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WISER SPORT COMMITTEE  
150 E. Colorado Blvd., Suite 202, Pasadena, CA 91105, USA 

Tel: 626.795.7485 / Fax: 626.795.7488 / Email: info@worldwisersport.org 

 

裁判員記錄表 

 

1. 裁判員個人基本資料 
I.D.*  目前裁判員級別 見習裁判員 完成培訓日期  

中文姓名 英文名 (First Name) 英文姓(Last Name) 

   

性別 所屬 Wiser 運動團體 頭銜/職稱 

男性   ☐    女性 ☐   

居住住址 

 

居住城市 州/省 郵遞區號 國家或地區 (例如:美國) 

    

電子郵件信箱 手機號碼 其他電話號碼 

   

2. 裁判員記錄審核資料(以下部份只限世界 Wiser 運動委員會填寫) 
授證日期  審核日期  

審核結果  

世界 Wiser 運動委員會官員名字 頭銜/職稱 

  

  

簽名 簽名日期 

WWSC- Referee_Record_frm_11_12_13_C.docx 

*裁判員的 ID 號碼會由世界 Wiser 運動委員會填寫 

請將填寫妥的裁判員記錄表傳回 info@worldwisersport.org.  

mailto:info@worldwisersport.org
mailto:info@worldwiserspo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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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比賽記錄表(附件) 
第   1   頁  

共      頁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1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2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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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比賽記錄表(附件) 
第   2   頁  

共      頁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3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4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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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比賽記錄表(附件) 
第   3   頁  

共      頁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5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6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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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比賽記錄表(附件) 
第   4   頁  

共      頁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7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8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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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員比賽記錄表(附件) 
第   5   頁  

共      頁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09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比賽場次編號 比賽日期/時間 比賽地點 比賽結果 

010    

 隊名 隊長姓名 隊長簽名 

紅隊    

白隊    

比賽內容 

摘要 

(請記錄比賽發生的任何問題和特別重點) 

裁判員簽名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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