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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賽制說明 
 

1.1. 賽制規劃 
 
Asia City League將分為兩個階段。 
海選階段 - 每支報名隊伍將進入海選階段，海選階段為期一週，每個分區均取前八名隊伍進入

季後賽。 
海選階段 - 線上賽 
八強賽 - 線上賽 
四強至決賽階段 - 線下賽 
 

1.2. 參賽者證明 
參賽者需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 

1.3. 參賽選手年齡 
參加Asia City League的所有選手需年滿12歲，性別則不在限制之列。 

1.4. 參賽費用 
是次賽事並沒有參賽費用。 

1.5. 選手地區區域分配 
由於本次ACL以亞洲城市作為分隔，所以選手能參與的區域以賽區之合法公民權為準，ACL聯
賽第一季將有香港、廣州、深圳、珠海四個城市參與，香港的居民將歸入香港的ACL聯賽，除

香港外的其餘城市居民可以互相參與不同城市的ACL聯賽，但報名階段只能選擇其中一個城市

的聯賽參賽。 

1.6. 選手牌位 
參賽選手的遊戲帳戶需滿30等及於Season 7賽季有進行過10場積分對戰才可報名。 

1.6.1 個人報名牌位 (1人) 
選手可以選擇參加所屬牌位賽區的賽事，或所屬牌位高一級或低一級的牌位的賽事。如選手為

白金，他可以選擇報名Division 2的賽事 (白金V-白金I)，或報名Division 3(金牌V-金牌I)及
Division 1(鑽石V-菁英)的賽事。如你選擇的賽區不是你所屬賽區，我們於分配隊伍時則會按照

1.6.3隊伍報名的規則去分配你所屬的隊伍。 
 



1.6.2 個人報名牌位 (2-4人) 
選手可以選擇參加所屬牌位賽區的賽事，或所屬牌位高一級或低一級的牌位的賽事。但於分配

隊伍時會按照1.6.3隊伍報名的規則去分配你所屬的隊伍，最終組成隊伍不會擁有超過兩名跨

區選手。如你的名單中有四名選手，而當中有三至四名選手是白金牌位，你所報的賽區則不能

為Division 3(金牌V-金牌I)或Division 1(鑽石V-菁英)，而只能選擇報名Division 2的賽事。於分

配隊伍時我們亦會按照1.6.3隊伍報名的規則去分配你所屬的隊伍。 

1.6.3 隊伍報名牌位 (5-6人) 
而以隊伍名單報名的選手 (5-6人) ，每一隊可以有兩名跨區選手，而其餘三或四名選手則需要

符合賽區的牌位。跨區選手代表其牌位是所屬賽區的高一級或低一級的牌位，則如隊伍所選擇

的是白金賽區，隊伍中必需擁有至少四名白金選手及最多擁有兩名金牌或鑽石的選手。 
 

1.6.4 跨區選手 
跨區選手則代表他的牌位是所屬賽區牌位的高一級或低一級的牌位，詳細可看下表 
 
Division 5 (銅牌V-銅牌I) - 跨區選手為 (銀牌V-銀牌I) 
Division 4 (銀牌V-銀牌I) - 跨區選手為 (金牌V-金牌I) 及 (銅牌V-銅牌I)  
Division 3 (金牌V-金牌I) - 跨區選手為 (白金V-白金I) 及 (銀牌V-銀牌I)  
Division 2 (白金V-白金I) - 跨區選手為 (鑽石V-鑽石I) 及 (金牌V-金牌I)  
Division 1 (鑽石V-菁英) - 跨區選手為 (白金V-白金I)  
 
注意大師及菁英牌位的選手只能參與Division 1的賽事，並不能成為跨區選手。 

1.6.5 單雙積分或彈性積分 
選手只能以其單雙積分或彈性積分中的最高牌位報名，則如你單雙積分為白金，而彈性積分為

鑽石，你報名時的牌位則為鑽石。 

1.6.6 選手所屬帳戶 
但選手只能利用屬於其身份證明文件的帳戶報名。 

1.7. 隊伍及個人報名 
參賽者可選擇利用隊伍名義或個人名義報名參加是次賽事。以隊伍名義報名的單位必須擁有 5 
人至  6 名選手；以個人名義報名的單位必須只能擁有 4 名或以下的選手，參賽者可選擇以 4 
人至 1 人的選手數量報名。 

1.8. 個人報名選手配對 
個人報名選手的配對將會由官方負責進行，配對成功之後官方會透過電郵通知成功配對的參賽

者。而配對不成功的報名者，官方會透通電郵通知相關的退款程序。 



1.9. 隊伍人數 
每支戰隊最多可以登錄 6 名選手，若隊伍中擁有分析師或教練亦可額外列入名單之內，唯分

析師或教練等後勤職務並不能成為選手參與比賽，若該玩家身兼選手與及後勤兩職，請在報名

期間列入選手而非後勤位置報名。 

1.10. 海選階段比賽地點 
ACL海選階段所有比賽將於線上進行 

1.11. 八強至決賽階段比賽場地 
 
由於不同城市的比賽場地並不相同，故此所有場地資訊會於ACL的官方網站進行更新。 
 

2. 獎金 

2.1. 賽事獎金 
ACL每季總獎金為五萬元八千元港幣，而每一個區域的獎金池都並不相同。 
 
Division 1 第一賽區：總獎金為港幣 $20,000，第一名可獲得港幣 $10,000、第二名可獲得港

幣 $5,000，第三及四名可獲得港幣 $2,500。 
Division 2 第二賽區：總獎金為 $15,000 元港幣，第一名可獲得 $8,000 元港幣、第二名可獲

得 $4,000 元港幣，第三及四名可獲得 $1,500 元港幣。 
Division 3 第三賽區：總獎金為 $10,000 元港幣，第一名可獲得 $5,000 元港幣、第二名可獲

得 $2,500 元港幣，第三及四名可獲得 $1,250 元港幣。 
Division 4 第四賽區：總獎金為 $8,000 元港幣，第一名可獲得 $4,000 元港幣、第二名可獲得 
$2,000 元港幣，第三及四名可獲得 $1,000 元港幣。 
Division 5 第五賽區：總獎金為 $5,000 元港幣，第一名可獲得 $2,500 元港幣、第二名可獲得 
$1,300 元港幣，第三及四名可獲得 $600 元港幣。 
 

2.2. 參賽帳號 
參與ACL聯賽的戰隊，需要自備帳號並於報名期間向官方匯報排位，用以核實分區以便區分玩

家參與的賽事，在線下賽我們將會核對所有玩家的帳號資訊，若發現玩家個人資訊與帳號的資

訊不符，將直接取消整隊資格。 



3. 隊伍名單規則 

3.1. 隊伍名單 
參與ACL聯賽的每支隊伍，需要維持 5 名基本選手 (先發)，最多可擁有額外 1 名替補選手 (後
備)，根據 1.5. 的規例，香港選手只能報名香港賽區，而其餘中國城市的選手亦只能從三個城

市中擇其一報名。 

3.2. 隊伍名單提交 
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在截子日期前登錄隊伍名單，供網站與轉播時使用，名單請於規定的時間

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成員中英文姓名、召喚師名稱、Garena競時通帳號、出生日

期、遊戲經歷背景與其他主辦單位需求資料等)，每位登錄ACL的選手，於截止日期須於符合

報名分區的排位，沒有進行報名程序的選手並不能取代原有成員。 

3.3. 資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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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規章約束 
所有已登錄的選手均受Asia City League規章所約束。 

3.5. 單場比賽更換替補選手 
海選階段期間，並不禁止隨意更換上場選手，唯選手需要向官方確認並登錄於隊伍名單內方可

出賽，若當天為線下賽事，需於比賽前一天的下午五時正前向官方上繳出場名單，逾時繳交將

以一個禁用為懲罰，在第一階段期間只能禁用兩個角色。而於報名結束後隊伍名單就不可以更

改。 

3.6. 隊伍縮寫名稱及選手遊戲名稱(召喚師名稱) 

3.6.1. 隊伍名稱 
獲勝隊伍將會被冠以地區代表隊的名稱出戰其他區域的分區冠軍，每個地市的代表隊伍名稱分

別是香港PandaKing、廣州Wolves、深圳Phoenix、珠海Sharks。 
 
在決出冠軍之前的隊伍名稱由玩家所定，但隊伍名稱須於繳交登錄名單資料時統一，可使用中

文、英文字母或數字 0~9，隊伍名稱僅限 6 個中文字、20 個英數混合的隊名，若戰隊需要更

名請在海選階段開始前向官方申請，賽季開始後一律不接受更改。 



3.6.2. 選手名稱 
選手名稱需符合騰訊、Garena與及英雄聯盟的條款，ACL大會並無其他特定限制，假設玩家

成功奪下區冠軍並出賽代表所屬城市迎戰其餘區域，屆時選手需要提供一個不超於 12 個英文

字母的遊戲ID，並將冠名為城市代表隊的名稱出賽。 

3.6.3. 不可使用其他隊伍的名稱 
不可使用另外其他隊伍的隊伍名稱、隊伍縮寫及召喚師名稱。 

3.6.4. 隊伍及召喚師名稱不可包含 
粗俗或猥褻的字眼 
LOL 英雄延伸名稱、相似延伸名稱 
任何容易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 

3.6.5. 參賽隊伍名稱及召喚師名稱 
所有參賽隊伍的隊伍名稱、隊伍縮寫及召喚師名稱必須經過主辦方審核認證後公布於 ACL 聯
賽官網中，且於 ACL 聯賽期間不可隨意變動更改。 

3.7. 參賽選手資料備註 
參與本賽事的隊伍及選手，須同意配合主辦方 Global Esports 的需求，提供相關照片及選手

資料將使用於本賽事之推廣、直播等相關宣傳媒介，及授權 Global Esports 使用上述著作

（如照片）於網站作為相關網上瀏覽與檢索，並得任意使用選手之肖像及姓名於前述著作(含
衍生著作)及一切與該等著作相關之用途上。 

3.8. 參賽隊伍注意事項 

3.8.1. 由於 ACL 是以牌位作區間，所以勝出隊伍並不會自動參與下一季的賽事，唯選

手於下一個賽季免費參與 ACL 賽事，選手亦需遵照當時的排位參與相應區域的聯賽。 

4. Asia City League 聯賽架構 

4.1. Asia City League 2018 Hong Kong賽制 
賽事將分為五個賽區，為Division 5、Division 4、Division 3、Division 2、Division 1。參賽者

只能參與與其遊戲帳戶牌位相乎的賽區，Division 5為銅牌V至銅牌I，Division 4為銀牌V至銀

牌I，Division 3為金牌V至金牌I，Division 2為白金V至白金I，Division 1為鑽石V至菁英。 

4.1.1. Asia City League 2018 Hong Kong海選賽賽制 
所有玩家將依據排位分組並自動進入海選階段，海選階段將維持一個星期，玩家需要自行於

Discord與不同隊伍約戰，並進行BO1的賽事。每一場勝利代表 1 分積分，敗陣將不計算任何



積分，每天下午 12:00 管理員將更新前八名的隊伍，玩家亦可以透過Discord查看同區其他隊

伍的積分，唯每支隊伍僅能在同一對手上拿下 2 分，同一隊伍多出的勝場並不會再計算任何

積分，玩家亦只能在自己的頻道進行更新，其餘隊伍亦只能查看並不能修改玩家所屬隊伍的頻

道。 

4.1.1.1 Discord帳戶 
所有報名者於報名時必須自行申請一個可用的Discord帳號並於報名時一並提交。Discord帳戶

的名稱必須以於報名表上填寫的英雄聯盟遊戲 ID 相同，用作官方溝通之用。而所有參賽者需

要透過確認報名電郵中的邀請連結加入到賽事的Discord頻道。詳細申請帳號或更改名稱的程

序可參考附件二。 

4.1.1.2 賽事約戰流程 
每支隊伍的成員將會被邀請到賽事的官方Discord 頻道，並將會有屬於自己隊伍的文字頻道。

參賽者需要利用Discord與其他隊伍進行約戰，如隊伍A 希望和隊伍B 進行賽事，隊伍A 需要

進入隊伍B 的頻道並進行約戰，雙方同意對戰時間後需要於各自的頻道以以下格式並@官方的

Discord帳戶列出同意後的對戰時間：「Team A vs Team B X月X日 XX時XX分 @Global 
Esports」，沒有以正確格式列出對戰時間的訊息將當作無效的對戰時間。詳細的約戰程序可

參考附件二。 

4.1.1.3 賽事結果匯報方式 
每支隊伍在勝出後請於自己的頻道匯報戰果，匯報請跟從以下格式，「Team A vs Team B X
月X日 XX時XX分 Team A勝出 http://www.xxxx.com(官方對戰記錄網站：則為於遊戲內個人

對戰紀錄頁面，該場次的線上檢視網址) @Global Esports」，並需於Discord頻道以圖片形式

上傳戰績，圖片需截取於遊戲完結後的計分版，並要包含有勝利字眼、隊員遊戲ID及時間的畫

面，否則當作賽果無效。而失敗的場數並不需要上傳至Discord頻道，玩家只需要上傳勝利的

場次資料即可（則只有勝方需上傳以上資料）。詳細的匯報程序可參考附件二。 

4.1.1.4 防作弊相關說明 
每支隊伍只能和相同對手對戰兩次，即最多拿下 2 點積分，已對戰兩次的隊伍則不能再與該

隊伍進行對戰。為防玩家惡意避戰，每一個區域將限制至少贏下 3 支不同隊伍方可有出線資

格。 
 
而當隊伍贏下 3 個不同隊伍的 1 點積分後，將可獲得積分加乘，第 4 至第 6 支隊伍每支將可

享額外 2 點積分，第 6 至 第 10 支隊伍每支將可享額外 3 點積分，第 11 支隊伍以上每支將可

享額外 4 點積分。 

4.1.1.5 海選隊伍相同積分相關說明 
當有 2 支或以上的隊伍在海選階段結束時以相同積分收結，將以對戰成績的平均結束時間判

定晉級，平均時間越短的隊伍將直接晉級，若有兩支隊伍的平均時間相同，則由主辦方決定是

否需要進行加賽決出資格。 

4.1.1.6 海選賽時期 
海選賽的時期將為2017年11月13日00時00分開始至2017年11月19日23時59分結束，不在此

時期內所開始的賽事將不會計作積分內。賽事的開始時間以BAN PICK過後進入遊戲的時間為



準，則如賽事於BAN PICK後的開始時間為的2017年11月19日23時58分，而完結時間已超過

海選賽的指定時期，該賽事的積分仍為有效。 

4.1.1.7進場觀戰相關 
於海選階段隊伍可以有一名隊員進入遊戲觀戰，該名隊員需要為登記名單中的隊員，該名隊員

不能進行直播。 

4.1.1.8 隊伍失約及遲到 
 
請隊伍注意自己的約戰時間，如在約戰程序後發現時間相衝而無法出席將視作棄賽處理，所以

如果時間相衝的話請立刻更改其中一方的時間。 
 
在比賽前一小時內更改時間將視作棄賽處理，請在比賽前妥善管理好自己的隊伍時間。 
 
如對手於一小時前提出取消約戰，請受影響的隊伍必定要向隊方提出更改時間，如最終無法成

功更改約戰或對方於長時間內(超過一天)沒有回應，提出取消對戰的隊伍會仍舊視作棄賽處理

，受影響的隊伍將獲得積分。 
 
所有隊伍在約戰時間超過十分鐘仍未出現將直接判敗，並失去一次對戰機會，受影響隊伍請以

Garena的時鐘作準並截圖給予官方 
 

4.1.1.9 惡意暫停 
請忽惡意暫停，所有隊伍也可以錄製 Replay (但切勿開啟實況錄製) 保護好自己，當有隊伍匯

報後官方會搜集證據並有可能警告隊伍或直接判敗。 
 

4.1.2 Asia City League 2018 季後賽賽制 
各賽區於海選賽賽期完結時積分頭 8 名的隊伍將可進入季後賽，季後賽將會以淘汰賽進行，8 
強及 4 強為 BO3 三盤兩勝制，決賽為BO5 五盤三勝制。 

4.1.2.1 季後賽賽事地點 
8強賽將於線上舉行，參賽者需於指定時間於官方線上頻道報到。 
4強及決賽賽事將於官方所定的線下地點進行，參賽者需自行於指定時間抵達賽事地點並向官

方報到。 

4.1.2.2 季後賽賽事選手設備 
參賽者不得在未經同意下於比賽電腦安裝或執行遊戲以外之任何程式。參賽者可以攜帶電競設

備(鍵盤，滑鼠，滑鼠墊，耳機)作賽，官方亦會提供以上的設備於參賽者。 
 
4.1.2.3 進場觀戰相關 
於八強賽階段隊伍可以有一名隊員進入遊戲觀戰，該名隊員需要為登記名單中的隊員，該名隊

員不能進行直播。 



4.2. 賽事時程 
海選階段： 
2017年11月13日 00時00分 至 2017年11月19日 23時59分 
八強階段： 
2017年11月25日 10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5、Division 4 
2017年11月26日 10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3 
2017年12月02日 10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2 
2017年12月03日 10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1  
四強階段： 
2017年12月09日 10時00分 至 20時00分 Division 5、Division 4 
2017年12月10日 10時00分 至 20時00分 Division 4、Division 3 
2017年12月16日 09時00分 至 23時00分 Division 2、Division 1 
決賽： 
2018年01月04日 14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3 
2018年01月05日 10時00分 至 22時00分  Division 5、Division 4 
2018年01月06日 14時00分 至 21時00分  Division 2 
2018年01月07日 14時00分 至 22時00分  Division 1 

5. 比賽遊戲版本及比賽過程 

5.1. 賽事的遊戲版本 
海選期間的比賽均使用賽區當地伺服器，故依賽區當地伺服器最新遊戲版本為準，香港將使用

台港澳伺服器，其餘地區均使用國服，新角色需在更新後一週方能上場。 
 
季後賽期間將使用比賽伺服器，遊戲版本會於賽事開始前不少於一星期前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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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狀況，若

因特殊情節導致英雄禁用，則在解除禁用時須經過每週非比賽日期讓戰隊有充分的準備時間。 
 

5.2. 賽事直播 
賽事期間選手不能自行於自己的頻道進行直播，如有發現則當作違反官方指示處理。 

5.3. 各戰隊選手比賽帳號 
所有比賽選手均使用該賽區伺服器申請之帳號進行比賽，每位選手須妥善保管帳號及密碼，不

可使用任何形式或方式擅自租借或濫用使用該帳號的權利，若該帳號被官方以停權處分，該成

員將不得出場賽事並剝奪參賽資格，如戰隊因選手不得出賽而導致不滿 5 人出賽，也將以棄

賽論。 



5.4. 比賽對戰模式說明及狀況處理 

5.4.1. 比賽遊戲模式 
比賽使用 Custom/tournament Mode(電競模式)進行 5 對 5 的競賽，比賽地圖使用 5 對 5 
Summoners Rift (召喚峽谷) 的地圖。 

5.4.2. 藍紫方分配 
在『Asia City League』海選賽中，隊伍對戰的藍、紫方將以Discord頻道的擲骰子功能分配，

數目為大者將有藍、紫方的選擇權。 

5.4.3. 遊戲開始 
比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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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犯者海選隊伍扣除一點

積分，線下賽則直接本局判敗。海選賽階段請務必請示對方同意，若途中有任何問題可直接於

Discord回報，並由裁判決定後續相關處理。 
※如遇符文頁、天賦、選角 Bug 等問題，需請示對方、裁判獲得同意後才可離開，重新進行

選角，不得私自離開遊戲房間。 

5.4.4. 交換英雄 
禁選角色完成後，將會進入『交換英雄』的階段，各戰隊需要盡快完成交換英雄的作業，若因

交換英雄問題而要求重賽將不被接納。 

5.4.5. 賽事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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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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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故意斷線。(有選手斷線，請立即示意裁判 / 對手，並向裁判 / 對手解釋暫停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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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手設備出現狀況，請於暫時時間內排除狀況，並不視為重賽的理由。 
3. 選手於線下賽事暫停遊戲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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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遊戲自身問題導致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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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賽事設備問題導致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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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及選手重新連回遊戲後繼續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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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賽事設備問題不重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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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經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於遊戲中的經濟差距大於 33%。 
2. 剩餘塔數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塔數差距大於 7 座。 
3. 剩餘水晶兵營差距:兩隊參賽隊伍持有水晶兵營數差距大於 2，已經毀壞過又重生的兵營也

可算為持有數。 

6. 戰隊及選手規範 

6.1. 資格轉讓、轉賣及放棄資格 
隊伍不得轉讓或轉賣（全隊交易，非選手轉隊）ACL的參賽資格。 



6.2. 選手規範及注意事項  

6.2.1. 進入比賽房間需有效率，若人員到場卻在裁判發起命令後超過 5 分
鐘遲 遲不肯進入比賽房，可視情節由裁判長判決棄權。  

6.2.2. 於比賽房準備完成後，需等待裁判發令比賽開始才能開始比賽，若

有違 規給予警告，再犯視同藐視主辦方並以棄權論。 

6.2.3. 比賽中出現任何突發狀況，均須要立即與裁判聯繫告知，裁判做出

的判 決選手需完全服從。 

6.2.4. 不得故意製造斷線情況，若有違規給予警告，再犯視同藐視主辦方

並以 棄權論。  

6.3.5. 比賽過程中不允許任何非必要的聊天或行為，如下所示： 
1. 於全頻中發 送任何挑釁用語或不雅文字叫囂。(包含?等標點符 號) 
2. 任何違反運動家精神的行為(如已知比賽結果但未進入結算畫面 就跳離遊戲、故意販售遊戲

中使用的道具/裝備並購買不合理的 裝備等情況)  
3. 明顯地讓對手贏得比賽  
4. 私下與對手決定比賽過程與動向。(兩隊選手均以中路為競賽唯 一環境等情況)  
 



6.3. 戰隊及選手懲處說明 

6.3.1. 聯賽隊伍與選手的官方粉絲團、相關社群論壇不得隨意發佈傷害 
ACL 職業聯賽之言論，包含隊伍棄賽、指責任一選手、組織與任何其他 
ACL 委員會認定之負面不當發言。經查證若屬實，ACL 委員會將依情 況
給予隊伍適當的警告或懲處。  

6.3.2. 聯賽隊伍若因非「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棄賽，無法準

時參 與既定之賽事，將懲處罰 Ban 禁賽等懲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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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ACL 春季規章中的規範無論是對戰隊或是對選手，均採警告的方式

給 予懲處，警告採每個賽季累計制，任何戰隊或選手被發現有違反規章

之 情節將收到警告。累犯的情況下，將會面臨罰 Ban，嚴重者將判處 禁 
賽等懲罰，請選手及戰隊自重。  

7. 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懲處 

7.1. 不公平的遊戲  
以下操作將被視為不公平的遊戲，在主辦單位的決定後將會受到處罰。  
 
7.1.1. 兩個以上的選手或不同隊伍的選手之間的任何協議，例如 : 
1. 私下商議，在兩個或是多個選手裡做私下協定任何比賽內的遊 戲相關結果。  
2. 故意讓對手贏一場比賽，或夥同另一支隊伍聯合決定一場比賽 的結果或獎金分割。  
3. 違反體育道德或蓄意的破壞性行為，對另一名選手或裁判有不 適當或不專業的行為。  
4. 為了贏得賠償，或是其他原因，故意輸掉比賽 / 或是企圖誘導另 一名選手做這樣的事。  
7.1.2. 技術性騷擾，指故意使用任何遊戲中的 BUG 尋求隊伍優勢；若發生 Bug 情節時選手需

立即通知主辦方及裁判。  
7.1.3. 作弊程式使用任何形式的作弊器或欺騙程式。 
7.1.4. 企圖性斷線，沒有正確或明確的理由故意斷線。  
7.1.5. 攻擊性言詞，團隊任一成員不可以使用不當言語 ( 猥褻、粗俗、侮辱、 威脅、辱罵、毀

謗、中傷、或攻擊性、令人反感或煽動仇恨及種族歧 視) 或由 ACL 官方人員判定為攻擊性的

言詞。  
7.1.6. 攻擊性習慣 / 侮辱，團隊任一成員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對著對方團隊的任 何成員做任何的

挑釁言語，或煽動任何人做相同的動作，上述狀況是屬 9 10 於造成侮辱、嘲諷、破壞和諧。 
7.1.7. 嚴禁發生代打的行為，如經發現則視作棄權處理。並將代打行為回報給 Garena官方作

帳號懲處。 



7.2. 不專業的行為  
除非明確的說明，否則犯規或侵犯以下規則將被懲處，不論是不是故意，或嘗 試進行這樣違

反規則的狀況，也將受到懲處。  
 
7.2.1. 騷擾的行為，騷擾的定義是長時間對對方隊伍成員造成有敵意及困擾的 行為且屢勸不

聽。 
 7.2.2. 性騷擾，是指不受歡迎的性挑逗。該評估是基於一個合理的人是否會認 為該行為是不

可取或反感的。  
7.2.3. 歧視和詆毀，隊伍成員不能蔑視，歧視或使用貶低言語，任一種族、膚 色、國籍、社會

出身、性別、語言、宗教及政治，或得罪一個國家的人 民尊嚴和完整性，以及私人/個人或團

體意見或其他意見，財務狀況， 出生或其他身份，性取向或任何其他原因。  
7.2.4. 如果隊伍成員被法律判定有任何的民事/刑事罪責，主辦方人員將可視 情節判定該名選

手是否可以繼續參賽。  
7.2.5. 選手行為調查 如果主辦方人員確定隊伍成員違反了召喚師準則或是英 雄聯盟的服務條

款及其他規則，主辦方將可以自行決定懲罰規定，情節 嚴重可以判決選手禁賽。  
7.2.6. 隊伍成員不得參與法律禁止的所有的犯罪活動。  
7.2.7. 隊伍成員不得從事由主辦方認為是不道德、可恥、或違背了正常道德常 規的任何活動。  
7.2.8. 隊伍成員或管理層不得洩漏被主辦方認定的機密訊息。  
7.2.9. 隊伍的任何成員或管理層，不得提供任何的禮物、獎勵、金錢或其他給 其他隊伍成員或

主辦方人員。  
7.2.10. 任何隊伍的成員或管理層，不得接受任何隊伍所贈送的禮品、企圖影響 比賽結果。  
7.2.11. 任何隊伍成員或管理層，不可以拒絕主辦方工作人員任何合理的指令或 決定。  
7.2.12. 任何隊伍成員或管理層，不可同意或共謀試圖通過法律禁止來影響遊戲 或比賽結果。 
7.2.13. 任何隊伍的管理層人員不得於聯賽期間，私下與他隊選手進行合約上的 接觸，或引誘

選手做出任何毀壞合約的判斷，而任何隊伍的選手若是於 聯賽期間遭遇他隊管理層人員有任

何合約或引誘解約/續約的行為，都 需通報主辦方工作人員以及所屬的戰隊管理層人員，不然

將有懲罰。 

7.3. 博弈相關  
任何隊伍成員或管理層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參加外界任何跟 ACL 春季聯賽比賽 結果有關 之賭博

行為。  

7.4. 懲罰相關說明  
聯賽進行中若有隊伍或選手違規，將會進行懲罰，嚴重情節可能調整逞罰項目 或逞罰對象，

最嚴重將踢除聯賽資格，甚至禁賽一定的時限。  
※累計 1 支警告給予的處分:該隊伍被判定警告後面臨的第 1 場例行賽事，將會 失去First Ban 
的機會。  
※累計 2 支警告給予的處分:該隊伍被判定第 2 支警告後面臨的第 1 場例行賽 事，將無法進行 
Ban 角的行為。  
※累計 3 支警告給予的處分:該隊伍被判定第 3 支警告後面臨的第 1 場例行賽 事，將會直接棄

賽判敗，並扣除 50%的補助金額及名次獎金。 
 ※累計 4 支警告給予的處分:該隊伍將於此賽季中踢出聯賽，並取消所有補助及 獎金。  



7.5. 發佈權 
『ACL 職業聯賽』的相關賽制、規範、規則的管轄單位為 Global Esports。Global Esports會
有 權發表一份聲明，說明任一團隊成員受到 處罰的原因。所有的隊伍成員或團隊 可以在這樣

的聲明中引用。而 Global Esports 主辦方及其相關母、子公司、關聯公 司、雇員或代理承包

商，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力。  

8. 賽事轉播 

8.1. 權利 
聯賽的轉播權利屬於就肆電競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就肆電競股份有限公司擁有 將一個或多個

賽事轉播分配給其他經過授權單位使用的權利。未經許可，不得 任意散佈或轉播其賽事的相

關內容。包括轉播錄影、replay錄影檔等。 

8.2. 實況轉播 
選手不得擅自進行實況，轉播正規賽及季後賽等ACL相關賽事，否則將會以違 反賽事規章而

進行懲處。 

8.3. 隊伍責任義務  
隊伍不得拒絕任何經過就肆電競股份有限公司所授權的賽事轉播。  

8.4. 酒精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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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將會以違反賽事規章而進行懲處。  

9. 聯絡方式 

9.1.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是官方賽事單位主要的溝通管道，聯賽相關電子郵件將使用具有 global-esports.com
所註冊的電子郵件網域，因此請保持更新電子郵件並定期檢查 ，以避免錯失重要訊息。 

9.2. 責任及擔保  
所有ACL 2017 春季聯賽的相關資訊，都會以官方賽事單位所使用的電子郵件 公告作為優先標

準，請戰隊或選手務必留存相關往來信件，如有任何爭議糾紛 ，也都以信件內容作為佐證，

主辦單位不會為任何僅有口頭或非信件內容告知 負任何責任或保證。  



9.3. 保密協定 
對於任何與賽事官方往來的信件內容，都必須嚴格保密。未經書面許可，不得 任意散佈或公

開。  

10. 規章修訂 
為確保公平競爭和誠信，在未來的聯賽內 ACL 委員會可能會因任何狀況下修改規則， 以完善

健全的賽制。  

10.1. 修改、判定罰則的決定權 
所有有關『ACL 菁英挑戰聯賽』的規則、選手規範、戰隊調度、地點、賽程及 舞台規範，以

及對違規罰則，ACL 委員會擁有隨時修改、刪除條項且不另行通 知的權力，同時，在極端的

情況下，可能會作出違背該規章的判決，以維護公 平競爭與體育精神。 

10.2. 規章衝突 
如果本規則中有任一條有全部或部分無效或無法實行的情形，不影響本規則對 其他條文之效

力。該無效或無法實行的子部分應以最接近意思且不違反本規則 之本旨解釋。  

 

 
 
 
 
 
 
 
 
 

 
 
 
 



《附件一》ACL 2018懲處條例細則 
 

1. 一般性罰則  

1.1 不當行為  
當產生不恰當行為時，被直接或間接認定與ACL相關時得以懲處（如：比賽內 的惡意言行、

公開場合的不雅姿勢等等）  
 
最低罰則 ─ 警告  
最高罰則 ─ 取消資格  
追溯期 ─ 該賽季至下一賽季結束以前  

1.2 違反或拒絕服從官方指示  
違反或拒絕服從官方或受權的裁判方所給予的合理指示（如：拒絕加入對戰大 
廳、不加入裁判所指定的隊伍語音頻道等） 
 
最低罰則 ─ 警告 
最高罰則 ─ 取消資格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1.3. 帳號分享  
練習、比賽帳號分享給他人使用（以次計算，非營利；與代打提升積分不同）  
 
最低罰則 ─ 警告  
最高罰則 ─ 取消資格 
追溯期 ─ 該賽季至下一賽季結束以前  

1.4. 重大不當行為 
重大不當行為（如：攻擊對手、試圖賄賂裁判、或故意毀壞現場設備等）  
 
最低罰則 ─ 扣除隊伍積分或取消資格 
最高罰則 ─ 無限期禁賽或自聯賽開除  
追溯期 ─ 36個月  



1.5. 散佈不實言論  
發佈對ACL或相關單位之不實言論，包含隊伍棄賽、指責任一選手、組織與任 何其他ACL認
定之負面不當發言。  
 
最低罰則 ─ 扣除積分 
最高罰則 ─ 取消資格  
追溯期 ─ 該賽季至下一賽季結束以前  

2. 管理罰則 

2.1. 無法提交先發陣容 
 
無法提交符合合約的先發陣容  
 
最低罰則 ─ 警告(隊伍)  
最高罰則 ─ 隊伍自聯盟除名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2. 欺騙或誤導賽事方 
欺瞞或誤導賽事方參賽資格審查 (例：提交錯誤資訊，如居留權、年齡等)  
 
最低罰則 ─ 警告(隊伍)  
最高罰則 ─ 隊伍自聯盟除名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3. 恣意修改名單  
於截止日期後修改名單(接受與否由聯盟決定)  
 
最低罰則 ─ 警告(隊伍)  
最高罰則 ─ 隊伍自聯盟除名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4. 棄賽 
未經聯盟同意而棄賽或無故在比賽前隊員不足無法出賽  
 
最低罰則 ─ 該場比賽判敗並給予警告(隊伍)  
最高罰則 ─ 隊伍自聯盟除名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5. 擅自公佈新成員  
未經聯盟審查程序核准，即公佈新加入成員  
 
最低罰則 ─ 警告(隊伍)  
最高罰則 ─ 隊伍自聯盟除名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6. 比賽遲到  
8強賽之先發選手未能於規定時間前，全部於線上語音頻道報到；  
4強賽及決賽之先發選手未能於規定時間前，全部抵達比賽場館  
 
最低罰則 ─ 警告或喪失1個禁選  
最高罰則 ─ 扣除30%比賽獎金或喪失2個禁選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2.7. 規定時限內遲交名單  
無法於規定時限內繳交選邊或先發選手名單 最 
 
低罰則 ─ 警告或喪失1個禁選  
最高罰則 ─ 扣除15%比賽獎金或喪失2個禁選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3. 遊戲內罰則  

3.1. 未經授權的溝通行為  
暫停時未經授權的溝通行為（單一對戰中）  
 
最低罰則 ─ 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則給予一支警告  
最高罰則 ─ 該對戰判敗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3.2. 拒絕服從裁指示  
拒絕服從或蓄意拖延裁判的合理指示（例：加入遊戲大廳以開始比賽）  
 
最低罰則 ─ 警告  
最高罰則 ─ 喪失2個禁選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3.3. 未經許可移除耳機  
於季後賽現場比賽時，在比賽結束前未經許可擅自取下耳機  
 
最低罰則 ─ 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則給予一支警告  
最高罰則 ─ 次場比賽喪失1個禁選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3.4. 比賽中任意暫停 
未經許可的暫停或暫停後的理由不合理  
 
最低罰則 ─ 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則給予一支警告 
最高罰則 ─ 次場比賽喪失1個禁選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3.5. 刻意利用遊戲漏洞  
在尚未收到來自賽事方禁止前刻意利用BUG  
 
最低罰則 ─ 警告  
最高罰則 ─ 該場對戰組合判敗與禁賽4場  
追溯期 ─ 該賽季結束以前 

4. 累計罰則 
主辦方判決之警告，將採用累積制，在遭受判決警告後的追溯期間累犯，嚴重者，如最終獲得

名次獎金，將視累積次數，扣除一定比例的賽事獎金，扣除原則將分成選手 個人以及隊伍分

開計算。  
 
扣除優先順序，則是先以隊伍所累積的警告次數，扣除部份比例的獎金；而個人累積 的警告

次數，則是將獎金均分給所有隊員後，再針對個人的罰金比例去扣除。 
 
 

警告累積次數  扣除比例  

5 30% 

7 50% 

 
  



《附件二》Discord 使用流程 

1. 申請Discord帳號  
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都需要填寫自己所擁有的discord帳號，如先前未擁有discord帳號的可以

到 https://discordapp.com/ 下載用戶端並安裝，然後於登入面版申請帳號，帳號名稱請以報名

所填寫的英雄聯盟遊戲ID命名。 

 
而先前已擁有Discord帳號的則需要將帳戶更名為報名所填寫的英雄聯盟遊戲ID名稱。更改名

稱只需到「使用者設定」中的「我的帳戶」編輯即可。 

 

https://discordapp.com/


2. 進入賽事Discord頻道 
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成功後將會收到官方的確認電郵，於確認電郵內將會有賽事Discord頻道的

邀請連結。所有參賽者必須加入屬於其賽區的賽事Discord頻道。 

3. 賽事Discord頻道 
賽事Discord 將會設有三種文字頻道。 

3.1 Announcement頻道 
為官方發佈公告和消息的頻道，官方亦會在海選期間的每天正午12時發佈積分排名頭八隊的

分數。參賽者應時常留意此頻道的公告。 

3.2 Gereral_discussion頻道 
為供給玩家自由討論的頻道，但禁止一切漫罵、人身攻擊或其他不當言論，否則將視為散佈不

實言論處理。 

3.3 各隊伍頻道 
所有參賽隊伍將擁有自己的文字頻道，並以自己的隊名命名。頻道主要用於約戰和回報賽果，

參賽者亦可自由於頻道內自行討論或到其他隊伍的頻道內討論。 
 
  



4. 隊伍約戰及回報流程 
1. 參賽者需要利用Discord與其他隊伍進行約戰 
2. 隊伍隊長進入希望約戰隊伍的文字頻道進行約戰，如隊伍A 希望和隊伍B 進行賽事，隊伍A 
則需要進入隊伍B 的頻道並進行約戰 

 
3. 雙方同意對戰時間後需要於各自的頻道以以下格式並@官方的Discord帳戶列出同意後的對

戰時間：「Team A vs Team B X月X日 XX時XX分 @Global Esports」 

 

 



4. 雙方隊伍於約定時間於Discord 和 英雄聯盟上線，雙方代表於任一隊伍的Discord頻道進行

擲骰，數字更大方可選擇藍紫方。擲骰子的教學可於Discord任一頻道輸入!rolldice 觀看

 
 
5. 請藍方隊長開設房間，建立自訂遊戲 → 對戰類型選擇 「電競選角」 → 允許觀察者模式請

選擇 「只允許組隊房間內的成員」，因為不同隊伍可能有後勤人員需要錄 VOD，建議設置密

碼以防路人誤入，如有任何非隊伍成員進入房間，請匯報官方跟進。 

 
  



6. 勝方於賽事完結後需到自己的隊伍頻道以以下格式，「Team A vs Team B X月X日 XX時
XX分 Team A勝出 http://www.xxxx.com(官方對戰記錄網站：則為於遊戲內個人對戰紀錄頁面

，該場次的線上檢視網址) @Global Esports」回報賽果，並需於Discord頻道以圖片形式上傳

戰績，圖片需截取於遊戲完結後的計分版，並要包含有勝利字眼、隊員遊戲ID及時間的畫面，

否則當作賽果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