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 8 屆祐正盃暨第 3 屆全國合球聯賽

中華民國合球協會辦理
2019 年第 8 屆祐正盃暨第 3 屆全國合球聯賽實施辦法暨競賽規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 XX 月 XX 日臺教體署全(三)10800XXXXX 號函辦理。
（俟教
育部體育署核定後修正）
二、目的：結合社會資源成立隊伍，能延續性推廣合球運動，提昇合球競技水準，促進兩性
混合運動教育。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合球協會、新竹市政府。
五、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六、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合球委員會。
七、參加資格：2018 年全民運動會十縣市合球代表隊，各代表隊球至少 10 名球員為原縣市
戶籍，不得重複報名，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八、比賽日期、地點：
（預賽）：108 年 08 月 24 日至 08 月 25 日；新竹市立體育館。
（決賽）：108 年 11 月 02 日至 11 月 03 日；新竹市立體育館。
九、報名辦法：
（一）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民國 108 年 08 月 20 日（星期二）晚間 12 時整止。
（二）報名費：為推廣各縣市合球運動，本賽事不予收費。
（三）請至競賽管理系統網站（(http://163.27.96.81/korfs）報名
（四）每隊可填報至多 5 位職員，教練及助理教練最多填報 1 名；每隊可填報至多 16 名
男球員及 16 名女球員。
（五）選手報名登錄後不得轉換隊伍。
（六）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十、抽籤及領隊會議：108 年 08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 12：30 整假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學務處舉行（新竹市延平路 2 段 76 號），凡欲更正報名資料者，必須在抽籤前填妥申請
書提出申請，事後恕不受理。抽籤不到者由本會代抽，不得異議。凡大會規定及修訂事
項均於本會議時公佈實施，本會議決議事項不得違反競賽規程之規定。
十一、比賽規則：
（一）除本競賽規程和隊職員須知之規定外，其他採國際合球總會最新修正之國際正式
比賽規則（可至本會網站 www.korfball.com.tw 下載）。
（二）實施 25 秒限時進攻規則。
（三）每場比賽分 4 節，每節 10 分鐘，計 40 分鐘。
（四）1、2 節及 3、4 節間休息 2 分鐘，中場休息 5 分鐘。
十二、比賽制度：
（一）各組皆實施雙區雙籃。
（二）預賽採循環賽制；最後決賽將以總積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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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規定完成網路報名手續之球員不得出場比賽。
（四）請攜帶身分證明以備查驗。
（五）若發生秩序冊和郵寄之紙本報名表資料不一致之情形，則以郵寄報名表資料為正
確依據。若未依規定將簽章報名表郵寄本會備查或於抽籤之前提出申請之球隊，
在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球隊職員與球員資料。
（六）若有重複報名之球員，將取消參賽資格。
（七）比賽用球採用國際合球總會指定籃/黃顏色之 Mikasa K5-IKF 為比賽用球。
（八）各球隊請於各場比賽前 10 分鐘逕向記錄臺遞交出場比賽攻守球員名單。
（九）比賽時，賽程表列在左邊之球隊請面向球場坐在記錄臺左方之球隊席區，賽程表
列在右邊之球隊請坐在記錄臺右方之球隊席。
（十）球隊席區：
1. 球隊席區位在記錄臺同側的球場外。
2. 球隊席內擺設 21 座椅，僅能供 16 位替補球員及至多 5 位職員使用，未登錄在
該球隊人員者，不得待在球隊席區內。
3. 球隊席區的範圍：
（1）球隊席區前後之範圍：所有座椅之正面距離球場邊線 2 公尺內區域及所有座
椅背面 1 公尺內之區域皆為球隊席區的範圍。
（2）球隊席區兩側之範圍：最靠近記錄臺之座椅距離球場中線延伸線 3 公尺，另
一邊座椅外側 2 公尺內之區域，皆為球隊席區的範圍。
（十一）比賽服裝：
1. 各隊比賽時，球員須穿著同ㄧ款式及顏色之比賽服裝（含號碼衣）
，男球員必須
穿著短褲，女球員必須穿著短裙（單片裙或褲裙）
，男球員短褲及女球員短裙必
須相同顏色。球衣前後必須繡有清楚易認之號碼（建議自 1 號至 24 號），上場
球員球衣號碼必須與報名資料相符。球衣前面號碼高度以 5 公分以上，後面高
度以 10 公分以上為原則，不得臨時手寫或用膠帶黏貼。如果開賽時，球員違反
上述比賽服裝任何一項規定以上者，由對隊在開賽前根據違規人數罰球。若因
球衣號碼與報名資料不符而受罰，得在受罰後申請更球衣號碼比賽，依此新號
碼在後續賽程之比賽不再受罰，惟若又再次出現不符新號碼之情況，仍要受罰。
1 人違規，罰球 1 次，2 人違規，罰球 2 次，以此類推。罰球完畢後，由原先應
執行開球之球隊開球，惟裁判員須根據當時之比數，決定是否進行換區。若在
比賽進行中經由記錄人員或對隊檢舉上述違規事項時，亦由對隊根據違規人數
罰球，若罰球都不進，則恢復檢舉發生前之情況繼續比賽，若罰進 1 球以上，
則由對隊重新發球並依當時比數決定是否換區。
2. 上場球員必須全部穿著比賽上衣或全部穿著號碼衣，不得部份球員穿著比賽上
衣，另一部份球員穿著號碼衣(請各隊自備符合報名資料之號碼衣)，違反此項規
定者，按照違規球員數，以上述第 1 項罰責規定處理。
3. 比賽如遇兩隊球衣顏色相近時，由賽程中排列在左之球隊更換球衣。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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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遇賽程排列在左之球隊，請事先準備一套預備球衣。
4. 本比賽採電子記錄，為了不破壞記錄人員工作效率，請各隊教練務必確認球員
之背號必須與報名資料相符。
（十二）球員替補採用國際合球總會最新頒訂規則。
（十三）為使比賽時間準時進行，敬請各參賽球隊配合以下事項：
1. 比賽前 5 分鐘請下一場比賽兩隊之教練與先發球員至紀錄臺後方球員檢錄席報
到，確認雙方先攻與先守之球員，以利比賽時間一到，即可馬上開球比賽（不
進行敬禮儀式，球員私下握手致意即可）。
2. 賽程規定之比賽時間一到，不管兩隊是否準備就緒，即刻開錶，請各隊教練務
必配合，不要佔用比賽時間來作賽前叮嚀或進行其他活動。
3. 若非裁判員、工作人員及下一場比賽檢錄球員，請其它人勿逗留在記錄臺及檢
錄席區，以免干擾比賽工作。
（十四）循環賽計分方法：
1. 正規比賽時間終了勝者得積分 5 分，敗者得積分 1 分。金得分制或罰球賽勝者
得積分 4 分，敗者得積分 2 分。因開賽前人數不足無法出賽而被判敗隊者，得
積分 0 分。
2. 積分相等時，勝負判定之優先順序如下：
（1）若兩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之間比賽勝負判定名次。
（2）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該球隊之相關球賽商率
a.（總勝分）/（總敗分）之商大者為勝，若兩隊商值相同，以該兩隊之間比
賽勝負判定名次。
b. 若三隊商值相同，則由主審抽籤決定勝負。
3. 凡經大會判定取消比賽資格之球隊，其所有比賽勝負不計算積分，由剩餘球隊
對戰成績決定名次。
（十五）取消球隊比賽資格，被判為敗隊之情況。
1. 某隊在下列情況下，將被取消球隊比賽資格：
（1）在裁判員通知後拒絕比賽。
（2）球隊的行為妨礙比賽之正常進行。
（3）上場比賽球員資格不符規定。
2. 罰則：
（1）判由對隊獲勝，比數為 15：0。
（2）取消球隊比賽所有成績以及後續所有比賽權利，並函報有關單位議處。
（十六）違反規則，被判為敗隊之情況。
1. 在賽程規定比賽時間開始達 5 分鐘後仍未到齊規則規定之出場比賽人數之球隊
將判為敗隊，由對隊以 10：0 獲勝。敗隊在循環賽制中得積分 0 分。
2. 在比賽進行中，若某隊因球員受傷無法達到規則規定之上場比賽人數時，將判
為敗隊，在循環賽制中得積分 1 分。若當時對隊領先，則以當時得分比數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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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最終比數。若當時對隊落後，則判由對隊 1：0 獲勝。
（十七）在某場比賽被判罰 1 張紅牌，或在不同比賽場次累積判罰 2 張黃牌之教練，禁
止在下一場比賽執行教練工作，必須留在球隊更衣室或選擇離開比賽體育館，
不得待在球隊席區或觀眾席。
（十八）在某場比賽被判罰 1 張紅牌，或在不同比賽場次累積判罰 2 張黃牌之球員，禁
止在下一場比賽上場並且不得坐在球隊席區。
（十九）比賽因偶發事故停止再繼續比賽時，其停止前之比賽時間及比數仍有效。
十三、獎勵：
（一）依名次頒發獎盃及獎狀。
（二）將選出男、女生 MVP、決賽 MVP 等獎項。
十四、申訴：
（一）有關競賽場上所發生的問題含球員資格問題，各單位應於比賽開始前向大會提
出，或在該場比賽結束後半小時內提出書面申請，惟不得要求中止比賽。
（二）書面申請應由領隊或教練署名並附繳保證金 5,000 元，如申訴成立，保證金退
還，否則沒收充為大會經費。
（三）申訴以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決。
十五、比賽實踐公約
（一）參賽球隊應恪遵運動宣言之規範，展現各縣市球隊之清新形象。
運動宣言:
1.愛護自己.拒絕誘惑
2.尊重他人.自律守法
3.敬重運動.遵守規則
4.保護環境.珍惜資源
（二）參賽球隊需著統一球衣參與賽會活動。
（三）參賽球隊職隊員於比賽期間，嚴禁於比賽場地內吸煙、嚼檳榔、喝酒及其他造
成負面教育之不當行為。
（四）比賽中職隊員不得對裁判及對方教練、球員、家長及觀眾咆哮言語侮辱或毆打，
違反者勒令退場，並提由技術委員會審議之。
（五）球隊教練應要求球員充分發揮良好運動精神，進退場應依規則及單項之特別規
定，以禮節為要實施。
（六）各隊應重視球隊品德及道德教育，要求職隊員重視禮貌、發揮體育精神，並嚴
禁職隊員於比賽場地規範內遊蕩、喧嘩，以維球場週遭之安寧。
（七）比賽期間之選手運動禁藥管制，依中華奧會違規使用運動禁藥之處理及處罰作
業要點辦理。尿液檢測依中華奧會運動禁藥採樣程序與方法作業要點辦理。
（八）主動協助週邊之環境清潔工作。
十六、附則：
（一）報名後，各隊若因特殊原因欲修改球員姓名及背號，必須在領隊會議時提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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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逾時不得以任何理由修改之。
（二）本聯賽依法辦理投保，其人身保險範圍包括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其未有保險
額度規定者，每人保險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叁佰萬元。請各隊視需要自行辦理其
他相關保險事項。
（三）發生球員資格之申訴，由本會當場檢查後依實際需要再查詢該球員之身分。
（四）球員身分證明不符事實時，其法律責任應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
（五）若本聯賽結束後經審查發現某隊球員資格不符之事實，取消該隊所獲之名次，
並追回其所領之獎盃。
（六）比賽進行期間如遇球員互毆或侮辱裁判等事情發生時，得按規定禁止該球員出
場外，並函報有關單位之議處。
（七）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領隊會議補充修正之。
十七、本競賽規程俟教育部體育署核准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