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羽球總會法規，章節 2.2.4 

選手行為準則 - 2017/06/01 施行 

 

1. 目的 

  1.1  確定與維持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的賽會有秩序和公平的管理和行為，同

時保護選手的權益與世界羽球總會，廠商與大眾各自的權益； 

  1.2  維護世界羽球總會的好名聲與世界性正直的羽球運動。 

 

2.  適用範圍 

  2.1  這準則適用於所有世界羽球總會核准的賽會及參賽的選手。 

  2.2  所有選手應遵從這準則及羽球規則。每一選手無論報名或被提名參加世

界羽球總會核准的賽會應接受這準則，競賽規則及羽球規則，同時受其

約束。 

 

3.  一般規定 - 倫理準則 

 所有在適用範圍的選手需遵從此世界羽球總會的倫理準則的一般規定以及

其所定義的核心價值，原則與行為。 

 

4.  行為的具體規定 

  選手需遵從此行為準則所列出的具體規定： 

  4.1  賽會的報名 

    所有世界羽球總會核可的賽會報名或退賽需要公平的處理以保護所有選手

防止可能的操作使任一選手由世界選手排名分數得利。選手報名參與賽會需

遵從以下的一系列規則： 

    4.1.1 選手不應該在資格賽或正賽賽程公布後退賽而無證據顯示真正的受傷，

生病，喪親或其他緊急事件。 

    4.1.2 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的賽會報名且已被接受的資格賽或正賽選手不應

該同時參加同時段世界羽球總會核准的其他賽會，除非規則明確指明

許可。 

    4.1.3 不可由一項未來賽會因受傷或生病退賽，而在通知受傷/生病的日期與

退賽賽會的期間參與任何的羽球賽會。 

    4.1.4 不得安排旅程計畫使選手避開參與既定的賽程或干擾選手參加藥檢的

承諾，會見媒體的義務，會見贊助商的義務及參與賽後頒獎典禮。 

  4.2  球場上做為競技者的模範 

    選手是競賽場地的主角同時他們的表現被其他選手，球館的觀眾及百萬的電

視觀眾看見。專業化的及良好的模範是所有選手在國際賽會被期待的。 

選手對他們自己在球場上的呈現，舉止，行為和表現包括以下： 

    4.2.1 不出場遲到，導致未出賽。（No show） 



    4.2.2 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範圍內的任何場次或時間，表現出有榮譽感

及有運動精神的行為。 

    4.2.3 任何比賽的賽前，賽中或賽後表現出善意的禮儀如感謝執法人員，與

對方選手握手等。選手在離開比賽場地與教練或群眾慶祝之前必須先

感謝對手及裁判。 

    4.2.4 穿著乾淨與可接受的羽球運動服裝，表現出合宜的態度參與競賽。 

    4.2.5 能依報名不同賽會情況符合衣著及廣告規定(綜合賽事規定 20-24)。 

    4.2.6 永遠使用選手的“全力”去贏得一場比賽。 

    4.2.7 完成一場比賽除非有正當理由未能如此。 

    4.2.8 尊重執法人員且不企圖用任何方式如手臂，手或球拍做姿勢或口頭上

影響執法人員的判決。 

    4.2.9 不在比賽進行中尋求指導除非是規則所允許。在選手和教練間任何形

式的聯繫，可聽見的或可看見的，視同指導。 

    4.2.10 不使用在任何語言中通常被認知和理解為褻瀆或不正經的且完全大聲

和清楚的被裁判或觀眾聽到。 

    4.2.11 不使用手及/或球拍或羽球做出姿勢或手勢通常被認知為下流的或敵

意的涵義。 

    4.2.12 不在場內或場外故意危險的或魯莽的擊打羽球，疏忽而不顧後果的擊

打羽球，或故意破壞羽球。 

    4.2.13 不故意擅改羽球來影響球的飛行或速度。 

    4.2.14 不在比賽中故意且暴力的摧毀或破壞球拍或其他設備，或故意且暴力

的擊打球網，場地，裁判椅或其他固定物。 

    4.2.15 不在賽會的範圍內做出陳述，直接對某職員，對手，觀眾或其他人暗

示其不誠實或是貶抑的，侮辱的或其他的汙衊。 

    4.2.16 不對某職員，對方選手，觀眾或其他人身體侵害。甚至不經同意的觸

碰上述人等亦會被視為身體侵害。 

    4.2.17 表現出有運動精神的行為。不做出行為明顯的對羽球運動的聲譽是妄

用及有害的。 

  4.3 媒體，贊助及典禮 

    有關媒體，贊助及典禮是賽會的重要部份及選手本身與其他優勝者行銷自己

的機會。這些媒體，贊助及典禮活動也是主辦單位與贊助商被感謝及認可

的機會。 

選手有義務參與這些活動且遵循選手承諾規定（世界羽總法規，章節 5.3.6）

的規範。 

  4.4 教育目的的活動 

選手教育是職業運動員很重要的部份是且選手有義務參與這些教育目的的

活動且遵循選手承諾規定（世界羽總法規，章節 5.3.6）的規範。 

  4.5 賭博，投注及異常賽事結果 



  選手有義務保護羽球運動的正直。在此行為準則之下，選手需遵循賭博，

投注及異常賽事結果的所有規定（世界羽總法規，章節 2.4）。 

  4.6 禁藥檢查 

選手有義務保護羽球運動的正直包括有關藥檢相關事宜。在選手行為準則

之下，選手需遵循世界羽球總會禁藥檢查規定（世界羽總法規，章節 2.3）。 

  4.7 其他違反比賽正直的行為 

    4.7.1 選手有義務行為不牽涉到違反羽球運動的正直。 

    4.7.2 若選手嚴重違反或任何國家的法律並備定罪，罰則包括可能的監禁，

該選手將被認為這些犯行違反羽球運動的正直。 

    4.7.3 甚至，若選手在任何時間行為表現嚴重破壞運動名譽，該選手的這些

犯行被認為這些犯行違反羽球運動的正直。 

5. 司法程序 

  5.1 涉嫌違反此準則應使用世界羽球總會的司法程序所敘述的原則與程序進

行調查。 

  5.2 選手需報告違反此準則與倫理準則的情況且合作及全力協助調查。 

  5.3 若某選手行為違反此準則將被定義為違反此準則。違反此準則是紀律行動

及適當罰則的基礎。 

  5.4 某些違反此準則的罰則處理過程是由管理罰款為罰則（詳見世界羽總法規，

章節 2.5）。 

  5.5 其他涉嫌的違反則需世界羽球總會司法程序決定的紀律聽證過程。 

 

 

 

 

 

 

 

 

 

 

 

 

 

 

 

 

 

 



世界羽球總會法規，章節 2.2.6 

教練及教育者行為準則 - 2017/06/01 施行 

1. 目的 

1.1 維持教練與教育者及那些在教育學習環境中表現出相似角色而在教練與

選手間有權力關係的最高行為標準。 

1.2 確立選手/學習者正面的的教導/學習環境。 

1.3 確立與維持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公平及有秩序的管理及行為當教練或

領隊坐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的賽會場內擔任教練角色時。 

1.4 維護世界羽球總會的良好聲譽及羽球的正直。 

 

2. 適用範圍 

2.1 所有教練及教育者及承擔教練責任者。這教練可以擁有或無世界羽球總

會所核發的教練證。 

2.2 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場地後方擔任教練角色的所有教練，領隊，隊

職員及選手。 

2.3 所有參與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的教練，領隊，隊職員應接受此準則，

綜合賽事規定及羽球規則並受其約束。 

 

3. 一般規定-倫理準則 

此準則所涵蓋的教練，教育者，領隊與隊職員需遵循世界羽球總會倫理準則

的一般規定以及其所定義的的核心價值，原則及行為。 

 

4. 行為的具體規定 

領隊身份 

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擔任領隊角色的領隊，教練或隊職員需遵循此行為

準則所列出的具體規定： 

4.1 充份支持在裁判長及選手間技術問題的資訊流通。 

4.2 充份支持在大會主辦者及隊伍/選手間後勤事項的訊息溝通（交通，食宿，

練習時段等）。 

4.3 代表隊伍/選手參加裁判長所召開的領隊會議或其他任何會議。 

4.4 遵循標準程序及時的報告任何的選手退賽。 

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的教練角色 

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場地後方擔任教練角色的所有教練，領隊，隊職員

及選手需遵循此行為準則即所列出的具體規定。 

此角色的表現必須是： 

4.5 應穿著適當的團隊服裝（運動服）及或襯衫/有領短衫/短衫或長褲/裙子。

不適當的衣著（在其他項目中）包括牛仔褲，涼鞋/拖鞋及海灘褲/百慕達

褲。裁判長會裁決教練是否衣著不適當； 



4.6 除非在規定的休息時間外應保持坐在球場後方在他/她的選手之後指定

的座席；但是，假如教練要前往其他場地，他/她應在球不在比賽中時前

去； 

4.7 球在比賽中時不可指導或以任何方法干擾對方選手或干涉比賽； 

4.8 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導而延遲比賽； 

4.9 在比賽中規定的休息時間，在裁判宣布剩下 20 秒時馬上回到指定的座

席； 

4.10 不可以任何方式言語侵害或恐嚇如喊叫做姿勢，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干擾

任何觀眾，大會職員，執法人員，對方教練或領隊，或對方選手； 

4.11 不得以任何方式企圖與對方選手或教練或領隊聯繫或為任何目的使用

電子設備包括手機，電腦或類似裝置； 

4.12 不得對觀眾，大會職員，執法人員，對方選手，教練或領隊做出或企圖

做出任何不受歡迎，侵犯或恐嚇的肢體接觸；及 

4.13 不得經媒體造成對此運動不名譽的評論，無論賽前，當下，或賽後和大

會職員，執法人員，對方教練或領隊及或選手有關，包括人身攻擊，暗

指偏袒，或質疑其正直。 

   教練/教育者 

   教練或教育者以教練，教師，訓練員或教育者身份且教導選手及學習者有關

羽球技術，生理，戰術及其他知識應： 

   4.14 表現出好的角色典範及促進羽球運動的正面形象。永遠表現出保持高水

準的個人行為及職業水準。 

   4.15 認知此運動的責任，對被教導的球員，對其他教練，父母，對世界羽球

總會及此運動的職員。 

   4.16 對保密原則瞭解並受約束。確定與學生/學習者，同儕，與世界羽球總會

及其他互動者有關的機密及個人資料適當的使用。 

   4.17 平等的對待所有學生/學習者，且尊重，公平，誠實而持續，不管他們的

背景，宗教及能力。 

   4.18 用適當的方法保護學生/學習者且顧及他們的福利與健康。當教導/教練

18 歲以下選手時瞭解自己所擔任的角色且負起保護的責任。 

   4.19 用長期對學生/學習者有利的適當訓練方法且避免任何傷害。確定目標與

活動適合學生/學習者年齡，經驗，能力及生理和心理狀況。 

   4.20 對學生/學習者的評估要公平且評估是和學習科目有關。以體諒且正直的

態度提供回饋。 

   4.21 始終與學生/學習者形成與保持專業化的工作關係。小心對於教練，教師，

訓練員或教育者身份的權力及跟隨來的責任。嚴格遵守對於學生/學習者

友情與熱情的清楚界線且不與學生/學習者發展不正常的關係。 

   4.22 避免與學生/學習者的狀況被認為妥協。 

   4.23 切勿透過媒體或社群公開做出跟訓練，課程或學生/學習者有關的負面，



貶抑或個人意見及意味著偏見或質疑專業或正直的評論。 

   4.24 賭博，投注及異常賽事結果 

遵循賭博，投注及異常賽事結果行為準則所有規定（世界羽總法規，章

節 2.4）。 

   4.25 禁藥檢查 

   勿從事任何違反世界羽球總會禁藥檢查規定進行推廣，促進，有關，或行動

支持或行動（世界羽總法規，章節 2.3） 

   4.26 其他違反比賽正直的行為 

     4.26.1 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有義務不觸及有違反羽球正直的行為。 

     4.26.2 若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嚴重的違反或任何國家的法律並被

定罪，罰則包括可能的監禁，該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將被

認為這些犯行違反羽球運動的正直。 

     4.26.3 甚至，若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在任何時間行為表現嚴重破

壞運動名譽，該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這些犯行被認為違反

羽球運動的正直。 

 

5. 司法程序 

   5.1 任何在世界羽球總會核准賽會的違反行為可由賽會裁判長處罰，他可以

將教練，領隊及隊職員請出比賽區域。若是在賽會中重覆的違反或是嚴重

的違反（例如，但不限於章節 4.12）裁判長可以將該教練，領隊及隊職員

在剩餘的賽程或部分請出比賽場地。這裁判長的判決是最終處分且不能申

訴。 

   5.2 依據章節 5.1 持續或故意的違反也可根據裁判長報告至世界羽球總會而

根據章節 5.3 處以更進一步的罰則。 

   5.3 其他涉嫌違反此準則應使用世界羽球總會的司法程序所敘述的原則與程

序來調查。 

   5.4 教練及其他由此準則涵蓋者需報告違反此準則與倫理準則且合作及全力

協助調查。 

   5.5 若某教練，教育者，領隊及隊職員行為違反此準則將被定義為違反此準

則。違反此準則是紀律行動及適當罰則的基礎。 

   5.6 某些違反此準則的罰則過程是由管理單位罰款（詳見世界羽總法規，章

節 2.5）。 

   5.7 其他涉嫌的違反則需世界羽球總會司法程序決定的紀律聽證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