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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賽事總則 

一. 宗旨 

  為健全大專院校電子競技運動組織，並配合政府積極推廣電競運動之前提，協助大專院

校喜好電競學生建立良好的交流管道及跨領域學習能力。 

  藉由本活動讓同學瞭解電競產業發展概況外，更能從中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策

略應用，破除青少年沉迷電玩的刻版印象，提升校際間電子競技運動水準，促進大專院電子

競技運動蓬勃發展。 

 

二. 組織 

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指導單位：高雄市體育會電子競技委員會 

執行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電競產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協辦單位：TESL台灣電競股份有限公司、狼谷競技台、遠東科技大學、HTC宏達國際電

子、ACER宏碁、LSC英雄聯盟校園聯賽、PMCC 絕地求生 M校園聯賽 

贊助單位：HTC VIVE、ACER PREDATOR、絕地求生 M、KELME 

 

三. 競賽種類 

1. 英雄聯盟：團體賽 

2. 傳說對決：團體賽 

3. 爐石戰記：個人賽 

4. 示範賽-Zero Aim：VR團體賽 

5. 示範賽-絕地求生 M(PUBG MOBILE)：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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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資格

1. 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 108 學年度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之

正式學制者，選讀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練班

學生不得參加）。軍、警校院以正期生及專科部學生為限，空中大學之選手必須是

108 學年度正式註冊選課之學生始得參賽。（檢附參賽選手當期註冊繳費證明或選

課單影本<2擇 1>）。

2. 報名網址：

英雄聯盟： https://forms.gle/1rtFJJGB7nFjmTqj7

英雄聯盟校際盃報名：

傳說對決： https://forms.gle/MKvDbpCxb29DLm6w7

爐石戰記： https://forms.gle/884eafj7J372bFom6

Zero Aim： https://forms.gle/qcNqJsCsPTEWrm7i8

絕地求生 M (PUBG MOBILE)：待 10/9公布

3. 報名資格規定：

(1) 英雄聯盟：邀請制，大專院校以上，邀請 LSC大專組和校際盃各校內冠軍，1

校以 1隊為限(若同校有 LSC校對和校際盃冠軍，以 LSC校隊為主)。

i. LSC大專組：20支。

ii. 校際盃：11/20前由各校校際盃產生之校內冠軍隊伍皆可參加，校

際盃報名網址如下：                      。

iii. 非上述兩者，則需由學校體育室統一繳交報名。

(2) 傳說對決：公開報名，大專院校以上，1校以 1隊為上限，若同校有多隊報名

將以 10/21報名截止後官方審核戰隊積分高者作為代表隊伍參賽。

(3) 爐石戰記：公開報名，大專院校以上，1校以 1隊為限，若同校有多人報名將

以 10/21報名截止後官方審核個人牌位（標準模式）高者作為代表參賽。。

(4) 示範賽 VR-Zero Aim：公開報名，高中職以上，32隊為上限。

(5) 示範賽-絕地求生 M：邀請制，高中職以上，邀請校園自辦賽(16 支)和全國公

開賽(48 支)，1校以 2隊為限。

i.校園自辦賽(10/9開放報名)：以 16所學校自辦為限，

ii.全國公開賽(10/9開放報名)：賽事前 48名，若隊伍已由校園自辦

賽出線或 1校有第 3支隊伍於全國公開賽 48 名單內，則由後遞

補。

https://forms.gle/1rtFJJGB7nFjmTqj7
http://2020predatorleague.tw/
https://forms.gle/MKvDbpCxb29DLm6w7
https://forms.gle/884eafj7J372bFom6
https://forms.gle/qcNqJsCsPTEWrm7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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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名隊伍數規定： 

(1) 英雄聯盟-團體賽(邀請制)：LSC大專組 20支、11/20前辦理完校內校際盃的

各校內冠軍、及學校體育室統一報名。 

(2) 傳說對決-團體賽： 64隊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3) 爐石戰記-個人賽： 32隊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4) Zero Aim -示範賽 VR： 32隊上限，報名額滿為止。 

(5) 絕地求生 M-示範賽(邀請制)： 64隊上限(校園自辦賽 16支+全國公開賽 48

支)。 

5. 每人限參加 1項目，不得重複報名參加。 

6. 各項賽事皆需填報帶隊老師或領隊，賽事進入四強後需由老師或領隊帶隊至樹德科

技大學或高雄草衙道 VIVELAND或 TESL高雄電競館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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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賽時程 

實際賽程將於選手登記報名後依據賽事隊伍數另行調整 

1. 英雄聯盟：線上賽 - 11/25至 11/26；線下賽 – 12/06、12/20 

2. 傳說對決：線上賽 - 11/04至 11/28；線下賽 – 12/04、12/21 

3. 爐石戰記：線上賽 - 11/01至 11/29；線下賽 – 12/05、12/28 

4. Zero Aim VR：南北預賽- 11/23、11/24、11/30、12/1；線下賽 – 12/03、12/27 

5. 絕地求生 M：線下賽 – 11/23、11/24、11/30、12/01、12/22 

 

 

 

 

 

 

 

  

  

LOL-預賽*11/25-26 

 
傳說-初賽*11/4-7 爐石-初賽*11/1.11/8 

絕地求生M-複賽*11/30.12/1 

VR-初賽*11/23-24 

LOL-4強*12/06 

 
LOL-4.3.2.1*12/20 

 

傳說-複賽*11/13-14 

傳說-16強*11/20 

傳說-8強*11/27-28 

傳說-4強*12/4 

傳說-4.3.2.1*12/21 

爐石-16強*11/15 

爐石-8強*11/22.11/29 

爐石-4強*12/05 

爐石-4.3.2.1*12/28 

絕地求生M-總決賽*12/22 VR-複賽*12/03 

VR-總決賽*12/27 

VR-初賽*11/30.12/1 

絕地求生M-複賽*1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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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抽籤規則 

採人工方式進行抽籤。抽籤時間將於 10月 25 日審查結束後公告於中國民國電子競技運

動協會 FB(https://www.facebook.com/222298004525334) 
及大專盃官網(http://www.codc.stu.edu.tw/2019esport/)，對戰隊伍之間無特殊迴避規

則。 

 

七. 獎金 

1.英雄聯盟(團體項目)：冠軍 2萬、亞軍 1萬、季軍 5千、殿軍 5千 

2.傳說對決(團體項目)：冠軍 2萬、亞軍 1萬、季軍 5千、殿軍 5千 

3.爐石戰記(個人項目)：冠軍 5千、亞軍 3千、季軍 1千 5百、殿軍 1千 5百 

4.示範賽-Zero Aim(AR團體項目)：冠軍 1萬、亞軍 5千、季軍 3千、殿軍 3千 

5.示範賽-絕地求生 M：冠軍 20萬、亞軍 10萬、季軍 5萬、殿軍 2萬 

 

八. 申訴 

1.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或事實發生時提出；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應依

據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2. 若規章無明文規定者，得先以口頭向該場裁判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向各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提出書面（如附件）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

者，不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3. 有關競賽爭議或違規等事項，由裁判團之決議辦理。 

4. 經裁判團審議處罰，對其處分有異議時，得於收到處罰通知之翌日起 3 日內向主

辦單位提出申訴。 

 

九. 罰則 

1.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不實或冒名參賽，經查證屬實者，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1) 如係參加個人項目，取消其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給之

獎牌。 

(2) 如係參加團體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資格及已賽成績、名次，並收回已發給

之獎牌。 

2. 參加學校之選手、職員於比賽期間，倘有違背運動精神之行為，如：對裁判員有不

正當行為、延誤比賽、妨礙比賽等情事，由該種類裁判長逕行裁定停賽， 並由該

競賽種類之審判委員會議判決，依下列罰則處分之： 

https://www.facebook.com/222298004525334
http://www.codc.stu.edu.tw/2019e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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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手毆打裁判員： 

a. 個人項目：取消該選手繼續參賽之資格。 

b. 團隊項目：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同時，該選手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

處理。 

(2) 職員毆打裁判員： 

a. 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 

(3) 選手、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亂會場： 

a. 經裁判員當場勸導無效，未於規定時間內恢復比賽時，取消該隊該場繼續

參賽之資格。 

3. 裁判員毆打職員或選手，立即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 

4. 職員不得兼任本單位以外學校之職員，選手亦不得兼任其他學校之職員，否則取消

其職員資格。 

5. 審判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記錄等）不得兼任各參賽學校職員，否則取消其裁

判（含記錄等）資格。 

6. 任何隊伍成員或職員不可以直接或間接參加外界任何跟比賽結果有關之賭博行為。

經檢測證實違規者，將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勵。 

7. 酒精與藥物管制 

無論參與的是線上或現場比賽，嚴禁飲用酒精、或服用施打任何有可能影響比賽進

行的藥劑。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將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

勵。 

十. 交通補助 

1. 各項目於 4強和決賽賽事，皆需從學校往返樹德科技大學或草衙道 VIVELAND或

TESL高雄電競館，將依照賽事項目提供一定人數的交通費補助(僅限台鐵來回車票/

乘車證明實報實銷)。 

(1) 英雄聯盟：5名選手+1領隊，共計 6人可補助交通費 

(2) 傳說對決：5選手+1領隊，共計 6人可補助交通費 

(3) 爐石戰記：1選手+1領隊，共計 2人可補助交通費 

(4) Zero Aim：2選手+1領隊，共計 3人可補助交通費 

(5) 絕地求生 M：4選手+1領隊，共計 5人可補助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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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英雄聯盟>項目 

一. 賽事架構 

<英雄聯盟>項目賽事採 Bo1單淘汰，4強後採 Bo3單淘汰賽制 

初賽-4強：線上賽 

4強-冠軍賽與季殿賽：線下賽 

二. 競賽制度 

1. 遊戲版本：比賽均使用台港澳伺服器，故依台港澳伺服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新角

色需在更新後一週方能上場 

※關於英雄 Bug 導致禁用等問題，將會透過 Riot 總部所提供的時程決定英雄 

2. 比賽模式：Custom/tournament Mode(電競模式) 

3. 比賽地圖：Summoners Rift(召喚峽谷) 

4. 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若因英雄不足無法比賽以棄權論 

5. 觀察者模式：只允許組隊房間內的成員，非裁判或轉播人員不得進入 

6. 隊伍上限：LSC大專組 20支+11/20前辦理完校內校際盃的各校內冠軍。 

7. 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8. 賽事人數：5對 5 

9. 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錄為 7人，5人先發 2 人替補，名單經提交後不得更換 

10. 勝利條件:於賽事時間內,摧毀敵方水晶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者獲勝 

 

三. 賽事規則 

1. 選手名單 

(1)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錄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的

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召喚師名稱、Garena競時通

UID、出生日期與其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參賽

資格。 

(2) 選手資料將交由 Garena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視情節提供替

補名額。選手帳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不滿五人，則該隊伍以棄權論。 

(3) 召喚師名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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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不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召喚師名稱。 

b. 召喚師名稱不可包含：中英文以外語言、粗俗或猥褻的字眼、LOL英雄延

伸名稱或任何容易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

上情節，選手須協助更名(費用由選手自付)。 

(4) 若提供的資料不符合或不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錄選手作業。 

(5) 無重大因素該賽事結束前不得更名，如名稱與登錄名單不符合將無法在比賽中

上場。 

2. 賽事過程 

(1) 線上賽事 

a. 賽事開始前 30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裁判

報到完成檢錄。如未完成報到檢錄之選手該場比賽不得上場。若隊伍因此

不足 5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b. 比賽開始後中途不得更換選手，如有重大事故等特殊情況發生時，另由裁

判團判定處理。 

c. 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擔任第一局比賽之藍方。裁判開啟遊戲自訂對

戰，並提供比賽選手對戰房名與密碼。雙方每局結束後紅藍方互換。每局

對戰結束後，依裁判指令開始下一局比賽。 

d. 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棄

權論；如自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雙方同

時淘汰。 

e. 選手於比賽中不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一次

並需於 10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不得出賽；累積警

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f. 線上賽事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降導

致落敗後果自負。結果將由裁判紀錄，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2) 線下賽事 

a.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分鐘至檢錄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手個人

證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不符，將取

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不足 5 人時，視同整隊

棄權。 

b. 比賽進行中不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行。

如遇有特殊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c. 比賽進行中選手不可有轉頭或疑似張望之動作，違反者將由現場裁判視情

況判罰，嚴重者直接淘汰，無法確實認定轉頭或張望選手將給予警告一

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隊伍裁定淘汰。 

d.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儲存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選手

可以選擇使用現場的設備，或攜帶自己的 USB 滑鼠、USB 鍵盤、USB 耳

內式耳機或使用制式 3.5mm 插槽的耳機；不可使用無線耳機或外接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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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耳機。 

i. 所有設備必須與 Windows 內建的驅動程式相容。選手可使用經主辦單位

認可的特定 USB 驅動程式，想使用特定 USB 驅動程式的選手必須於賽前

聯絡主辦單位。 

ii.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iii. 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音，

或是使用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掛於脖子

上。 

iv.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不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指示

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

敗之裁定。 

v.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準備

就緒並完成電腦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題，將會依

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vi.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vii.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戰開

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3) 斷線處理 

a. 角色禁選過程： 

英雄完成禁選後必須直接開始遊戲，不能夠以任何理由退出、拖延做調

整。請選手賽前務必調整好帳號，首先退出調整的戰隊將予以一次警告，

再犯者則本局判敗。 

※如遇符文、選角 Bug 等問題，需請示裁判獲得同意後才可離開，重新

進行角色禁選(需與重新前相同)，不得私自離開遊戲房間。 

b. 選手進入遊戲對戰時，雙方需依照：上路、打野、中路、下路、輔助依序

排列，如有錯位情形裁判有權視情節，給予警告一次；警告兩次者裁定淘

汰。 

c. 比賽過程中發生需要遊戲暫停的狀況主要分為直接暫停與選手暫停 2種情

況。暫停後須等候裁判指示解除暫停。 

狀況一、直接暫停:主辦單位有權利因任何狀況要求暫停遊戲/比賽，選手

需要配合並執行暫停作業。 

狀況二、選手暫停:選手可以因下列描述的狀況立即使用暫停功能，但隨

後則必須立即告知主辦單位及裁判其暫停理由。 

可接受的原因為下: 

i. 非故意斷線。(有選手斷線，請立即示意裁判，並向裁判解釋暫停理由，

由裁判評定暫停合理性，且由裁判決定或使用『暫停功能』，等待選手重

新連接後恢復比賽，參賽選手須服從裁判安排，否則視作棄權處理) 

ii. 選手設備出現狀況，需在 10分鐘內排除狀況，若有特殊情況請告知該場



10 
 

裁判，由該場裁判進行判定。 

iii. 選手於暫停遊戲時，為了全部參賽隊伍的公平起見，選手不得於暫停期間

有遊戲上的溝通(在任何暫停因素或比賽皆相同)。為了避免引起爭議，如

果此暫停時間過久，主辦單位有權讓參加的隊伍於遊戲重新開始前稍作休

息。 

d. 遊戲開始 5分鐘以內，若發生重大 Bug、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礙及

任何導致遊戲崩壞且無法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該場比賽可以重新開啟

並採用同樣的禁選角色進行重賽。 

e.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伺服器異常等導致遊戲中斷但可以

重新連回遊戲的情況下，若 10分鐘內可排除狀況，需等待所有選手以及

主辦方人員(裁判與 OB手)重新連回遊戲後，聽從裁判指令解除暫停繼續

比賽，雙方選手必須以隊伍現況繼續進行比賽，若情節重大將由主辦單位

決定是否重新進行比賽。 

f.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等導致遊戲中斷無法重連的情況時，

若 10分鐘內未能排除狀況，滿足以下任一條件裁判有權將可直接判決勝

負： 

i. 經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於遊戲中的經濟差距大於 33%。 

ii. 剩餘塔數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塔數差距大於 7座。 

 

四.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1. 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挑撥對手包含但不限於秀專精、亮牌位、刻

意於對手面前跳舞等行為。但開場與結束時之自動表情符號不在此限。違反者給予

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汰。 

2. 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3. 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題

提出外，不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4.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錄名單以外

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不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精神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格。 

5. 若因非「不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

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不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

賽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6.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

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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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傳說對決>項目 

一. 賽事架構 

<傳說對決>項目全賽事採 Bo3單淘汰賽制 

初賽-4強：線上賽 

4強-冠軍賽與季殿賽：線下賽 

二. 競賽制度 

1. 遊戲版本：比賽均使用台港澳伺服器，故依台港澳伺服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  

※關於英雄 Bug 導致禁用等問題，將會由主辦單位決定所提供的英雄 

2. 比賽模式：自訂對戰-5V5競賽模式 

3. 比賽地圖：傳說戰場 

4. 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若因英雄不足無法比賽以棄權論 

5. 裁判席：非裁判或轉播人員不得進入 

6. 隊伍上限：64隊 

7. 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8. 賽事人數：5對 5 

9. 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錄為 7人，5人先發 2 人替補，名單經提交後不得更換 

10. 勝利條件:於賽事時間內,摧毀敵方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者獲勝 

 

三. 賽事規則 

1. 選手名單 

(1)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錄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的

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挑戰者名稱、競時通 UID、出

生日期與其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參賽資格。 

(2) 選手資料將交由主辦單位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視情節提供替

補名額。選手帳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不滿五人，則該隊伍以棄權論。 

(3) 挑戰者名稱規範： 

a. 不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選手名稱。 

b. 挑戰者名稱不可包含：粗俗或猥褻的字眼、傳說對決英雄延伸名稱或任何



12 
 

容易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節，選手

須協助更名(費用由選手自付)。 

(4) 若提供的資料不符合或不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錄選手作業。 

(5) 無重大因素該賽事結束前不得更名，如名稱與登錄名單不符合將無法在比賽中

上場。 

2. 賽事過程 

(1) 線上賽事 

a. 線上賽行動裝置統一使用個人手機設備及網路。若因選手個人之網路或設

備影響遊戲順暢度，選手須自負後果。 

b. 對戰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裝置，如搖桿、手把等。 

c. 賽事開始前 30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裁判

報到完成檢錄。如未完成報到檢錄之選手該場比賽不得上場。若隊伍因此

不足 5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d. 比賽開始後中途不得更換選手，如有重大事故等特殊情況發生時，另由裁

判團判定處理。 

e. 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擔任第一局比賽之藍方。裁判開啟遊戲自訂對

戰，並提供比賽選手對戰房 ID。雙方每局結束後紅藍方互換。每局對戰結

束後，依裁判指令開始下一局比賽。 

f. 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棄

權論；如自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雙方同

時淘汰。 

g. 選手於比賽中不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一次

並需於 10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不得出賽；累積警

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h. 線上賽事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降導

致落敗後果自負。結果將由裁判紀錄，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i.  

(2) 線下賽事 

a.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分鐘至檢錄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手個人

證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不符，將取

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不足 5 人時，視同整隊

棄權。 

b. 比賽進行中不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行。

如遇有特殊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c.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選手可以

選擇使用現場的設配，或攜帶自己的網路和設備；不可使用無線耳機。 

i.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ii. 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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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使用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配戴於隔音

耳機內。 

iii.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不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指示

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

敗之裁定。 

iv.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準備

就緒並完成手機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題，將會依

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v.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vi.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戰開

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3) 斷線處理 

a. 角色禁選過程： 

英雄完成禁選後必須直接開始遊戲，不能夠以任何理由退出、拖延做調

整。請選手賽前務必調整好帳號，首先退出調整的戰隊將予以一次警告，

再犯者則本局判敗。 

※如遇挑戰者技能、奧義、選角 Bug 等問題，需請示裁判獲得同意後才

可離開，重新進行角色禁選(需與重新前相同)，不得私自離開遊戲房間。 

b. 選手進入遊戲對戰時，雙方需依照：凱撒、打野、中路、魔龍、輔助依序

排列，如有錯位情形裁判有權視情節，給予警告一次；警告兩次者裁定淘

汰。 

c. 比賽過程中發生需要遊戲暫停的狀況主要分為直接暫停與選手暫停 2種情

況。暫停後須等候裁判指示解除暫停。 

狀況一、直接暫停:主辦單位有權利因任何狀況要求暫停遊戲/比賽，選手

需要配合並執行暫停作業。 

狀況二、選手暫停:選手可以因下列描述的狀況立即使用暫停功能，但隨

後則必須立即告知主辦單位及裁判其暫停理由。 

可接受的原因為下: 

iv. 非故意斷線。(有選手斷線，請立即示意裁判，並向裁判解釋暫停理由，

由裁判評定暫停合理性，且由裁判決定或使用『暫停功能』，等待選手重

新連接後恢復比賽，參賽選手須服從裁判安排，否則視作棄權處理) 

v. 選手設備出現狀況，需在 10分鐘內排除狀況，若有特殊情況請告知該場

裁判，由該場裁判進行判定。 

vi. 選手於暫停遊戲時，為了全部參賽隊伍的公平起見，選手不得於暫停期間

有遊戲上的溝通(在任何暫停因素或比賽皆相同)。為了避免引起爭議，如

果此暫停時間過久，主辦單位有權讓參加的隊伍於遊戲重新開始前稍作休

息。 

d. 遊戲開始 5分鐘以內，若發生重大 Bug、遊戲比賽房崩潰、伺服器障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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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導致遊戲崩壞且無法順利進行比賽等狀況時，該場比賽可以重新開啟

並採用同樣的禁選角色進行重賽。 

e.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伺服器異常等導致遊戲中斷但可以

重新連回遊戲的情況下，若 10分鐘內可排除狀況，需等待所有選手以及

主辦方人員(裁判與 OB手)重新連回遊戲後，聽從裁判指令解除暫停繼續

比賽，雙方選手必須以隊伍現況繼續進行比賽，若情節重大將由主辦單位

決定是否重新進行比賽。 

f. 比賽時若發生設備故障、斷網、斷電等導致遊戲中斷無法重連的情況時，

若 10分鐘內未能排除狀況，滿足以下任一條件裁判有權將可直接判決勝

負： 

i. 經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於遊戲中的經濟差距大於 33%。 

ii. 剩餘塔數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塔數差距大於 7座。 

iii. 剩餘兵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兵營數差距大於 2 

 

四.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1. 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挑撥對手包含但不限於秀專精、亮牌位、刻

意於對手面前跳舞等行為。但開場與結束時之自動表情符號不在此限。違反者給予

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汰。 

2. 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3. 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題

提出外，不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

汰。 

4.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錄名單以外

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不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精神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格。 

5. 若因非「不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

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不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

賽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6.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

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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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爐石戰記>項目 

一. 賽事架構 

<爐石戰記>項目全賽事採 Bo3單淘汰賽制 

初賽-4強：線上賽 

4強-冠軍賽與季殿賽：線下賽 

二. 競賽制度 

1. 遊戲版本：比賽均使用亞洲伺服器，故依亞洲伺服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如改版或

加入新卡牌將另行通知 

(1) 此版本繳交卡牌可以使用本次萬聖節活動中 23張於開放模式回歸標準模式的

卡牌。(10/24更新) 

(2) 若 12月中碰到改版情況時，會另外提供給選手該賽季環境(天梯)使用之卡牌

清單，也會給予選手緩衝期重新繳交牌。(10/24更新) 

(3) 詳細本賽制異動內容請留意大會方公布最新賽制訊息。 

(4) 以上內容若有問題請與本會或大會方聯繫，謝謝。 

2. 比賽賽制：三戰兩勝，征服制。 

a. 選手須於賽前繳交四副牌組(需屬不同職業)。 

b. 對戰前首先進行護牌階段。雙方選擇自己的一副套牌，該套牌對手無法禁

用。 

c. 由裁判公布雙方受保護的套牌後進入禁牌階段。雙方選擇對方的一副套

牌，該場對戰無法使用。 

d. 保護/禁用牌組結束後，雙方可用剩餘三副套牌進行比賽。 

e. 開始比賽後，該場對戰以獲勝套牌不得重複使用。 

3. 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若因卡牌不足無法比賽以棄權論 

4. 觀察者設定：開啟，非裁判或轉播人員不得觀戰 

5. 隊伍上限：32隊 

6. 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7. 賽事人數：1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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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錄為 1人，名單經提交後不得更換。 

9. 勝利條件:於賽事時間內, 使對手血量歸零或迫使對方投降。 

 

三. 賽事規則 

1. 選手名單 

(1) 所有參賽選手都必須登錄選手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的

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Battle Tag、出生日期與其

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參賽資格。 

(2) 選手資料將交由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失去參賽資格。選手帳

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無法比賽，則該選手以棄權論。 

(3) 遊戲名稱規範： 

a. 不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名稱。 

b. 遊戲名稱不可包含：粗俗或猥褻的字眼、爐石戰記延伸名稱或任何容易造

成混淆困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節，選手須協助

更名(費用由選手自付)。 

(4) 若提供的資料不符合或不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錄選手作業。 

(5) 無重大因素該賽事結束前不得更名，如名稱與登錄名單不符合將無法在比賽中

上場。 

2. 套牌規則 

(1) 賽前將公布所有選手攜帶套牌，選手須於報到後告知裁判保護/禁用對手套

牌，雙方保護/禁用完畢後由裁判公布本場雙方使用套牌。 

(2) 線上賽公布雙方本場使用套牌後即可開始比賽。線下賽選手須告知裁判第一場

比賽使用套牌，並於每局結束後告知下一局所使用套牌。 

(3) 若出現使用卡牌與提交套牌不符者，則裁定違規方該局比賽落敗，並令運動員

須立即修正牌組以符合提交之套牌。 

3. 賽事過程 

(1) 線上賽事 

a. 賽事開始前 30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加入賽事單位指定之頻道，並向裁判

報到完成檢錄。如未完成報到檢錄之選手該場比賽不得上場。 

b. 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主隊必須負責開啟遊戲對戰並邀請對手加入比

賽。先後手由系統擲硬幣決定。 

c. 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棄

權論；如自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雙方同

時淘汰。 



17 
 

d. 選手於比賽中不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一次

並需於 10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不得出賽；累積警

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e. 線上賽事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降導

致落敗後果自負。結果將由裁判紀錄，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2) 線下賽事 

a. 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分鐘至檢錄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手個人

證件進行身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不符，將取

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及所有獎項。 

b. 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儲存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選手

可以選擇使用現場的設備，或攜帶自己的 USB 滑鼠、USB 耳內式耳機或

使用制式 3.5mm 插槽的耳機；不可使用無線耳機或外接電源式耳機。 

i. 所有設備必須與 Windows 內建的驅動程式相容。選手可使用經主辦單位

認可的特定 USB 驅動程式，想使用特定 USB 驅動程式的選手必須於賽前

聯絡主辦單位。 

ii. 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iii. 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音，

或是使用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掛於脖子

上。 

iv. 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不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指示

許可即拿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

敗之裁定。 

v. 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準備

就緒並完成電腦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題，將會依

據狀況給予額外的準備時間。 

vi. 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vii. 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戰開

始，選手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3) 斷線處理 

a. 線上賽階段： 

如比賽開始後發生斷線，經截圖確認後，認定斷線方該局落敗。 

b. 線下賽階段： 

如比賽開始後發生斷線，除該局勝負優勢已經確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一

方確定可以於該回合擊敗對手等情形)裁判可直接宣告勝負外，雙方須於

斷線排除後重賽。 

 

四.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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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挑撥對手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

次警告者裁定淘汰。 

2. 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3. 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題

提出外，不得與對手有其他交談。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

淘汰。 

4. 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錄名單以外

之選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不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精神

行為經查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格。 

5. 若因非「不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

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不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

賽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6. 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

將賽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19 
 

伍、 示範賽 <Zero Aim>VR項目 

一.賽事架構 

<Zero Aim>項目全賽事採 Bo3 單淘汰賽制 

初賽-8強：線上賽 

8強-冠軍賽與季殿賽：線下賽 

二.競賽制度 

1.遊戲版本：比賽均使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 

2.比賽模式：2 v 2 槍戰模式。 

3.比賽地圖：「科技戰場」，以槍戰的形式殲滅隊手，地圖若更動將以現場主辦方決定。 

4.帳號：均使用個人帳號。 

5.觀察者模式：只允許組隊房間內的成員，非裁判或轉播人員不得進入。 

6.隊伍上限：32 隊。 

7.賽事分組：依實際報名隊伍數量進行平均分組。 

8.賽事人數：2 對 2。 

9.隊伍人數規範：隊伍名單登錄為 3 人，2 人先發 1 人替補，名單經提交後不得更換。 

10.勝利條件：於賽事時間內,爆頭與擊殺對手的數量來加總，分數越高或迫使對方投降者

獲勝。 

三. 賽事規則 

1. 選手名單 

(1)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錄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的時間內

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姓名、遊戲名稱、出生日期與其他主辦單位需求

資料等)，延遲繳交將視同放棄，取消參賽資格。 

(2) 選手資料將交由審查，審查通過方可上場，若未通過將視情節提供替補名額。選手帳

號遭封鎖，導致當天比賽不滿兩人，則該隊伍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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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戲名稱規範： 

a. 不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學校縮寫及選手名稱。 

b. 遊戲名稱不可包含：粗俗或猥褻的字眼、Zero Aim 延伸名稱或任何容易造成混淆困

擾的名稱及特殊符號，若經主辦方判定有以上情 節，選手須協助更名(費用由選手自

付)。 

(4) 若提供的資料不符合或不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錄選手作業。 

(5) 無重大因素該賽事結束前不得更名，如名稱與登錄名單不符合將無法在比賽中上場。 

2. 賽事過程(更新) 

‧隊伍練習時段：10/26-11/17 台北三創 VIVELAN 或高雄草衙道 VIVELAND 

‧北部預賽(台北三創 VIVELAND)：11/23、11/24、11/30、12/1 11:00-18:00 

‧南部預賽(高雄 VIVELAND)：11/23、11/24、11/30、12/1 11:00-18:00 

‧4強：12/03草衙道 HTC 高雄 VIVELAND（轉播） 

‧總決賽：12/27草衙道 HTC 高雄 VIVELAND（轉播） 

(1)隊伍練習時段(更新) 

a.練習時間：10/26-11/17 

－平日一到五：11:00~20:00 

－假日或六日：11:00~14:00 ＆ 19:00~21:00 

b.場地：台北三創 VIVELAND 或高雄 VIVELAND 

－由參賽學校自行與場地方聯繫練習時段，請於至少三日前預約。 

－說明為大專盃參賽隊伍，每隊均可獲得一次免費的一小時練習時段，後續則以 400 元

/30 分鐘的優惠價格進行預約練習，在此所指時間為場地開放時間，意即包含開遊戲

穿裝備，而非僅只遊戲內回合時間。 

－ 32支參賽隊伍選手資料會先由協會提供 HTC VIVELAND 場地方， 供現場檢驗身分，

非大專盃參賽選手不得以大專盃名義免費借用場地。 

(2)預賽 

a.賽事開始前 30 分鐘雙方全體選手須向裁判報到完成檢錄。如未完成報到檢錄之選手

該場比賽不得上場。若隊伍因此不足 2 位選手則該隊以棄權論。 

b.比賽開始後中途不得更換選手，如有重大事故等特殊情況發生時， 另由裁判團判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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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c.對戰組合在前者為主隊，擔任第一局比賽之藍方。裁判開啟遊戲自訂對戰。雙方每局

結束後紅藍方互換。每局對戰結束後，依裁判指令開始下一局比賽。 

d.線上賽若一方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 15 分鐘以後仍無法開始比賽者，以棄權論；如自

行接受對戰則以結果論。如雙方皆無法開始比賽則視同雙方同時淘汰。 

e.選手於比賽中不得無故於比賽結束前離開頻道，無故離開者給予警告一次並需於 10 

分鐘內重新連線回到頻道，未回到頻道以前不得出賽；累積警告兩次者裁定淘汰。 

f.勝負一律以伺服器結算畫面為準，如提前離開遊戲或刻意投降導致落敗後果自負。結

果將由裁判紀錄，請選手自行截圖存證。 

(3) 4 強及決賽 

a.需於比賽預計開始時間前 30 分鐘至檢錄處向裁判報到，並攜帶選手個人證件進行身

份認證，若所使用的帳號或個人資料與參賽者本人不符，將取消該名選手的參賽資格

及所有獎項。若隊伍因此不足 2人時，視同整隊棄權。 

b.比賽進行中不得更換選手。隊伍如需進行選手更換，僅得於換局時進行。如遇有特殊

突發狀況，則由裁判團召開技術會議裁定。 

c.主辦單位有權禁止任何電子裝置，請事先詢問主辦單位的規則。選手可以選擇使用現

場的設配，或攜帶自己的網路和設備；不可使用無線耳機。 

i.若設備有提供優勢的嫌疑，主辦單位保留禁用該設備的權利。 

ii.若比賽有講評解說，選手必須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耳機來隔離會場雜音，或是使用

主辦單位認可的特殊型號耳機。選手可將自己的耳機掛於脖子上。 

iii.非經裁判指示許可，選手不得任意將隔音耳機(罩)拿下。如未經裁判指示許可即拿

下隔音耳機(罩)，裁判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裁定。 

iv.輪到該場比賽之選手就指定選手區後，依現場裁判人員規定的時間內準備就緒並完

成電腦設定等準備事項。若選手在設定完成後出現問題，將會依據狀況給予額外的

準備時間。 

v.選手要離開指定的選手區之前，必須先獲得比賽裁判人員的許可。 

vi.若出現遊戲方面的爭議，選手必須馬上通知裁判人員。一旦下一場對戰開始，選手

便無法針對先前的比賽結果提出抗議。 

(4)斷線處理 

a.線上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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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比賽開始後發生斷線，經截圖確認後，認定斷線方該局落敗。 

b.線下賽階段： 

如比賽開始後發生斷線，除該局勝負優勢已經確定(包含但不限於任何一方確定可以於

該回合擊敗對手等情形)裁判可直接宣告勝負外，雙方須於斷線排除後重賽。 

四.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1.比賽過程中禁止以任何方式挑撥對手，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

淘汰。 

2.線下比賽將會線上轉播，請穿著整齊服裝，請勿穿著背心、拖鞋、打赤膊等等。 

3.比賽中除開場與結束時與對手之友善問候(如結束時之 GG(Good Game))和賽事問題提出

外，不得使用全頻文字。違反者給予警告一次，單場累積兩次警告者裁定淘汰。 

4.若有任何使用破壞遊戲平衡之非法程式、使用非本人遊戲帳號、啟用登錄名單以外之選

手、私下議定勝負等，包含但不限於以上之重大違反競賽公平性和運動家精神行為經查

證屬實者，該隊以及該隊全體選手即刻喪失參賽資 格。 

5.若因非「不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將依情節輕重給

予警告一次至該局比賽落敗之懲罰；如遇不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定之賽事時需配

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6.比賽間參賽嚴禁運動員於未經賽事單位授權下進行實況轉播或重播回放等任何方式將賽

事相關內容以聲音或影像公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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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示範賽 <絕地求生 M(PUBG MOBILE)>項目 

 

一、賽事章程 

本賽事規章概敘 PUBG MOBILE 大專盃，包含賽事條例與規則，參賽隊伍與選手皆須接受

並服從比賽規則，主辦方有權修改規定內容。 

二、接受規則 

    (一)規則 

所有隊伍選手必須接受本比賽規則。隊伍如果按照報名規則報名參加本次賽事，或

任何相關比賽，即被視為已接受本比賽規則 

(二)規則變更 

由於電子競技和手機遊戲日新月異，本比賽規則須定期更新或補充，以適應行業的

發展、電競商業模式的變化及《PUBG MOBILE：絕地求生 M》的更新。 

三、參賽選手 

(一)選手年齡 

要獲取參賽資格，選手必須符合《PUBG MOBILE：絕地求生 M》在應用程式商店為遊

戲設定的年齡分級要求 (15歲)。 

(二)選手資格 

選手需現為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在校生。 

(三)選手名稱 

選手的 ID，未經主辦方書面批准，不得在賽季期間作任何修改。選手與戰隊 ID不

得包含任何具有不雅詞彙、攻擊性、汙辱、敏感話題或中傷他人得語言，主辦方有

權要求選手修改。 

四、隊伍規則 

(一)陣容要求 

1. 先發隊員/候補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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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賽事期間，每支隊伍必須確保先發選手要有四名，隊伍人員最低一定要有四

人。戰隊可以加入一位候補選手，如果隊伍隊員在任何時候少於四人，該隊伍

將被取消資格。 

2. 隊長 

報名時，必須指定隊員作為隊長及副隊長各一名，隊長將負責與主辦方的所有

溝通，隊長必須是戰隊陣容中的選手，未經主辦方同意不得在賽季期間更換隊

長及副隊長，副隊長為隊長之職務代理人，代理隊長不在時所有隊長負責事

項。 

(二)陣容資料 

1. 隊伍資格 

由校園自辦賽獲取資格 16支隊伍及全國公開賽積分前 48支隊伍，共 64支隊伍

參賽。 

2. 比賽期間 

隊伍可以在每場結束後休息時間，跟裁判要求先發候補更動，所以隊伍必須在

下一場比賽前跟裁判溝通。 

五、賽事報名與計分 

(一)選手資料 

各隊伍需統一提交資料：真實姓名、遊戲 ID、UID、信箱、電話、LINE ID、學校名

稱、隊伍名稱。若有隊伍棄賽或資料不齊，由全國公開賽候補隊伍補上。 

(二)線上賽 《積分淘汰賽》  

進行 4 局比賽，以總積分為排名標準。 

地圖順序：求生島→激情沙漠→熱情雨林→冰封雪地。 

(三)線下賽 《積分淘汰賽》 

進行 5 局比賽，以總積分為排名標準。 

地圖順序：求生島→激情沙漠→熱情雨林→冰封雪地→求生島。 

(四)賽事日期 

隊伍公布時間：11/18。 

賽事日期：11/23-24、11/3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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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名單公布：12/3。 

決賽地點：高雄海音中心電競館。 

(五)計分系統 

依照 PMCC賽制設定 

一次擊殺＝1 分 

遊戲結束排名積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1 30 9 7 

2 22 10 6 

3 19 11 5 

4 16 12 4 

5 14 13 3 

6 12 14 2 

7 10 15 1 

8 8 16 0 

 計分系統可不時由主辦方自行決定更新。隊伍成員應不時查閱此章節以獲取最新的更

新。 

(六)賽制分數 

 若分數相同依序照下列規則進行名次高低判定： 

1.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全部比賽回合中之總擊殺數。 

2.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其最佳表現回合所得之總積分。 

3.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其最佳表現回合所得之擊殺積分。 

4.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最近一回合之擊殺積分。 

5. 比賽所有同分隊伍在最近一回合之名次積分。 

(七)賽事獎金 

冠軍： NT 200,000元 

亞軍： NT 100,000元 

季軍： NT  50,000元 

殿軍： NT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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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賽設定與流程 

(一)賽前設定 

1. 遊戲版本：【PUBG MOBILE：絕地求生 M】台服當前版本。 

2. 選手帳號：由選手自行準備符合規定之帳號。 

3. 報到與進房 

A. 報到完成後，由裁判創立自訂房，並提供比賽選手房名、密碼。 

B. 自訂房準備完成後，開始前由裁判發令後開始比賽，若有違規給予警告，若藐視

主辦方勸告並以棄權論。 

4. 設定時間：比賽開始前，請選手預先做好相關遊戲及語音設定。 

(二)比賽設定與規則 

1. 比賽設定 

A. 地圖：求生島、激情沙漠、熱情雨林、冰封雪地。 

B. 遊戲模式：第三人稱 (TTP)。 

C. 遊戲高級參數設置：按照房間原設置。 

D. 隊伍人數：４人。 

E. 每局比賽隊伍數：上限１６隊（６４人）。 

F. 主辦方有權在賽事開始前自行決定更改比賽或選手設定要求。 

2. 比賽異常處理 

A. 暫停：比賽期間不得以任何理由暫停。 

B. 重賽：主辦單位得應下列情況進行重賽。 

a. 水災、火災、戰爭、恐怖事件、停電或其他影響賽事災害。 

b. 經由回報狀況裁判判定會對比賽結果造成不良影響。 

c. 選手在沒有跳傘前，直接進入戰場。 

d. 選手在開場降落至戰場後９０秒內斷線。 

e. 遊戲無法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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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飛機起飛前選手未能進入遊戲。 

g. 上述 d、e、f項目皆須單隊兩人(含)以上或總人數五分之一遭遇情況才可重

賽。 

3. 賽後流程 

A. 分數計算：單場比賽結束後，由主辦方截圖並統計。 

B. 休息時間：主辦方決定單場結束後休息時間，會通知各隊伍隊長。 

七、選手設備、語音及服裝 

(一)比賽設備 

選手只能透過手機參加比賽（包括線上與線下賽事）。不得使用平板電腦、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或任何非手機裝置進行比賽。不得在不屬於手機的裝置上使用模

擬器進行比賽。選手只能用 Android 5.1.1或 iOS 9以上作業系統的裝置。 

(二)網路環境 

選手於線上賽比賽期間請確認於良好網路環境內進行比賽，避免過多斷線及網路延

遲造成不良遊戲體驗。 

(三)語音聊天 

在賽事中，選手只能使用內建語音通訊，除非在特殊情況下，主辦方認為需要其他

語音聊天系統，否則不得使用第三方語音聊天程式。主辦方可全權監控戰隊音訊。 

(四)服裝 

線下賽時需著正式服裝，選手必須穿長褲和不露趾的鞋子或代表學校之服裝。 

八、行為規範 

(一)一般規範 

1. 選手的高標準：所有隊伍和隊員比須遵守個人誠信和體育精神。 

2. 誠信原則：所有隊伍和隊員秉持誠信原則參賽。 

(二)違規行為 

1. 比賽房準備完成後，需等待裁判發令比賽開始才開始比賽，若有違規給予警

告，累犯視同藐視主辦方並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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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賽中出現任何突發狀況（BUG、斷線等），請立即通知裁判，裁判做出的判決

選手須完全服從。 

3. 不得故意製造斷線情況，若有違規給予警告。 

4. 共謀、串通： 

A. 不得跟其他隊伍同意任何官方規則外之規則。 

B. 放水、故意輸掉比賽。 

C. 故意送頭（擊殺分數）、串通打壓某支隊伍。 

D. 傳送或接收任何訊息給敵對之參賽者。 

5. 選手不得參加任何賭博、賄賂行為。 

6. 選手不得使用遊戲 BUG或非遊戲設計者初衷之漏洞已獲得優勢。不得使用任何

非法輔助程式、手機不得加裝輔助設備、搖桿等等，不得使用模擬器比賽、不

得使用滑石粉。 

7. 選手不得在比賽中實行故意斷線行為。不論意圖為合，任何參賽者行為導致斷

線將視為故意。 

8. 選手不得使用任何淫穢、骯髒、侮辱、威脅、辱罵、誹謗、妨害名譽或其他令

人反感的言語。 

9. 戰隊成員應該禮貌地解決的分歧，而不是訴諸暴力、威脅或恐嚇（身體上的 或

精神上的）。禁止在線下賽事中使用暴力，亦不允許對任何比賽對手、粉絲或主

辦單位使用暴力。 

10. 選手不得在任何比賽（或任何比賽及其組成部分）上下注或試圖下注，及與高

額賭徒交往，或向其他人傳遞可能影響其下注的資料。 

11. 禁止使用其他選手的帳戶進行遊戲，或引誘他人使用其他選手的帳戶進行遊

戲。 

12. 選手應該除比賽設備外之通訊設備從比賽區移除，以及關閉所有通訊、社交軟

體的通知功能，且不得使用其相關功能。 

13. 選手在參加比賽或其他活動，或身處賽事主辦單位所擁有及租賃的場地時，嚴

禁使用、持有、分發或出售違禁物品，如毒品或酒精，也不可受此類違禁物品的

影響。 

14. 比賽期間不得直播比賽，如經查獲，將給予取消資格處分。 

15. 選手禁止對所有相關人員（其他選手、工作人員、粉絲等）造成心理陰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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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或抗拒等騷擾及性騷擾行為。 

16. 選手不可使用輕蔑、歧視或貶低的言語針對種族、膚色、民族、國家或社會出

身、性別、語言、宗教、政治觀點或其他任何觀點、財務狀況、出生狀況或其他

任何狀況、性取向或其他任何原因來冒犯任何國家、個人或團體的尊嚴和完整性 

17. 選手不得作出、發佈、授權或發表任何具有偏見的及有損本賽事、賽事主辦

方、執行方、其關聯公司及《PUBG MOBILE：絕地求生 M》最大利益的聲明。 

18. 未經主辦方同意，禁止選手以任何形式披露主辦方認定機密及該保密之相關資

訊。 

19. 選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法律，以及不得從事違反法律、法規或治

安管理規定的活動。 

20. 選手不得從事任何賽事主辦單位認為缺乏專業、公德或不光彩的活動。 

21. 選手不得接受或贈送任何人員企圖影響比賽結果之贈禮。 

(三)違規懲處 

1. 處分 

如發現任何選手違法比賽或規則，主辦方將作以下處分： 

A. 單場比賽成績作廢。 

B. 禁賽。 

C. 扣隊伍積分。 

2. 重複犯規 

重複犯規將受到更嚴重的懲罰，直到被取消參賽資格。 

3. 最終判決 

凡作出違反規則的行為，無論是否故意，一律受到懲罰。 

九、最後條約 

(一)本賽事進行期間，請遵守裁判指示。 

(二)若是發生爭議，無論公平性、設備問題、暫停、重賽、裁定勝負等等，裁判長擁有

最高裁定權力。 

(三)所有有關本賽事規則、選手規範、地點及賽程規範、以及對違規罰則，主辦單位擁

有其最後的更改修正及最後決定裁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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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文辦理 

性騷擾申訴管道 

 

大會聯絡方式： 

樹德科技大學(07) 615-8000 #6102 
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02)8786-9081 

 

 

遇有性騷擾相關案件時，請依「性騷擾通報處理流程」辦通報事宜。性騷擾事件通報順序如

下： 

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法第 21 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條集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等規定辦理，並通報教育部體育署。 

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範圍，應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

似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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