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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現有世界盃機制雖然能防止主辦國及七隊種子隊在同一組，但頭四名仍可能在四強前相遇，令結果不能反映球隊真正實

力。因此，我們會嘗試找出避免頭四名在四強前相遇的抽簽方法。 

 

現時抽簽結果會與以下規則進行淘汰賽:（現記每組第一名為 1，每組第二名為 2，如此類推） 

 

 

換言之，要避免頭四名球隊不在四強前相遇，頭四名便要在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個大格，否則會在八強相遇，亦即是

要 

{A1,C1},{B1,D1},{E1,G1},{F1,H1} 

而頭二必須在左半{A1,B2,C1,D2,E1,F2,G1,H2}和右半{A2,B1,C2,D1,E2,F1,G2,H1}各一個,否則會在四強相遇 

但現在的抽籤方法不能確保以上條件，故我們想研究一個新的抽籤方法 

 

以下是過往抽籤的結果和當時各隊伍排名 

排名為該 32 隊相對的排名 

 



2018 年 

抽籤結果 

組別 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檔次 

A 俄羅斯(主辦國) 烏拉圭 埃及 沙烏地阿拉伯 

B 葡萄牙（3） 西班牙（8） 伊朗 摩洛哥 

C 法國 秘魯 丹麥 澳洲 

D 阿根廷（4） 克羅地亞 冰島 尼日利亞 

E 巴西（2） 瑞士 哥斯達黎加 塞爾維亞 

F 德國（1） 墨西哥 瑞典 韓國 

G 比利時 英格蘭 突尼西亞 巴拿馬 

H 波蘭 哥倫比亞 塞内加爾 日本 

B1,D1,E1,F1 會進入八強,可是 B1和 D1 會在八強相遇，因此頭四會在四強前相遇 

 

2014 年 

抽籤結果 

組別 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檔次 

A 巴西(主辦國) 克羅地亞 墨西哥 喀麥隆 

B 西班牙(1) 荷蘭 智利 澳洲 

C 哥倫比亞（4） 希臘 科特迪瓦 日本 

D 烏拉圭 哥斯達黎加 英格蘭 意大利 

E 瑞士 厄瓜多爾 法國 洪都拉斯 

F 阿根廷（3） 波斯尼亞 伊朗 尼日利亞 

G 德國(2) 葡萄牙 加納 美國 

H 比利時 阿爾及利亞 俄羅斯 南韓 

 

A1, B1, F1, G1 四強才相遇，B1 和 G1 決賽時才相遇，所以這屆符合我們的要求。 

 

  



2010 年 

抽籤結果 

組別 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檔次 

A 南非(主辦國) 墨西哥 烏拉圭 法國 

B 阿根廷 尼日利亞 南韓 希臘 

C 英格蘭 美國 阿爾及利亞 斯洛文尼亞 

D 德國 澳洲 塞爾維亞 加納 

E 荷蘭(3) 丹麥 日本 喀麥隆 

F 意大利（4） 巴拉圭 新西蘭 斯洛伐克 

G 巴西(1） 北韓 科特廸瓦 葡萄牙 

H 西班牙(2) 瑞士 洪都拉斯 智利 

 

E1,F1,G1,H1 會進入八強,可是 E1和 G1 會在八強相遇，故頭四名不能全部進入四強 

 

2006 年 

抽籤結果 

組別 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檔次 

A 德國(4)(主辦國) 哥斯達黎加 波蘭 厄瓜多爾 

B 英格蘭(2) 巴拉圭 千里達及托巴哥 瑞典 

C 阿根廷 科達迪瓦 塞爾維亞和黑山 荷蘭 

D 墨西哥 伊朗 安格拉 葡萄牙 

E 義大利 加納 美國 捷克 

F 巴西(1) 克羅地亞 澳洲 日本 

G 法國 瑞士 南韓 多歌 

H 西班牙(3) 烏克蘭 突尼斯亞 沙特阿拉伯 

 

A1, B1, F1, H1 會進入八強,可是 F1和 H1 會在八強相遇，故頭四名不能全部進入四強 

 

  



隊伍及排名如下： 

(括號中為這 32 隊的排名) 

 

{A1,C1},{B1,D1},{E1,G1},{F1,H1} 

而頭二必須在左半{A1,C1,E1,G1}和右半{B1,D1,F1,H1}各一個 

 

第一步 (1)放在任意一組  

若(1)在{A1,B2,C1,D2,E1,F2,G1,H2},則(2)只能在{A2,B1,C2,D1,E2,F1,G2,H1} 

若(1)在{A2,B1,C2,D1,E2,F1,G2,H1},則(2)只能在{A1,B2,C1,D2,E1,F2,G1,H2} 

(3,4)放在{A1,B2,C1,D2},{A2,B1,C2,D1},{E1,F2,G1,H2},{E2,F1,G2,H1}中沒有頭二的大組 

 

目的：使{A1,B2,C1,D2},{A2,B1,C2,D1},{E1,F2,G1,H2},{E2,F1,G2,H1}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包括四強中的任何 2 隊 

 

第二步 (5-8)分別放在沒有頭四的組別 

目的：能使這四隊能進入八強,但被頭四名淘汰,不會進入四強 

第三步 

(9-16)：先按(9-16)中出現各洲份次數的洲由大至小排列(歐洲除外,如數目相同,則比較總數) 

  (9-16)的南美國家：先抽起已出現南美國家的組別，如 d 組和 f 組出現南美國家，則拿走 d 組和 f 組的球，避免出現

同一組有兩個南美國家(違反原則) 

 

  第四步 因為(1-8)有 6 個歐洲，(1-8)的其中三組有南美洲,因此有三組有兩隊歐洲 (17-32)歐洲，拿走三個有兩隊歐

洲的球，在剩餘五組選出三組加一隊歐洲  第五步 (17-32)中北美洲：A-H 各一球，抽三個 (17-32）非洲：A-H 各一球，

抽五個 (17-32)亞洲:A-H 各一球，抽五 

 

  



抽籤例子 

第一名可以放在 a/d/e/h 組 ，假設放在 b 組 

因爲(1)在{B1,D1,F1,H1},則(2)只可以放在{A1,C1,E1,G1,} 

,假設(2)放在 c 組 

{A1,C1},{B1,D1}已有隊伍,(3,4)放在{E1,G1},{F1,H1}，假設(3)在 g 組,(4)在 h 組 

 

(5-8)則放在其餘四組,即 a,d,e,f 組 

假設比利時(5)放在 a 組,波蘭(6)放在 d 組,法國(7)放在 e 組,西班牙(8)放在 f 組 

 

(9-16) 

由於不計歐洲,南美洲隊伍最多,故先處理南美洲 

南美洲分別有秘魯,哥倫比亞,烏拉圭，但 c,h組已有南美隊伍,故不能放入假設分別放在 

瑞士,英格蘭,克羅地亞,丹麥,因爲每組最多可以有兩個歐洲球隊,而現在每組最多只有 1 隊,故暫無問題,假設分別放在

h,a,c,f 組 

 

2018 年 

抽籤結果 

組別 第一檔次 第二檔次 第三檔次 第四檔次 

A 比利時 英格蘭 塞内加爾 巴拿馬 

B 德國（1） 秘魯 瑞典 摩洛哥 

C 巴西（2） 克羅地亞 冰島 日本 

D 波蘭 烏拉圭 突尼西亞 沙烏地阿拉伯 

E 西班牙 墨西哥 塞爾維亞 韓國 

F 法國 丹麥 哥斯達黎加 尼日利亞 

G 葡萄牙（3） 哥倫比亞 伊朗 俄羅斯(主辦國) 

H 阿根廷（4） 瑞士 埃及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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