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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1. 活動名稱：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 

 

2. 全國總決賽主辦單位： 

2.1. 中華民國高智爾球協會 

2.2. 中華國際高智爾球推廣協會 

2.3. 台灣高智爾球運動發展協會 

2.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髙智爾運動協會 

2.5. 利樂高智爾球運動協會 

2.6. 臺灣高智爾球大聯盟協會 

 

3. 活動宗旨： 

由台灣六大高智爾球推廣團體共同舉辦全國總決賽之「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

球錦標賽」，是一場完整集結全台灣高智爾球菁英的台灣地區高智爾球最高賽

事。地區預賽分成兩個階段，於全國九大分區舉辦，九大分區代表共十六支隊

伍，進行全國總決賽，爭取總錦標。 

 

4. 比賽時間： 

4.1. 九大分區地區預賽：2018 年 4 月 29 日到 8 月 15 日舉行。 

4.2. 全國總決賽：2018 年 9 月份擇日舉行。 

 

5. 比賽地點： 

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 

 

6. 競賽項目： 

團體賽七人制，可男女混隊。 

 

7. 報名人數規定及參賽資格： 

7.1. 人數：每隊至少報名七人，至多八人。 

7.2. 資格： 

7.2.1. 參賽球員年齡需十五歲以上〈含〉。 

7.2.2. 參賽球員之「戶籍地址」、「目前居住地址」、「目前工作地址」

中，至少要有一項在該地區。 

7.2.3. 每人限報名一隊，地區預賽報名完成之後至地區預賽結束為止，不得

變動參賽隊伍名稱與球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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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進入全國總決賽之球員若因故無法參加決賽，該隊伍可以遞補球員，

但以一人為限。全國總決賽舉辦日期一個月以前，得提出相關證明申

請由他人遞補參與決賽。唯該遞補球員需符合相關參賽資格，且無參

與本屆任何地區預賽。 

7.3. 報名方式：歡迎全國社會隊伍填寫報名表(附錄一)，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下

午六點之前，透過六大團體報名。 

 

8. 比賽賽制： 

8.1. 地區預賽 

8.1.1. 採循環賽或分組循環賽或淘汰賽，主辦單位依報名隊數則用。 

8.1.2. 決定晉級順位時，依序比較戰績、對戰狀況、平均加權總分(攻擊分與

防守分合計)，仍無法判定時，採七米 PK 來決定順位。若單一比賽於

規定時間內無法結束時，則比較該場比賽之加權總分(攻擊分與防守分

合計)，仍無法判定時，採七米 PK 來決定比賽勝負。 

8.1.2.1. 須重新擲硬幣決定先發隊伍，兩隊輪流進行。 

8.1.2.2. 雙方可自行決定球員擲球順序並依序排列於場中，不需按照球號

順序。 

8.1.2.3. 第一輪 PK 賽；每次每位球員只能擲一球，擊中前方七米處的目

標球，得一分，當雙方球員五人皆完成擲球，計算球隊總得分，

得分高者勝出。 

8.1.2.4. 若第一輪 PK 賽無法分出勝負，則進行驟死賽，由第六位球員開

始擲球，只要任何一隊的球員先擊中目標球，而接著另一隊未擊

中，由擊中目標球的隊伍勝出。 

8.1.3. 九大分區及參與全國總決賽之分區代表隊數： 

8.1.3.1. 台北市 / 新北市 / 基隆市：3 隊 

8.1.3.2. 桃園市 / 新竹市 / 新竹縣：2 隊 

8.1.3.3. 台中市 / 苗栗縣 / 彰化縣 / 南投縣：3 隊 

8.1.3.4. 嘉義市 / 嘉義縣 / 雲林縣：2 隊 

8.1.3.5. 台南市：2 隊 

8.1.3.6. 高雄市 / 屏東縣：2 隊 

8.1.3.7. 宜蘭縣：1 隊 

8.1.3.8. 花蓮縣：1 隊 

8.1.3.9. 台東縣：1 隊 

8.1.4. 地區預賽名次為代表該分區參與全國總決賽之順位，若有球隊因故無

法參加，則依序遞補。 

8.2. 全國總決賽 

8.2.1. 採循環賽或分組循環賽或淘汰賽，為求完備，主辦單位將擇日公佈。 

8.2.2. 決定晉級順位時，依序比較戰績、對戰狀況、平均加權總分(攻擊分與

防守分合計)，仍無法判定時，採五米 PK 來決定順位。若單一比賽於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3 
 

規定時間內無法結束時，則比較該場比賽之加權總分(攻擊分與防守分

合計)，仍無法判定時，採五米 PK 來決定比賽勝負。 

8.2.2.1. 首先雙方必須重新猜拳或抽籤以決定兩隊擲球的先後順序。決定

先後順序后，兩隊排隊然後輪流派一位球員擲球。 

8.2.2.2. 兩隊七名隊員可排好隊輪流擲球，球員排隊的順序可由雙方球隊

自行決定，不需依照球號順序。 

8.2.2.3. 每次每位球員只能擲一球，以擊中前方五米處的目標球成功一次

計得一分。當兩隊輪流完五人擲球過后，哪個球隊成功擊中目標

球的次數較多者（即分數高者）獲勝。但如果兩隊第一輪五人擊

中目標球的次數還是平手時，后的擲球就按照兩隊原有排隊的順

序進行驟死賽。從六位球員開始，只要任何其中一隊先擊中目標

球，而接著另一隊未擊中的話，裁判員即立刻宣佈比賽結束，由

先擊中五 米目標球的球隊獲勝。 

 

9. 獎勵辦法： 

9.1. 冠軍：獎金，獎盃一座，獎牌八面 

9.2. 亞軍：獎金，獎盃一座，獎牌八面 

9.3. 季軍：獎金，獎盃一座，獎牌八面 

9.4. 殿軍：獎牌八面 

9.5. 精神獎盃︰由該年度冠軍隊保管，若連續衛冕三年者該隊即可成為永久持

有以茲鼓勵。 

 

10. 比賽規則： 

10.1. 地區預賽：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地區預賽規則_TW6GV1 

(附錄二) 

10.2. 全國總決賽：Wiser 運動比賽規則手冊_正式 Wiser 球競賽使用

_03_21_2018_繁體中文_V1.0 (附錄三) 

 

11. 器材檢定： 

所有比賽用球均符合世界 Wiser 運動委員會之規定。 

 

12. 其他注意事項： 

12.1. 球員報到與檢錄 

12.1.1. 各比賽隊伍須於每天第一場比賽前三十分鐘進行報到，並於每場

開賽前十分鐘，完成場邊檢錄手續，由工作人員確認參賽人員身分。 

12.1.2. 報到文件 

12.1.2.1. 身分證、駕照或有相片健保卡擇一(非本國人可持護照報到) 。 

12.1.2.2. 若非地區預賽所規定之縣市戶籍地或居住地之球員，除 12.1.2.1

證件外，必須提供工作證明做為報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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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若球員未通過報到或檢錄(違反 7.2)，主辦方會取消該球員資

格，但此決定不影響球隊參賽資格，球隊可繼續進行比賽，若因

此導致參賽人員不足，依 12.3 方式處理。 

12.2. 候補球員更換方式 

12.2.1. 地區預賽每場比賽有一次更換球員機會，由隊長向裁判提出更換

球員要求。 

12.2.2. 全國總決賽每場比賽除非緊急狀況（例如：有隊員身體不舒服或

受傷），否則不可更換球員。 

12.3. 若出賽人數不足七人，不足之人數將以出局球方式作為判決，比賽照

常進行。 

12.4. 競賽有爭議時由當場執法裁判逕行判定，如對規則或比賽過程有所爭

議，得由裁判主動洽技術(審判)委員會解釋作出最終判決。洽詢時間計

入比賽時間。 

12.5. 必賽當天若因天氣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或受其他安全考量之影響，致

活動無法順利進行，主辦單位將以參賽者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有權

更改活動內容。 

12.6.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隨時補充之。 

 

 

 
 

 

(附錄一)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報名表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官網下載點： 

http://www.wisersport.tw/wp-

content/uploads/2018/04/2018%E8%B6%85%E7%B4%9A%E7%9B%83%E5%85%A8%

E5%9C%8B%E9%AB%98%E6%99%BA%E7%88%BE%E7%90%83%E9%8C%A6%E6

%A8%99%E8%B3%BD-%E5%A0%B1%E5%90%8D%E8%A1%A8.pdf 

 

(附錄二)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地區預賽規則_TW6GV1 

2018 超級盃全國高智爾球錦標賽官網下載點： 

http://www.wisersport.tw/wp-

content/uploads/2018/04/2018%E8%B6%85%E7%B4%9A%E7%9B%83%E5%85%A8%

E5%9C%8B%E9%AB%98%E6%99%BA%E7%88%BE%E7%90%83%E9%8C%A6%E6

%A8%99%E8%B3%BD-

%E5%9C%B0%E5%8D%80%E9%A0%90%E8%B3%BD%E8%A6%8F%E5%89%87_T

W6GV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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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Wiser 運動比賽規則手冊_正式 Wiser 球競賽使用_03_21_2018_繁體中文_V1.0 

世界 wiser 運動委員會官網下載點： 

http://worldwisersport.org/pdf/rules/Wiser%E9%81%8B%E5%8B%95%E6%AF%94%E8

%B3%BD%E8%A6%8F%E5%89%87%E6%89%8B%E5%86%8A_%E6%AD%A3%E5

%BC%8FWiser%E7%90%83%E7%AB%B6%E8%B3%BD%E4%BD%BF%E7%94%A8

_03_21_2018_%E7%B9%81%E9%AB%94%E4%B8%AD%E6%96%87_V1.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