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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名稱：PUBG MOBILE 校園求生 校園自辦賽 

賽事章程： 

本賽事規章概敘 PUBG MOBILE校園求生 校園自辦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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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 

CTESA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TESL台灣電子競技聯盟 

主辦單位：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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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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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目前就讀本校之在學學生並年滿 15歲以上者，皆可報名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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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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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隊伍規則 

一、 陣容要求 

1. 先發隊員/候補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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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報名 

繳交隊伍資料後，未經主辦方批准，不得更改隊伍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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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賽事報名與計分 

一、 報名資料 

報名需提供：真實姓名、遊戲 ID、UID、信箱、電話、LINE ID、學校名稱。

上限 16隊，若有隊伍棄賽或資料不齊由候補隊伍補上。 

二、 線下賽 《積分淘汰賽》  

進行 3 局比賽，以總積分為排名標準。 

地圖順序： 熱情雨林→激情沙漠→求生島 

三、 比賽日期 

報名日期：108/10/26至 108/11/1 

賽事日期：108/11/7 

賽事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財經大樓 2F 電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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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賽事流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14：50 ~ 15：00 選手報到  

15：00 ~ 15：05 開幕儀式  

15：05 ~ 15：15 設備設定  

 

15：15 ~ 18：00 

 

賽程進行 

地圖順序： 

熱情雨林    激情沙漠 

求生島       

18：00 賦  歸  

 

五、 計分系統 

依照 PM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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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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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賽事獎金(新台幣) 

冠軍：10,000元 

亞軍： 6,000元 

季軍： 2,000元 

殿軍： 2,000元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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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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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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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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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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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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的裝置。 

二、 網路環境 

選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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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備網路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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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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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行為規範 

一、一般規範 

1. 職業選手的高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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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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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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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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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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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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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