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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裁判員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规範香港空手道運動的發展，根據 中國香港空手道

總會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總會)的政策發展方針,併結合 世界空手道

聯盟（以下簡稱 WKF）、亞洲空手道聯盟（以下簡稱 AKF）的有關規

定， 

製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本管理辦法適用於總會空手道裁判員的資歷評定,管

理和考核。性質屬於行業內自律性的管理規範。 

               第二章 裁判委員會(Referee Council) 

第三條 裁判委員會 (以下簡稱裁委會)是在總會領導下負責空

手道裁判員管理的專項委員會。參與、配合總會舉辦的各項空手道活

動等组織工作，研究最新空手道競賽規則和裁判方法，加强空手道裁

判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空手道裁判員工作水平。 

第四條 裁委會由裁判總監(Referee Director)1 人,副裁判

總監(Deputy Referee Director)1-2 人,執行委員(Executive 

Member)3-10 人及非執行委員(Non Executive Member)3-10 人等

組成。(下附裁判 委員會 架構圖、名單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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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裁委會負責製定空手道項目裁判員發展規劃；製定裁

判員管理的相關規定和實施細則；組織裁判員學習、培訓、考核、註

册和資歷等級認証；製定臨場裁判員選派辦法，對裁判員的工作進行

監督、指導和評價；對違規裁判員判定紀律處紛及處罰程度；修訂和

完善空手道競賽規則和裁判方法；簽署發放裁判員等級証書；審核裁

判員資格提名申請出席參加海外賽事、國際資歷考試及交流活動等；

任屆內裁委會成員裁判資格等級期限自然延續至屆滿後四年。 

第六條  裁判總監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裁判總監的權利 

1. 製定整體裁判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 

2. 委任裁判員擔任及執行總會舉辦的各項空手道活

動及運動員選拔等组織工作； 

3. 製定裁判員考試方法,形式,評核方法,合格標準,

裁判總監 

1人 

裁判副總監 

1-2人 

執行委員 

3-10人 

非執行委

員 3-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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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地點時間及每年次數,設備器材等； 

4. 製定裁判員培訓學習形式,內容,教材設備,講師類

形,培訓主題目標,地點,人數,時間及每年次數等； 

5. 審批註冊確認裁判員資歷等級； 

(二) 裁判總監義務 

1.組織學習培訓及提供最新賽例發展，更新等,提升各

級別裁判員專業知識及水平；     

2.培養裁判團隊的梯隊建設,充足並擴大裁判隊伍 

的底層基數。 

(三) 裁判總監職責 

1. 管理發展裁判團隊、組織開展裁判員招募,培訓, 

考核評價及人材梯隊建設； 

2. 整體裁判工作計劃的製訂,部署及監督實施； 

3. 確保裁判工作原則立場的中立,公平,公正及公開性

等在任何情况下必須遵守執行； 

4. 協調處理內外部合作,策劃,組織與實施執行； 

5. 各項財務費用管理,預算及控制。 

      第七條 副裁判總監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副裁判總監的權利 

1.在裁判總監缺席時代理其職責；   

2.參與製定整體裁判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      

3.管理及監察裁判工作活動、行為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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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監督及評價裁判工作表現水平； 

5.參與裁判員資格等級考試的考核評定工作； 

6.對於賽場上出現技術性和程序問題有權作最後 

决定。             

(二) 副裁判總監的義務  

1. 糾正裁判工作上錯誤； 

2. 改善優化裁判工作水平作建議； 

3. 指導裁判員正確執裁方式及建立良好榜樣。 

(三) 副裁判總監的職責  

1. 協助裁判總監做好各項工作； 

2. 執行裁判工作計劃及任務； 

3. 協調指揮監督裁判員賽場工作表現。 

        第八條 執行委員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執行委員的權利 

1. 參與製定整體裁判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      

2.管理及監察裁判工作活動行為及責任； 

3.監督及評價裁判工作表現水平；       

4.參與裁判員資格等級考試的考核評定工作。 

       (二) 執行委員的義務 

            1. 糾正裁判工作上錯誤； 

  2. 改善優化裁判工作水平作建議； 

  3. 指導裁判員正確執裁方式及建立良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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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委員的職責 

  1. 執行裁判工作計劃及任務； 

2. 協助裁判總監做好各項工作； 

3. 協調指揮監督裁判員賽場工作表現。 

第九條 非執行委員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非執行委員的權利 

1. 提供意見及建議整體裁判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      

 2. 參與裁判員資格等級考試的考核、評定工作； 

3. 監察裁委會及裁判團隊能履行裁判制度及計劃等。 

(二) 非執行委員的義務             

             1. 將內部及外界有關消息提供裁委會,協助裁委 

會製定計劃、改進及解决問題作參考。              

        (三) 非執行委員的職責 

             1. 對裁判工作活動、行為及責任所面臨問題和其 

他問題發表肯定和客觀意見；     

2. 監察裁判制度、程序及計劃等保持不偏不倚立 

場以整體利益為基礎原則。 

第三章 裁判員(Referee /Judge)資格操守 

        第十條 裁判員資格等級必須經裁委會考試合格,評定通過,

註冊確認後授予,並在<<裁判員管理規定>>下規管。 

(一) 組手-資格級別,由高至低, RA,RB,JA,JB 四個等級。 

(二) 型-資格級別,由高至低,JA,JB二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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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考試晉升裁判員資格等級,必須由低至高晉升；並

在最近一年內參加至少二次總會主辦空手道裁判研習

會及繼後賽事裁判工作；考生必須出席該考試所有研

習會及練習課方可參加考試；所有總會裁判員考試後

資格是暫時性,最後决定為在繼後賽事裁判工作表現

而落實。 

(四) 裁判員資格等級更新,必須在最近一年內參加至少二

次總會主辦空手道裁判研習會及繼後賽事裁判工作；

未達標者須向裁委會提交書面解釋或被向下調整裁判

員資格等級；資格等級到期未續後二年內須重考該資

格等級。 

(五) 裁判員資格等級有效期 

1. 組手-資格級別, RA,RB (四年)/JA,JB (二年) 

2. 型-資格級別,JA,JB (四年) 

3. 有效期以註冊確認後授予日期起計算。 

(六) 裁判員申請提名資格 

1. 裁判員申請提名參加出席國内,外地賽事或國際級

考試等活動資格,必須在最近一年內參加至少二次

總會主辦空手道裁判研習會及繼後賽事。 

(七) 裁判員報考條件資格 

1. 總會有效個人及道場會員； 

2. 年齡 21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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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手道黑帶一段或以上。  

        第十一條 裁判員操守紀律 

         (一) 裁判工作操守必須公平、專業、不徇私、高尚品格; 

(二) 嚴禁收受利益等行為，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賽果; 

(三) 紀律當值期間、比賽前二十四小時不喝酒、不擅離職

守、不粗言穢語、不吸毒; 

(四) 如裁判員當天賽事為領隊或教練身份,則整天賽事絕

不可出任裁判員。 

(五) 嚴禁作出任何騷擾或歧視行為，例如種族歧視、性騷

擾、及傷殘歧視等。 

 

附件一                

2019-2022 年度裁判委員會成員名單 

裁判總監: 周鏡廷 

副裁判總監: 黃卓銘、李雄基 

執行委員: 朱兆光、馮偉君、陳傳文。 

非執行委員: 范明蘭、劉佩麟、鄧振國、李偉鈞、李潤曦、葉雲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