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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DARTSLIVE TAIWAN 

 
協辦單位：福沃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公益種子 

 
主要贊助商：DARTSLIVE TAIWAN 

鋒隆興業有限公司 及 賽事直播贊助 AA Darts 
 
 

贊助商（愛心店家） 
AADARTS、CASA DARTS、Don’t Ask Darts Bar 、Ray Darts 飛鏢運動酒吧、 
Darts Master 狂鏢大師、街角柒號、羅米便當、熊燒創意餐酒館、鏡花水月飛鏢店 

 

賽程規章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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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20［Darts Love Singles］公益慈善飛鏢公開賽 
 
⼆、活動宗旨 
為提倡創新公益，結合推廣飛鏢運動，並為較為弱勢之團體籌募善款、增加
曝光，提升社會⼤眾對贊助⽅企業公益及飛鏢運動正⾯形象的認知與肯定，
推廣簡單隨⼿公益、愛公益！ 
 
三、活動⺫的 
在台灣愛⼼很滿，但是在很多社會上那些不為⼈知的⾓落裡，還有很多弱勢
中的弱勢，需要被發現，被了解，被幫助。福沃社會企業推廣創新公益理
念，希望在新⼀代的思維裡，公益是能夠隨處可⾒隨⼿可得的。飛鏢運動玩
家越來越多，因此 DLO 創新公益思維結合飛鏢運動之推廣，望藉由本次活
動預期： 
1.號召廣⼤飛鏢選⼿⼀同做愛⼼、做公益，藉此除了推廣飛鏢運動及交流鏢
技之餘，還能幫助社會上那些需要關懷的弱勢族群。 
2.報名費及活動費⽤得以協助弱勢家庭或弱勢社福團體獲得急難救助。 
3.增加各企業對公益飛鏢運動之贊助信⼼與意願。 
4.建⽴主辦⽅之企業公益形象與知名度，落實回饋社會與公益精神。 
5.增加社會⼤眾對主辦⽅企業公益及飛鏢運動正⾯形象的認知與肯定。 
6.本次賽事全部收⼊將有 50%原住⺠棒球協會偏鄉孩童照護費⽤、50%⽀持
公益種⼦ 2020 偏鄉孩童助學計畫。 

四、負責單位 
■主辦單位：DARTSLIVE TAIWAN 
■協辦單位：福沃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公益種⼦ 
■主要贊助商：DARTSLIVE TAIWAN 
■贊助商（愛⼼店家）：AADARTS、CASA DARTS、RAY DARTS 飛鏢運動
酒吧、DARTS MASTER 狂鏢⼤師、街⾓柒號、羅⽶便當、熊燒創意餐酒館、
鏡花⽔⽉飛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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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時間 
■舉辦⽇期：109 年 8 ⽉ 8 ⽇ （六） 
■舉辦地點：台北松⼭菸廠多功能展演廳 
 
六、報名時間 
■第⼀波報名：109 年 7 ⽉ 5 ⽇（⽇）～109 年 7 ⽉ 12 ⽇（⽇） 
 於公益種⼦管道優先報名（愛⼼店家報名及公益種⼦官⽅網⾴）。 
■第⼆波報名：109 年 7 ⽉ 13 ⽇（⼀） 
 於 DARTSLIVE TAIWAN 粉絲⾴開放剩餘名額報名。 
 
七、活動對象 
參賽者不限年齡，歡迎任何⼈⼠參與，須持有效等級之 DARTSLIVE 卡⽚
（虛擬卡⽚也可） 且須為 DARTSLIVE ⾼級會員。 
 
⼋、活動內容 
■報名費 800 元（免投幣）／每⼈ 
■單打公開組（14.00 以上不讓分）之 32 ⼈ 
（保留 DSP 2 名／U-22 2 名／TAIWAN TOUR 2 名） 
■單打⼀般組（13.99 以下讓級讓分）之 48 ⼈飛鏢競賽 
※報名之選⼿可獲得由 DARTSLIVE 贊助帽⼦⼀頂（市價 650 元）及 
DARTSLOVE 感謝卡。 
 
九、活動流程 
－10：30 報到 
－11：10 開幕式 
－11：30 開賽 
－預計 18：3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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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賽制   
■公開組 
THE WORLD MODE 不讓級不讓分 ，32 ⼈單敗淘汰制。 
 
■⼀般組 
 MATCH  501 - 501 - 501 OI/OO 讓級讓分 
⾸場讓分先攻，第⼆局由敗⽅先攻，第三局 CORK ⽐紅⼼決定先攻順序。 
每場結束必須使⽤⾼級會員 APP 檢驗級數。 
單場升級 0.15 判定敗⽅，全天爆級 0.5 取消資格。 
※採 3 ⼈⼩組循環，每組取兩⼈進⾏（循環）。 
※等級相差兩級以內可選擇不讓分 CORK ⽐紅⼼決定⾸場先後攻。 
 
⼗⼀、附件 
 
■公開組公開賽獎⾦及獎品 

名次 獎⾦ 獎品  
冠軍 12000 獎盃⼄座 機台個⼈宣傳 
亞軍 6000 獎盃⼄座 -- 

雙季軍 3000 獎盃⼄座 -- 
5~8 名 500 獎牌⼄⾯ -- 

■⼀般組公開賽獎⾦及獎品 

名次 獎⾦ 獎品  
冠軍 8000 獎盃⼄座 機台個⼈宣傳 
亞軍 4000 獎盃⼄座 -- 

雙季軍 2000 獎盃⼄座 -- 
5~8 名 500 獎牌⼄⾯ -- 

■DARTSLIVE TAIWAN 帽⼦贊助⾦ 
以機台上⽅標準計數所有選⼿每打出⼀頂帽⼦則 DARTSLIVE TAIWAN 捐出
50 元，上限 100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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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說明 
■01 GAMES 
・本⼤會指定，「501」「701」皆採「15 回合」制進⾏ 。 
・ 最先正確將分數歸零的選⼿獲勝。 
・ 若兩位選⼿皆無法在規定回合內將分數歸零，不管剩餘分數為何，改⽐
CORK 決定勝負，打中位置最接近紅⼼中央的選⼿獲勝。（CORK 的投鏢
順序⽐照 01 時的投鏢順序） 
・ IN OPTION（Open In/ Double In/ Master In）或 OUT OPTION
（Open Out/ Double Out/Master Out）將視各等級規定適⽤。 
 
■CRICKET GAMES 
・ 若無特別註明，「CRICKET GAME」均指「STANDARD CRICKET」 。 
・ 若⼤賽中無特別指定，所有的「CRICKET GAME」皆採「15 回合」制進
⾏ 。（THE WORLD MODE 為 20 回合） 
・ 遊戲中以鏢靶號碼 15～20 及紅⼼為⺫標區，欲佔領⺫標區需要 3 個
MARK，最先占領⺫標區的選⼿在下次打中該⺫標區時獲得分數。 
・ 紅⼼（SINGLE BULL）為 25 分，⿊⼼／雙紅⼼（DOUBLE BULL）為 50
分計算。 
・ 雙⽅都在同⼀⺫標區取得 3 MARK 之後，該⺫標區便被封鎖，兩位選⼿
皆無法從該⺫標區得分。。 
・ 取得所有⺫標區並且得分較⾼的選⼿獲勝。 
・ 若在規定回合數無法佔領所有⺫標區且雙⽅同分，則⽐ CORK 決勝負，
打中位置最接近紅⼼中央的選⼿獲勝。（若無註明，CORK 的投鏢順序⽐照
CRICKET 時的投鏢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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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台發⽣錯誤（分數顯⽰錯誤） 
■投鏢時，若發⽣上靶位置與機台感應分數不同之狀況時，需使⽤
「Reverse-A-Round」功能，回到上⼀回合將錯誤分數刪除，並按壓飛鏢
實際上靶處，將分數修改為正確值。若飛鏢打到靶⾯卻掉落地⾯，則以機台
顯⽰分數為準；但若飛鏢掉落⽽機台未顯⽰得分，則代表此鏢未得分，選⼿
不得要求重新投鏢。 
■當機台發⽣計分錯誤時，若飛鏢已經拔離鏢靶，則不得要求修正分數。 
■修正錯誤分數時，得分顯⽰錯誤的該⽀飛鏢必須留在靶上，並在回合交替
完成前，雙⽅同意之前提下⽅能進⾏。 
■ 飛鏢拔離鏢靶後的分數修正原則上不予承認，但若是在對⽅選⼿同意進⾏
分數修正後才拔鏢，則不受本規則限制。 
 
⼗四、Sandbagging 規則 
■ 採⽤ Sandbagging（爆級）規則的⼤賽，選⼿的 RATING 將會由主辦
單位查詢後判定。 
■如果⼤賽規則中無特別註明 Sandbagging 規則，代表該⼤賽不採⽤此
制。 
■若選⼿在⽐賽時的數據遠超過賽前主辦單位查詢數據或⼤賽鎖定之基準，
根據⼤賽規則，將有可能剝奪選⼿的出賽資格。（將根據個別⽐賽規定） 
 
⼗五、犯規⾏為 
■妨礙對⼿投鏢。 
■ 有任何故意導致⽐賽延遲之⾏為。 
■投鏢時腳超過投擲線。 
■需要修正機台分數時故意阻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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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犯規處分 
如選⼿有上述的犯規⾏為，可能會受到主辦單位的處分。處分包含但不限於
下列內容： 
■剝奪選⼿出現犯規⾏為時之回合或遊戲的參賽權利。 
■ 剝奪選⼿進⾏⽐賽之權利並禁⽌繼續參與該場⼤賽。 
■ 若選⼿出現犯規⾏為，處分內容的最終判決將由主辦單位決定。 
■ 對於受到犯規處分的選⼿，報名費⼀律不予退還。 
 
⼗七、機台故障或停電 
■如因停電等情況導致⽐賽暫停⽽需要重新開始，在雙⽅選⼿同意下，主辦
單位將復原⽐賽成績及程序，回到⽐賽暫停前之狀態。 
■承上，若⽐賽已無法復原，選⼿須重新進⾏⽐賽。 
 
⼗⼋、服裝規定 
■鏢服包括恤衫、褲⼦、以及鞋類。  
■上⾐必須附⾐領及⾐袖, 禁⽌穿著任何破損⾐服參賽。  
■鞋⼦可選擇⽪鞋或運動鞋。（不能穿著的鞋類 : 涼鞋、拖鞋、⻑靴等）。 
■參加⽐賽時原則上禁⽌戴帽⼦等頭部⽤服飾，如因宗教因素需要著⽤，請
事先洽詢 DARTSLIVE TAIWAN。  
■賽事進⾏中不得使⽤⽿機。  
■DARTSLIVE TAIWAN 將按照本規定對鏢服進⾏審核。審核結果為不符合
規定者，將不被允許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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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商標規定 
■除鞋⼦及眼鏡外，選⼿所穿著的任何⾐物（包括鏢服、護腕、袖套、護具
等）上出現的商標或名稱（包括標籤）均視為鏢服商標。 
■鏢服商標僅限刊登 DARTSLIVE TAIWAN 認可之商標。若⾐物上有⾮
DARTSLIVE TAIWAN 認可之商標之商標，DARTSLIVE TAIWAN 可能要求選
⼿更換⾐物或不要顯⽰出該商標。 
■官⽅飛鏢機製造商舉辦之賽事，其名稱、商標，以及符合以上規則的⼤賽
名和商標不受此限。（如 DARTSLIVE OPEN / SOFT DARTS PROFESSIONAL 
TOUR JAPAN / HONG KONG TOUR / SOFT DARTS PROFESSIONAL TOUR 
KOREA / CC1K / SEA TOUR / TAIWAN TOUR / SUPER LEAGUE 等） 
■如鏢服商標涉及以下內容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刊登。  
（1）出現除官⽅指定機台商外的機台商、⽣產商之名稱或商標。 
（2）侵害著作權之內容。 
（3） 違反社會秩序。 
（4） 違反善良⾵俗。 
（5） 經 DARTSLIVE TAIWAN 判定為不符合⼤會規定之內容。 
※DARTSLIVE TAIWAN 擁有刊登商標的最終決定權。 
 
⼆⼗、其他事項 
如發⽣上述未提及之突發狀況，將由⼤會現場⼯作⼈員之判斷為最終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