pot 

Player 1.5.23507版進行慢速播放影像分析，分析參數

說明如下： 

(一) 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 

  在空手道對打比賽進行時，選手常有跳動或互相

拉扯的攻防動作，造成道服凌亂、護具擠壓或滑脫，

而讓身體感到悶熱或不舒適，在比賽中會用單手或雙

手整理道服與護具的動作。本研究統計各部位護具調

整次數，分析的護具包括道服、腰帶、拳套、身體護

具、護脛及護腳背。男、女子組道服與護具調整的計

算方式，平均每場護具調整次數 = 次數總計 / 場數；

差值為2012年次數減2010年次數。 

(二) 調整間隔時間 

  男子組道服與護具平均調整間隔時間為每場比賽

時間4分鐘 (240秒) / 每場平均護具調整次數；女子組

道服與護具平均調整間隔時間為每場比賽時間3分鐘 

(180秒) / 每場平均護具調整次數；差值為2012年次數

減2010年次數。 

(三) 比賽總時間 

  每回合對打比賽時間規定成年男性3分鐘，個人獎

男子組分析人數與場數 女子組分析人數與場數 

量級 
2010年 

未增戴 

2012年 

有增戴 
量級 

2010年 

未增戴 

2012年 

有增戴 

–60 kg 0人 6人 –50 kg 2人 4人 

–67 kg 2人 6人 –55 kg 2人 6人 

–75 kg 6人 6人 –61 kg 2人 6人 

–84 kg 6人 6人 –68 kg 4人 6人 

+84 kg 4人 6人 +68 kg 4人 6人 

分析 

人數 
18人 30人 

分析 

人數 
14人 28人 

分析 

場數 
9場 15場 

分析 

場數 
7場 1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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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賽 (前五名) 4分鐘；成年女性對打比賽2分鐘，個人

獎牌賽 (前五名) 3分鐘 (黃成金，2012)。本研究統計

的對打比賽時間，為使比賽的平均值更為準確，男、

女各組數據資料都已排除受傷及進入延長賽的場次。 

此外，每一場比賽影片皆執行重複且不連續的3次分析

與記錄；請觀察者先完整完成1輪45場影片分析後再接

續重複分析2輪，總共進行3輪的影片分析，且每分析

完1輪，所有分析與紀錄會先重置才開始下一輪分析，

以避免上一輪所分析與記錄的數據干擾下一輪的判斷。

分析過程中，為避免觀察者疲勞影響結果，因此每分

析一場比賽結束就會休息至少30分鐘，並再進行下一

個影片分析。 

  最後，將影片分析所得之數據輸入至Microsoft 

Excel後，每場之各項參數取其3次平均後，並計算出各

參數之平均數與差值。平均數算法為總次數除以總場

次數；差值算法為2012年的數值減去2010年的數值。

接續再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增加穿戴身體護具

規則前後的世界空手道錦標賽，男、女各量級前五名

選手在護具調整次數與其間隔時間，以及比賽總時間

之影響。 

 

參、結果 

  本研究探討世界級空手道選手在2010年及2012年

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中，前五名獎牌賽調整道服與護具

次數與其間隔時間，以及比賽總時間之比較，以了解

哪些部位護具較易移位。 

 

一、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 

(一) 男子組 

  以規則改變前後的世界錦標賽男子組對打比賽相

比，如表2所示：2010年男子組9場比賽平均每場調整

21.33次，平均11.25秒調整一次；而2012年男子組15場

比賽平均每場調整31.93次，平均7.52秒調整一次。2012

年道服與護具平均總調整次數高於2010年達287次，平

均每場多10.6次護具調整次數，平均調整間隔時間縮

短3.73秒，顯示在相同比賽時間內調整頻率增加。 

從表3探討兩屆世界錦標賽不同護具調整位置之

男子組對打比賽，皆以道服、拳套調整比例較高。2012

年每場平均調整身體護具、道服、腰帶、拳套、護脛、

護腳背次數分別增加1.20次、2.15次、1.93次、3.46次、

1.69次、0.70次。從表三可看出2012年每場各部位之平

均護具調整次數皆高於2010年。 

 

表2、2010年及2012年世界錦標賽男子組道服及護具調整

次數比較 

年份 2010年 (9場) 2012年 (15場) 差值 

次數總計 

(次) 
192 479 287 

平均每場 

次數 (次) 
21.33 31.93 10.6 

平均間隔 

時間 (秒) 
11.25 7.52 -3.73 

註：平均每場次數計算方式為：次數總計 / 總場次數；

差值為2012年減2010年 

 

表3、2010年及2012年世界錦標賽男子組道服及護具調

整比較 

調整位置 
2010年 (9場) 2012年 (15場) 

次數 每場平均 次數 每場平均 

身體護具 0 0.00 ± 0.00 18 1.20 ± 1.69 

道服 106 11.78 ± 5.89 209 13.93 ± 5.23 

腰帶 6 0.67 ± 0.00 39 2.60 ± 2.54 

拳套 60 6.67 ± 2.92 152 10.13 ± 5.84 

護脛 10 1.11 ± 1.22 42 2.80 ± 3.37 

護腳背 10 0.57 ± 1.89 19 1.27 ± 0.41 

次數總計 192 21.33 479 31.93 

註：每場平均計算方式為：總次數/ 總場次數 

 

(二) 女子組 

  以規則改變前後的世界錦標賽女子組對打比賽相

比，如表4所示：2010年7場比賽中女子平均每場調整

15.57次，平均每11.56秒調整一次；而2012年的14場比

賽中平均每場調整22.43次，平均每6.86秒調整一次。

2012年女子組比賽平均總調整次數高於2010年達205

次，平均每場多6.86次的護具調整次數，平均調整間隔

時間縮短3.53秒。 

  從表5探討兩屆世界錦標賽不同護具調整位置之

女子組對打比賽，2012年起女子組比賽除穿戴護胸外，

還需增加穿戴身體護具，因此在女子組比賽中可常見

選手不斷拉扯及調整身上護具，每場平均調整身體護

具、道服、腰帶、拳套、護脛、護腳背分別增加1.86次、

0.57次、1.29次、3.36次、0.07次、0.86次。而兩屆世界

錦標賽皆以道服、拳套調整比例較高，2012年每場平

均調整道服8.57次；2010年每場平均調整道服8次。

2012年每場平均調整拳套8.86次；2010年每場平均調

整拳套5次。從表五可看出2012年各部位每場平均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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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次數皆高於2010年。 

 

表4、2010年及2012年世界錦標賽女子組道服及護具調整

次數比較 

年份 2010年 (7場) 2012年 (14場) 差值 

次數總計 

(次) 
109 314 205 

平均每場

次數 (次) 
15.57 22.43 6.86 

平均間隔

時間 (秒) 
11.56 8.03 -3.53 

註：平均每場次數計算方式為：次數總計 / 總場次數；

差值為2012年減2010年 

 

表5、2010年及2012年世界錦標賽女子組道服及護具調

整比較 

調整位置 2010 年 (7 場) 2012 年 (14 場) 

次數 每場平均 次數 每場平均 

身體護具 0 0.00 ± 0.00 13 1.86 ± 1.54 

調整道服 56 8.00 ± 2.97 120 8.57 ± 2.88 

腰帶 11 1.57 ± 0.00 40 2.86 ± 3.30 

拳套 35 5.00 ± 2.83 124 8.86 ± 4.70 

護脛 3 0.43 ± 0.79 7 0.50 ± 0.83 

護腳背 4 0.57 ± 0.38 10 1.43 ± 0.84 

次數總計 109 15.57 314 22.43 

註：每場平均計算方式為：總次數/ 總場次數 

 

二、對打比賽時間比較 

  2010年及2012年世界錦標賽對打比賽時間實際比

較，為使比賽的平均值更為明確，男、女各組數據資

料均已排除受傷及進入延長賽的場次，以求比較資料

更為精準，如表6所示。 

(一) 男子組 

  經排除受傷及進入延長賽的場次後，共有6場進行

比較。以比賽時間最短的場次比較，2010年最短的比

賽時間為 -84公斤級金牌戰的4分48秒，與2012年 +84

公斤級銅牌戰的4分54秒間相差6秒。2012年則共有3場

比賽總時間超過7分鐘，比賽時間最長的為 -75公斤級

銅牌戰7分37秒，與2010年比賽最長時間的 +84公斤

級銅牌戰6分29秒相比，兩者時間相差1分08秒。 

(二) 女子組 

  經排除受傷及進入延長賽的場次後，共有3場進行

比較。以比賽時間最短的場次比較，2010年最短的比

賽時間為  +68公斤級銅牌戰3分28秒，與2012年的 

+68公斤級銅牌戰3分41秒間相差13秒。2012年則有1

場比賽總時間超過5分鐘，比賽時間最長的一場為 -61

公斤級金牌戰的5分54秒，與2010年比賽最長時間的4

分28秒相比，兩者時間相差1分26秒。 

 

表6、兩屆世界錦標賽實際計算場次及比賽總時間 

量級 
2010年比賽

總時間 

2012年比賽

總時間 

時間 

差異 
場次 

男子組     

–75 kg 5'47" 5'25" - 0'22" 金牌戰 

–84 kg 4'48" 7'00" +2'12" 金牌戰 

–75 kg 5'21" 7'37" +2'16" 銅牌戰1 

–75 kg 5'10" 5'25" +0'15" 銅牌戰2 

+84 kg 5'30" 7'23" +1'53" 銅牌戰1 

+84 kg 6'29" 4'54" - 1'35" 銅牌戰2 

平均 5'31" 6'11" +0'40"  

女子組     

–61 kg 3'54" 5'54" +2'00" 金牌戰 

+68 kg 3'28" 3'49" +0'21" 銅牌戰1 

+68 kg 4'28" 3'41" - 0'47" 銅牌戰2 

平均 4'11" 4'47" +0'36"  

註：男子組獎牌賽比賽時間為4分鐘；女子組獎牌賽比賽

時間為3分鐘。時間差異計算方式：2012年比賽總時間 - 

2010年比賽總時間。 

 

肆、討論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2012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道服

與護具平均調整總次數增加 (男：10.6次；女：6.86次)，

平均調整間隔時間縮短 (男：3.73秒；女：3.53秒)，平

均比賽總時間延長 (男：40秒；女：36秒)。以下會分

別針對道服與護具的調整次數變化、間隔時間及比賽

總時間做深入探討。 

  在2012年增加穿戴身體護具規定後，男子組每場

平均增加1.20次調整身體護具；女子組則增加1.86次調

整，顯示選手可能需花費更多時間適應身體護具的穿

戴。此外，我們也發現在2012年世界錦標賽中，道服

與腰帶平均調整次數皆增加 (男：2.15次、1.93次；女：

0.57次、1.29次)。而造成身體護具、道服及腰帶調整次

數增加的原因，本研究認為有兩點，其一為增加穿戴

身體護具規定；其二為新增消極犯規。首先由於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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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增加穿戴身體護具，因此在調整身體護具過程中，

可能會間接影響道服與腰帶的穩固性，而使得道服及

腰帶的調整次數連帶增加。其次，由於新增消極犯規，

因此選手必須展現積極進攻意圖，根據蔡宜欣等人 

(2017) 研究顯示，2012年手部攻擊胸部、摔技攻擊的

平均次數增加，而這些類型的攻擊次數增加的結果，

可能導致選手的身體護具、道服及腰帶因受到碰撞或

拉扯而移位，進而需要更多次的調整。 

  相較於2010年，在2012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中，

拳套 (男：3.43次；女：3.36次)、護脛 (男：1.69次；

女：0.07次) 及護腳背 (男：0.70次；女：0.86次) 的平

均調整次數皆有所增加。這可能是由於規則新增加消

極犯規，使選手在手部攻擊次數以及踢技 (迴旋踢、

勾踢) 攻擊頭部之平均次數增加 (蔡宜欣等人，2017)，

進而導致拳套、護脛及護腳背因碰撞次數增加而造成

護具移位有關。 

  由上述討論得知，2012年新增穿戴身體護具、消

極犯規後，除增加調整次數的影響外，亦讓調整間隔

時間縮短，而調整頻率增加可能會影響選手的注意力。

在空手道競賽過程中，選手的注意力是相當重要的能

力之一，選手必須隨著對手的攻擊習性，採取適宜的

攻擊策略，轉移適當的注意型態，以利於本身該如何

反擊 (劉雅甄、季力康，1999)。若選手因護具移位或

脫落，而下意識地調整道服與護具，可能會錯失攻擊

或反擊的最佳機會。 

  根據結果發現，2012年男子組比賽平均總時間增

加40秒、女子組則增加36秒，顯示新規則改變後，相

較於2010年，2012年的比賽總時間有延長趨勢，這可

能是由於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增加，使比賽暫停次數

較為頻繁，進而延長比賽時間。有趣的是，儘管新規

則取消延長賽的規定，但在整體規則的改變下，如增

加身體護具穿戴及新增消極犯規等，可能會導致道服

與護具調整次數增加，而間接影響比賽總時間。雖然

規則革新可能使選手更加積極搶攻，以及提高賽事安

全性，但卻會增加比賽時道服與護具的調整次數、頻

率，並拉長比賽時間，而此結果可能會影響比賽的流

暢性與時間的掌控。 

  本研究以2010年及2012年世界盃空手道錦標賽，

男女各量級前五名選手的官網影片為主，而拍攝視角

會從上方、左右、主審前方、教練旁等位置不時變動，

並搭配懸臂式攝影機來共同拍攝，雖然有些許死角，

但因拍攝角度皆一致，故限制條件是相同的。因世界

空手道官網公告之2010年世界錦標賽影片較少，故僅

分析與2012年相同量級之場次。本研究分析之兩屆比

賽，其選手調整道服與護具及比賽總時間的差異，可

能受到規則更新之影響，而不同選手、攻擊型態、穿

戴方式、臨場狀況皆可能影響其調整道服與護具次數

及比賽總時間，故此為本研究限制。 

 

伍、結論 

  本研究分析2011年規則改變前後的兩屆世界錦標

賽中，每場比賽道服與護具調整次數與其間隔時間，

以及比賽總時間，以瞭解新規則之影響。從結果發現，

2012年世界錦標賽男、女子選手，道服與護具平均總

調整次數較2010年分別增加10.60次、6.86次；調整間

隔時間分別縮短3.73秒、3.53秒；比賽總時間分別延長

40秒、36秒，顯示2011年規則更新後，增加道服與護

具調整次數、縮短調整間隔時間及延長比賽總時間，

可能間接影響比賽流暢度與賽事時間安排。藉由此結

果，教練與選手能了解哪些護具較易滑脫，調整合適

的攻防策略，減少調整護具的干擾，將影響比賽的因

素降到最低。此結果可提供未來在競賽規則革新時，

特別是考量比賽流暢度時，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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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analyze the number of adjustments of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adjustment time 

intervals of kumite contestants, and duration of bout in the world-class competitions in 2010 and 2012. 

World Karate Federation (WKF) has announced new regulations in 2011, such as wearing body 

protector, no extension, increase passivity fouls, etc., that may affect the number of adjustments of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of kumite contestants and duration of bout.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the top 5 kumite contestants for all weight classes of the World Karate Championships in 2010 

and 2012. By utilizing WKF official video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adjustments for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adjustment time intervals of kumite contestants, and 

duration of bout. Results: The average number of adjustments for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in 

2012 (male: 31.93 times; female: 22.43 times) which was higher than 2010 (male: 21.33 times; female: 

15.57 times); the average adjustment time intervals in 2012 (male: 7.52 seconds; female: 8.03 seconds) 

which was more frequently than 2010 (male: 11.25 seconds; female: 11.56 seconds);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bout in 2012 (male: 6 minutes and 11 seconds; female: 4 minutes and 47 seconds) which 

was longer than 2010 (male: 5 minutes and 31 seconds; female: 4 minutes and 11 seconds). Compared 

to 2010, the average number of adjustments for body protection, karate-gi, belts, mitts, shin pads, and 

foot protection increased by 1.20, 2.15, 1.93, 3.46, 1.69, and 0.70 times in the men's group, and the 

women's group increased by 1.86, 0.57, 1.29, 3.36, 0.07, and 0.86 times, respectively in 2012. 

Conclusion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gulations in 2011, the number of adjustments of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and duration of bout may be increased. Compared to 2010, the 2012 

World Karate Championship has more adjustments in the number of karate-gi and protective gears, 

shorter adjustment time intervals, and longer duration of 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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