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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棒球5（Baseball5™	or	B5）是傳統棒球/壘球運動的街頭版本。這是
一項遵循棒球的開創原則，但是快速、年輕、充滿動感的運動項目。

棒球5（Baseball5™）只需要一顆橡膠球就可以隨處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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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
內野呈現正方形，壘包置於每個角落。每個壘包之間的距離為13公尺，
或42.5英呎（圖一黑色區域）。

從在本壘後方的打擊區開始（如圖一所示），壘包起始計算為逆時針開
始（一、二及三）。

內野

圖一

50 公分 = 1,6 英呎
100公分= 3,2英呎
150公分= 5英呎
300公分= 10英呎
450公分= 15英呎
500公分= 16,5英呎
1300公分= 42,5英呎
1800公分= 59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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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內區域是一個由四邊、各18公尺（59英呎）所圍成的正方形區域，
其中一個角落會形成本壘板（圖一黑色+黃色）。本壘前的禁止擊球
區不是界內區域的一部分。

界內區域

4.5公尺（15英呎）長的直線從本壘的一壘側邊線畫出，在三壘側畫出
相對應的直線。在任何可能情況下，從本壘畫出的線最短要有3公尺
（10英呎）。

禁止擊球區

#playeverywhere

打擊區是由四邊、各3公尺（10
英呎）所圍成的正方形區域。打
擊區位於界內區
之外，對應於本壘板所在的角
落，由兩條形成本壘板所交錯的
邊線向外延伸。（
圖二）

本壘形狀也可以與棒球/壘球本壘
類似（圖二）

打擊區

圖二

每個壘包理想的形狀與尺寸為每邊各50公分（1.6英呎）的正方形。一
壘及三壘須完全置放於界內區域，其中一邊與邊線接觸。不像棒球/壘
球的實體緩衝物，壘包應該在地面上標記。

壘包

CAJA DE BATEO打擊區

英
呎

英呎公分

公
分



為了避免衝撞，一壘壘包＂加倍＂（如圖三），所以守備方的守備行
為會產生於位於界內區的壘包，打者/跑者的目標則是接觸位在界外區
的壘包。

打者將球擊出後形成比賽進行中球，並奔向一壘時必須接觸到壘包；
而為了保持安全上壘狀態，必須停留在包括壘包、以及與壘包接觸的
一個1.5公尺(5英呎)的安全區域內(如圖三)。如果跑者無法維持至少一
隻腳於安全區域內，且被守備員持球觸碰後，將被判出局。

圖三

一壘

理想的圍牆高度在100公分或3英呎高。不過，各個聯盟/錦標賽的組
織單位可以決定其他對於比賽場地的限制，像是利用現存的牆面，或
是就場地進行標記。在這些情況下，應該建立特定場地規定並傳達給
所有參與者。

圍牆

安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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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5是由世界棒壘球總會所管轄之官方運動項目。也因此，適用於棒球5的各項世界棒壘
球總會法規、規章、規定以及管制與管轄原則。

國際競賽摘要（按此查詢世界棒壘球總會法規中完整十九條條例）

任何一個或多個會員組織所管轄且/或支持，由一或多位在會員組織其所管轄且/或支持的
選手所參與組成的國際棒球5賽事、比賽、競賽、錦標賽、均在世界棒壘球總會所管轄之
下，根據由世界棒壘球總會所設定法規、部門條例、規章、規定以及管制。

世界棒壘球總會正式會員是每個國家就國家隊進行選取的唯一機關，並且擁有專屬權利代
表其國名或地區名、旗幟及配色。

資產摘要（按此查詢世界棒壘球總會法規中完整二十四條條例）

世界棒球壘總會棒球5資產包括：
1.	 “棒球5”的名稱、任何世界棒壘球總會出版物，如：新聞刊物、雜誌、年鑑、紀錄

片…等，以及『WBSC』『B5』縮寫，以及組織主要標誌與品牌，以及全部在未來可
供創造的項目。

2.	 棒球5各類別世界/全球排名
3.	 各個在世界棒壘球總會轄下官方國家隊競賽。
4.	 棒球5世界盃的名稱，以及此在個不同年齡類別的項目，以及其他全部註冊商標與註

冊競賽（棒球5世界巡迴、棒球5職業圈…）。
5.	 棒球5官方競賽與錦標賽與其他可依此特質創造的比賽。
6.	 任何與棒球5其競賽、活動與賽會相關標識、官方視覺與品牌。

棒球5管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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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分	–	3英呎

https://www.wbsc.org/organisation/statutes/
https://www.wbsc.org/organisation/statutes/


任何時間場上進行比賽的選手人數為五人。一支球隊無法派出上場所
需最低選手人數，球隊這場比賽被判定沒收，比賽結束。

球隊選手名單的人數最多為八人（上場五人、預備三人）。

運動員務必登記在打擊順序卡（lineup	card）上，號碼可自由從0到
99號選擇，所選號碼必須清楚顯示在球衣上。

球衣標準請參照錦標賽文件。

球隊選手

準備比賽所需
世界棒壘球總會做為棒球5的世界主體管轄單位，有權利對球與器材進
行認證、核可與授權。

棒球5用球有著以下規格標準：
•	 重量：84.80公克
•	 尺寸：
•	 直徑	66.4釐米
•	 圓周	208.4釐米
•	 彈跳範圍：	76	公分（從150公分高處掉落至大理石面）
•	 壓力：	7.99	kgf	（往球中心內擠壓30%）
•	 材質：100%天然橡膠（可使用回收材質）
•	 局是棒球5（Baseball5™）的比賽單位，包括了兩隊在進攻上的打

擊交換。一場棒球5（B5）比賽為五局。
當比賽進行超過三戰兩勝制，不限於，但是像是世界盃、青年奧運會
等賽事可發展出不同比賽形式。

球

局是棒球5（Baseball5™）的比賽單位，包括了兩隊在進攻上的打擊
交換。一場棒球5（B5）比賽為五局。

當比賽進行超過三戰兩勝制，不限於，但是像是世界盃、青年奧運會
等賽事可發展出不同比賽形式。

局

世界棒壘球總會做
為棒球5的世界主
體管轄單位，有權
利對球與器材進行
認證、核可與授
權。世界棒壘球總
會核准競賽要使用
已經通過世界棒壘
球總會核可程序棒
球5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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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混隊

#playeverywhere

在混合不同性別的競賽中，防守方一定要固定維持兩名同性別運動員
在場上。

衣著
只有在特定情況下特定種類的手指保護貼布可以獲得比賽官員的核
可，這必須要在比賽開始前向比賽官員宣告並且獲得許可。

從事棒球5需要穿著一般普遍的都會運動服裝。世界棒壘球總會保留選
手參加官方競賽時，定義特定規定的權利。如可行，此資訊會在錦標
賽手冊中呈現。

只有護膝與袖套是被允許的保護器材。

打擊順序（附件一）
各隊教練務必在比賽開打十五分鐘前繳交填寫完成並簽名的打擊順序
卡給紀錄台官員。				

賽事籌辦方可以要求最早在比賽開打前九十分鐘繳交打擊順序卡。如
教練缺席，球隊領隊或隊長須盡此責任。

複寫的打擊順序卡必須要在比賽開打前遞交給對手球隊。

比賽規則
比賽開始，主隊先進行守備，客隊先進行進攻。

守備方的目標在於消滅（製造”出局”）進攻方的三名選手，接著進
行攻守交換。守備方球隊接著成為進攻方球隊，反之亦然。

進攻方的目標在於得分（製造”分數”）。

當打者擊球時，守備方的五位選手都得要在界內區域。守備位置：•一
壘手	•二壘手	•三壘手	•	游擊手	•	中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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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備方/守備球隊

當打者擊球時，守備方的五位選手都得要在界內區域。

守備位置

•	 一壘手
•	 二壘手
•	 三壘手
•	 游擊手
•	 中線手

圖四

在圖四所看到的
是典型的守備
陣勢。然而，守
備球員可以根據
球隊所需，在場
上每個行動開始
前，更換他們
所位於的守備位
置。

進攻方/進攻球隊
打擊順序卡上列出上場的五位選手，打擊一到五棒。整場比賽打擊順序均
不得更換，除非當中有選手被另一人替換。在此情況下，替補選手是取代
被換下場選手原本在打擊順序中所處打序。

界外區

一壘手二壘手

三
壘

手
游

擊
手

中線手	

界
外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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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
打擊行為必須發生在打者已完全進入打擊區，在所擊的球離開打者手
之前，打者必須要留在打擊區白線內。

球必須要用手掌或拳頭擊/拍出。

非法打擊
第一次彈跳必須要在從本壘斜畫出4.5公尺禁止擊球區外。U-15層級
的禁止擊球區畫出的則是3公尺長。（如圖五）

U-15以及以下的層級，如果非法擊球或是打成界外球，選手可以有第
二次機會。如

圖五 公分 公分 公分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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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選手在他的球隊進攻的當局，完成繞過每個壘包，便得到一分。
也就是，依照順序接觸到一壘、二壘、三壘以及本壘。

得分/分數

為了要得以攻守交換轉換成為進攻球隊，守備球隊每一局要消滅對手
三名選手。
	
守備如何製造＂出局＂：

•	 透過觸碰（當持有球時）跑者＂被迫＂推進進壘的壘包；
•	 在所擊出的球第一次觸地前將球接住；
•	 透過觸碰沒有接觸壘包的跑者；	

觸碰=當手持球時，持球觸碰跑者；
•	 如果打者成功上到一壘，但是無法保持在安全區內，並且被持球

守備員在安全區外			觸碰。

進攻選手如何會因為非法行為/舉動而讓他們自己出局：

•	 當擊球時觸碰到（踩到）打擊區的任一條線；
•	 當將球擊到界外區*；
•	 被自己擊出的球給打到；
•	 試圖揮擊下完全沒有打到球；
•	 故意假裝要擊球；
•	 在球觸及圍牆，或是越過圍牆前，所擊出的球沒有至少與比賽場

地接觸至少一次；
•	 不尊重打擊順序，並且在應該是隊友打擊的打擊順位打擊**；
•	 做為壘上跑者在打者擊到球之前提前離開壘包；
•	 當在跑壘時，超越同為正在跑壘的隊友；
•	 當兩名、或超過兩名跑者同時佔據同個壘包，而被守備方持球觸

碰。在打擊順序上居後的跑者應該要被判決＂出局＂。

註記：跑者應該要進一切可能避免與守備方接觸相撞。要是跑者被認
定得以避免接觸相撞卻無盡力避免，那麼跑者會被判決＂出局＂。

出局
*在棒球5，不像
是棒球與壘球，
球的第一次彈
跳決定了所擊出
的球是否是界內
球：

• 第一次彈跳
在界外區 = 
打者出局

• 第一次彈跳
在界內區 = 
比賽進行
中球

**如果一名選手
錯誤的在沒有依
照打擊順序打
擊，守備方在下
一棒打擊前有責
任告知比賽官
員。在這個情況
下，原本輪到打
擊順序的打者應
該要被判出局，
打擊順序應該要
回到接續的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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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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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有效擊球後，球離開了球場而守備方已經無法進行守備，比
賽停止。在這些情況下，適用下列之一：

•	 如果沒有守備員觸碰到球，每位跑者推進到下個壘包（不給予更
多壘包）；

•	 如果球觸碰到守備員（沒有失誤發生）並且離開了球場，每位跑
者推進到下個壘包（不給予更多壘包）；

•	 如果球因為守備方的失誤（爆傳或漏接）離開了球場，每位跑者
可獲得多一個壘包（打者上二壘、一壘跑者推進到三壘，以此類
推……）。失誤由比賽官員判定決定給予進攻方多的壘包。

•	 如果比賽官員判定妨礙，球形成死球（每位跑者向前推進一個壘
包）。

滿壘、兩出局	–	特別狀況
在滿壘並且兩出局的狀況下，假使三壘上跑者在打序上輪到是下一位
上場打擊的打者，每名跑者推進一個壘包，三壘跑者去打擊，帶跑者
進佔一壘。只有五位選手的球隊，這一局第一個出局的選手成為一壘
代跑者。打擊應該總是依照順序進行。

第一局：
1.	 Paul擊出安打，Paul在一壘，無人出局，Jane進入打擊區。
2.	 Jane擊出安打，Paul在二壘，Jane在一壘，無人出局，Mike進入

打擊區。
3.	 Mike擊出安打，Paul在三壘，Jane在二壘，Mike在一壘，無人出

局，Steve進入打擊區。
4.	 Steve飛球出局，Paul在三壘，Jane在二壘，Mike在一壘，一人

出局，Kim進入打擊區。
5.	 Kim飛球出局，Paul在三壘，Jane在二壘，Mike在一壘，兩人出

局，Paul應該是下一位打者，但是他在三壘上。

所以：
Paul進到打擊區打擊，Jane前進三壘，Mike上二壘，這局第一個出局
的Steve上到一壘作為帶跑者。

打序
1 Paul
2 Jane
3 Mike
4 Steve
5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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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比賽官員認為跑者妨礙守備進行，跑者應被判決出局。

妨礙

要是比賽官員認為擊球跑壘員跑往下一個壘包當中被阻礙了，球成為
死球，全部跑者都向前推進到在沒有受到阻礙下得以抵達的壘包。

阻礙

當一個攻擊/守備行為結束後選手可以要求暫停，在比賽官員同意暫停
前球的狀態都是活球。

暫停

要是比賽官員察覺任何代表成員—不論是場上或場下的選手、教練或
領隊—有違反運動精神行為，行為人可被驅逐出場。在錦標賽中，任
何驅逐出場都會導致一場比賽禁賽。

違反運動精神行為

技術性替換 
技術性替換可以在局與局之間，攻守交換時進行。

預備球員只可以換上進入比賽一次，所以，一旦他們被替換下場，他
們便無法再上場。

先發球員在被替換後只可以再次上場一次重新取得他原本在打擊順序
中的位置。

受傷替換
要是一位球員受傷，他/她可以在任何時間被替換。受傷選手不能再上
場。如果比賽是三戰系列賽當中的賽事，受傷球員在整個系列賽都不
得再上場。

選手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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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僵局規定
假使比數呈現平手，比賽球隊要進行加局延長賽，直到當中一支球隊
得分超越其對手。

•	 延長賽第一局一開始跑者直接進佔一壘。
•	 延長賽第二局一開始跑者直接進佔一、二壘。
•	 從延長賽第三局開始，每局都以滿壘開始。壘上跑者一定要依打

擊順序進佔壘包。

比賽結束
當五局結束，一支球隊的分數比其對手球隊的分數要多時。

當主隊的得分超越客隊，而客隊已經完成其第五局的進攻，此時比賽
結束，主隊獲勝。在以三戰系列賽進行的賽事當中，取得兩勝的球隊
便贏得賽事。

比數超前規則
三局結束一隊領先達十五分，或四局結束領先達十分比賽便結束。如
果一隊在五局上半進行當中領先達十分或十分以上，比賽結束。	

如有此文件未涵蓋的情況，比賽官員將做出最後裁決。保留所有修改權利。在未獲得世界棒壘球總
會書面同意下，世界棒壘球總會棒球5正式規則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或傳送，或是以
任何方式、電子或機械，包括影印、錄影/音，或是在已知或將被發明的任何資訊儲存裝置與回溯系
統。

施行與法務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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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式選手名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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