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下半年度贊助店家飛鏢比賽規章 

(2022.8 更新) 

 

 

 

 

 

 

 



一、活動名稱 

2022 下半年度贊助店家飛鏢比賽 

二、活動宗旨與目的 

因疫情影響全球飛鏢賽事近乎暫緩，直到近期才逐漸恢復，DARTSLIVE 

TAIWAN 期望以活絡的店舖賽事來維持飛鏢運動，給玩家有更多的切磋機

會。 

三、活動時間 

111 年 9 月 26 日（一）至 112 年 3 月 30 日止（四） 

※視疫情關係可能有所調整，務必密切注意官方最新動態。 

四、店家報名時間 

111 年 9 月 26 日（一）起開放報名 

※請勿提早繳交，將以 9 月 26 日（一）零點開始排序，基本以填單順序為準，收滿至 15

場比賽。如前 15 場有不符合規定的比賽，（例：已舉辦過店家賽但未退回多餘贈品的店

家或未繳回賽後資料的店家，或重複申請的店家。）將自動遞補後續有填單的店家。 

五、店家安排比賽時間 

以 111 年 10 月 17 日（一）以後的日期安排比賽 

六、活動對象 

所有設置連線 DARTSLIVE2/DARTSLIVE3 的店家皆可申請 

七、店家享有 

 免費贈品及獎金提升賽事趣味 

 DARTSLIVE TAIWAN 官方媒體協助宣傳 

八、基本規範 

◼︎店家需求 

 店家須事先線上填單申請，提供官方比賽內容並進行審核，核可後將

派發贊助品及其他協助。 

※申請表單須於開賽前兩個禮拜填寫完畢，以利後續作業。 

 店家所有宣傳比賽曝光物上，需註明「贊助商 DARTSLIVE TAIWAN」（官

方會提供 LOGO 檔）。 



 通過審核後，官方會發報名連結和報名後台給店家使用（需有 gmail

信箱），再麻煩店家請選手確實填寫，以利店家賽後資料整理。 

 店家於賽後須提供完整的參賽選手資料表（含姓名/官方會員編號/賽

前跟賽後等級），並於「開賽前」和「頒獎時」拍照發布貼文至店家粉

專上，以利官方協助宣傳。 

 店家比賽皆須配合防疫措施：量體溫/手部消毒/戴口罩（飲食時例

外）。 

◼︎關於賽事 

 須投幣比賽。 

 等級上限：單人 13.99 級以下。 

 決賽為單打賽，最少八人參賽，最低採單淘汰。賽制內容可選擇：三

戰兩勝或五戰三勝。 

 申請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4XXXX) 

※如尚未申請會員編號，請至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站註冊。 

 參賽選手須使用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站登錄之卡片參賽。 

 所有參賽選手必須擁有 DARTSLIVE 帳號 PREMIUM 方案以上資格。 

 請記錄「報到時」與「結束時」的選手等級並回報官方。 

 選手參賽等級需參考：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站及 DARTSLIVE 

APP 卡片等級，兩者取高計算。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站：https://www.dltournament.com.tw/ 

◼︎級數登記補充說明 

 報名門檻若設定為 12.99，選手參賽時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

站與 DARTSLIVE APP 顯示卡片等級兩者皆不可超過門檻。 

 為避免會員編號網站等級與卡片等級有雙重標準計算，比賽數據變動

將全數參照 DARTSLIVE APP 顯示卡片等級，以 APP 的即時變動為基

準。 

 舉例來說，A 選手會員編號網站等級 12，帶了 8 級卡片，即便只打出

11 級水準，依舊參考 APP 的即時變動，將更有可能爆級，之後請回報

級數後，我們將在會員編號網站上更新級數。 

結論：會員編號網站等級高，卡片等級低 = 容易爆級。 

 反過來說，會員編號網站選手等級 8，帶了 12 級卡片，當下將直接以

12 級計算，在店家回報等級後，也會同步將會員編號網站等級提升。 

結論：會員編號網站等級低，卡片等級高 = 會員編號網站升級。 

 賽事若有「讓分制」，會員編號網站等級與卡片等級差距不可超過 2.00

級。 

 

 

https://www.dltournament.com.tw/newMember.php
https://www.dltournament.com.tw/


◼︎選手報名辦法 

 須有 DARTSLIVE 帳號 PREMIUM 方案以上資格，且有 DARTSLIVE 官方會

員編號(4XXXX) ，並使用 DARTSLIVE TAIWAN 會員編號網站登錄之卡片

參賽。 

 官方會給予店家報名表單，請確實填寫資訊。 

 選手於比賽時須配合店舖低消規定，且賽事須投幣。 

◼︎賽事指定機：DARTSLIVE2/DARTSLIVE3。 

◼︎DARTSLIVE TAIWAN 保留所有審核及修改權利。 

九、DARTSLIVE TAIWAN 贊助 

◼︎贊助商品 

核可後，DARTSLIVE TAIWAN 將會依比賽人數派發贊助品。 

 

 



名次 贊助品項 

CHAMPION D3 壓克力鑰匙圈＋D3 TIPS HOLDER 

RUNNER-UP 三角零錢包(綠)＋環保杯帶（黑） 

BEST 4 三角零錢包（淺棕）+手機印花擦拭布 

BEST 8 輕巧攜帶（耳機）收納包＋L 型資料夾 

BEST 16 輕巧攜帶（耳機）收納包 

BEST 32 DARTSLIVE 鐳射吊飾 

參加獎 DARTSLIVE 便條紙 

※以上贊助品 DARTSLIVE TAIWAN 有修改的權利 

 8 人賽頒發至 RUNNER-UP，16 人賽頒發至 BEST4，32 人賽頒發至

BEST8，64 人賽頒發至 BEST16 

◼︎贊助來福幣 

參賽人數 CHAMPION RUNNER-UP BEST 4 

64 人 800 400 200 

32 人 600 200 X 

16 人 400 X X 

※以上贊助品 DARTSLIVE TAIWAN 有修改的權利 

 如實際賽事人數少於申請人數，店家需寄回多餘的贊助品；如不寄

回，將取消往後類似活動贊助的機會。 

◼︎宣傳 

 核可後，店家發布的比賽資訊，DARTSLIVE TAIWAN 皆會分享於官方臉

書上，以協助宣傳。 

 DARTSLIVE TAIWAN 將收集全台店家比賽，統整並公布於官網上，並提

供各店家報名網址和報名後台，以利選手報名和店家賽後繳回資料使

用。 

◼︎DARTSLIVE OFFICIAL PLAYER＿普波騰列特別活動 

 參與贊助店家賽之店家可申請普波騰列特別活動（6 間店舖為上限），

DARTSLIVE 將贊助普波騰列每次出場費用，但除出場費用以外皆由店

家支付（例：住宿/車費/餐費等），活動內容由店鋪自行與普波騰列洽

談聯繫。 

 普波騰列可以提供玩家現場指導活動及贈送普波騰列 DARTSLIVE 

CARD。 

 

 



十、店家申請程序 

確實填妥線上申請表單 

（需登入 Google 帳號填寫） 

▼ 

等待 DARTSLIVE TAIWAN 官方審核，於 7 天內通知結果。 

如通過審查，將提供報名表連結和報名後台供店家查閱報名狀況。 

（大會將聯絡連絡表單內填寫的負責人，務必提供 gmail 帳號） 

▼ 

DARTSLIVE TAIWAN 將於開賽前一週寄出贊助品 

（將寄送至表單內填寫的地址） 

 

十一、 賽後店家需提供的資訊 

◼︎參賽選手表 

（官方會提供報名後台連結，請進去編輯賽後需填寫的資料）  

 核對「參賽選手姓名和 DARTSLIVE 官方會員編號(4XXXX)」 

 輸入「選手賽前/賽後等級」 

◼︎比賽團體照 

→請務必在「開賽前」和「頒獎時」拍照發布貼文至店家粉專上，以利官

方協助宣傳。 

※如有開比賽直播，官方也會協助轉發宣傳。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資格取消 

 如店家未如期繳回資料，DARTSLIVE TAIWAN 將取消店家申請店家賽贊

助之資格。 

 如繳回資料不全或不實，DARTSLIVE TAIWAN 將取消店家下次申請店家

賽贊助之資格，店家須繳回獎金及獎品，DARTSLIVE TAIWAN 並保留法

律追訴權。 

 DARTSLIVE TAIWAN 有權決定或取消給予店鋪賽資格。 

 如有任何爭議，DARTSLIVE TAIWAN 擁有最終解釋權及裁決權。 

 

https://forms.gle/S8yX9PZV6rsfSUP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