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永華籃球聯盟競賽規程
一、主辦單位：臺南市永華國民運動中心
二、比賽日期： 107 年 11 月 18 日~108 年 1 月 27 日（每週日進行比賽）13:30~17:30。
三、比賽地點：臺南市永華國民運動中心北棟二樓綜合球場
＊空調開放，現場有盥洗室及飲水機。＊比賽場地：綜合球場中央大場
四、參加資格：熱愛籃球運動的民眾皆可報名參加。
※國家各級籃球代表隊現役或退役未滿三年者、SBL 現役及退役未滿二年者謝絕參加。
※UBA 甲一級、HBL 甲組之現役球員限制報名 2 名。
五、比賽組別&賽制：
社會男子組，共八隊，額滿為止。目前只開放男子組報名，但不禁止女性球友參賽。
六、比賽規則:採用 FIBA 最新國際籃球規則。
七、報名辦法：1.https://www.yhsports.com.tw/ 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現場不提供紙本)
2. https://www.facebook.com/YHsportscenter/臉書粉絲團下載報名表
（一）報名方式：
1.現場報名:請親至本中心 3F 球場櫃台，並繳交報名表及訂金 5000 元整或全額繳清。
2.網路報名:將報名表完整填寫後，寄至指定信箱。(請至本中心 3F 球場櫃台或匯款方
式繳交報名費，匯款或轉帳後請將匯款收據傳真至 3 樓球場部並來電告知匯款人姓
名或帳號後五碼核對確認後即算完成報名程序。
(發票欲開統一編號者請務必來電或傳真告知公司抬頭&統一編號)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11 月 10 日晚間 21:00 止
註一：繳交訂金才完成報名，報名後退報訂金不予退還。
註二：報名餘額須於開賽第一週繳交完畢。
（三）地址：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30 號
信箱：julia8410202000@gmail.com
電話：（06）2986-111 分機 331
傳真：（06）2959-799
（四）匯款方式：
銀行代號：013
銀行帳號：051-03-507088-9
戶名：喬鑫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後來電告知匯款人姓名或帳號後五碼，以方便核對。
（五）報名人數：每隊可報名隊員（含隊長）以十五人為限，報名後不得更改隊員名單與
球衣背號。(參賽隊伍須穿著無袖相同球衣，否則禁止出賽)
（六）報名費：每隊繳交新台幣 22,000 元整。
註一：報名完成隊伍即贈送 20 張貴賓卷（市值 2000 元）
(可使用游泳池或體適能中心,需於期限內使用完畢)
註二:即日起～11/04（21:00 前），報名費全額繳清即享 8 折優惠。
11/05-11/10（21:00 前），報名費全額繳清即享 85 折優惠。
八、競賽辦法：
（一）競賽規則：請上中心官網或粉絲專頁查詢。
（二）比賽用球：7 號皮球。
（三）比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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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行賽採單循環賽制，打七場，勝隊積分 3 分，負隊 1 分，依積分判定各隊名次，如遇
積分相同時，以對戰成績判定。
季後賽採交叉決賽，採 1-8、2-7、3-6、4-5。(最終打出 1~8 名,每隊 一季共 10 場比賽
賽程將於中心粉絲專頁公告。)
(2)比賽為單節 10 分鐘共四節。季賽、季後賽、冠軍戰於正規時間結束平手時，得延長一
次 3 分鐘。第二次平手時，由主場隊伍選擇先罰或是後罰，兩隊首輪各派出 5 人 PK 罰球，
若首輪無法分出勝負，第二輪則 以每隊每次 1 人罰球決定勝負、每人可不依順序輪流一次
後再次重複順序罰球。延長賽，每隊各只給 1 次暫停機會。
（3）比賽中的停錶時機為①兩隊喊暫停時、②第一、二、三節最後 24 秒死球時(對方進球
後不停)、③第四節最後 2 分鐘全停錶、④場上因受傷、場地須整理由裁判要求停錶。除了
上述時機其餘都不停錶。每場每隊上半場有 2 次暫停、下半場有 3 次暫停，暫停時間 30
秒停錶，中場休息時間 30 秒。
(四)申訴方式:
各隊如有申訴事件，隊長應在比賽結束後，裁判在記錄表上簽名前，於記錄表「球隊抗議
欄」內簽字，並在該場比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詳細記載申訴之原委及經過，由領隊
或教練簽章，連同保證金新台幣 3000 元送交聯盟現場工作人員；聯盟接受申訴後，將立即
召開賽務委員會議，以其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若判定其申訴成立者保證金發還，若判
定其申訴不成立者保證金沒收充當聯賽基金。
※賽務委員會議成員：聯盟裁判長、現場工作人員、賽務長、該場執法裁判等人。
(五)比賽服裝
(1)參賽球隊必須自備球衣，各隊須穿著整齊一致的球衣，球衣前後必須有號碼，球衣顏色
不同且造成辨識困難、無號碼及號碼與報名表不同者不得出場比賽。禁止其他顏色混搭及
黏貼號碼上場比賽。球褲樣式不在規定範圍內。
(2)如穿著同色系但不同款式球衣出賽，需徵求對方隊伍同意與否。若同意其上場，以技術
犯規 1 次登錄於該名違規球員，並執行罰球 1 次 1 球，若有多名違例，則可連續處以罰球。
若對方不同意則不能上場比賽。
(3)開賽前一週需確定並固定參賽人員的號碼，確定後將不得更換號碼及人員。季賽進行至
一半賽程前(107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1 日)，可更換兩名球員，但新進球員號碼不得與
原該隊球員及被替換球員號碼相同，以免造成誤會。
(4)球員穿著不同號碼球衣出賽或由其他無報名人士冒名頂替，大會於賽後檢視影片並確認
後，將執行該場比賽沒收，並判定違規隊伍以 20:0 輸球。
以上規則用以維持比賽公平、防止槍手冒名頂替、確保場上個人紀錄得以記錄正確，並能
正確紀錄犯規球員。
九、領隊會議：訂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一)晚上 19:30，於本中心一樓星巴克永華門市舉行，
賽程排定不得更動，請務必出席。
十、獎勵：
（一）冠軍：獎盃乙座、錦旗乙面（懸掛於本中心籃球場）。
（二）亞軍：獎盃乙座。
（三）季軍：獎盃乙座。
（四）個人獎：季賽取得分王、三分球進球王、助攻王各一名（若同一人，則取得分次高者）
，
頒發個人獎盃乙座及贈品乙份
十一、大會保有相關辦法之執行權、最終裁決權，並保留相關條例的更動修改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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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華籃球聯盟注意事項
一、為了體諒隊伍中球員因受傷、工作調職或其他因素，球隊可於球季中，提出更換球隊隊員
名單 2 名，更換時間在 107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21 日，如果在期限內未收到隊伍新名單，
視同放棄，但新進球員號碼不得與原該隊球員及被替換球員號碼相同，以免造成誤會。
(也請各位球友注意，更改名單無法在比賽當日異動，請各位球友務必在期限內提供新名
單。)
二、賽前 13:00~13:30 將免費開放球隊練習，上場練習以當日首場比賽隊伍為限。
(若遇賽程更動請隨時注意中心粉絲專頁賽程異動公告)
三、如球季中球隊出現無故棄賽情形，下一屆不予優先續報。
四、球隊(員)參賽須知：
（一）聯盟將於開賽前一週公佈賽程表，賽程排定後即無法更動，敬請參賽球隊預留時間，
配合賽程出賽。
（二）參加比賽隊伍，在比賽前 1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向紀錄台領取球員登錄單，並於
開賽前 2 分鐘送回至紀錄台。
（三）13 時 30 分場次最晚開賽時間為 13 時 40 分；以此類推。比賽時間到若球隊只到四
人時可進行比賽，延遲開賽除非重大因素，否則將記板凳區一次技術犯規，若於開
賽時間到後 2 分鐘未達最少開賽人數 4 人，將取消隊伍本場比賽資格，並以 20:0
判決該隊該場輸球，本條乃聯盟單行法。
（四）參賽球隊需備有深、淺色(白色)球衣各乙套，避免與對手之球衣顏色重複。
（五）賽程表中隊名在前者“主隊”著淺色(或白色)球衣，坐面對記錄台右側球隊席。隊
名在後者“客隊”著深色球衣，坐面對記錄台左側球隊席。若球衣顏色無法依規定
穿著時，請事先告知並由聯盟協助調整。
（六）比賽當日請務必攜帶相關身份證件，以利核對身分。
（七）參賽球隊請依大會賽程出賽。如遇中心活動及政府機關需使用場地，及天候因素（如
颱風天宣佈放假等），聯盟保有調整或延後賽程之權利。
（八）名單中之球員須至少於季賽出賽乙次，才能在季後賽/季軍戰/冠軍戰出賽，否則視
為 不合格球員，不得於上述時間出賽。
（九）球衣號碼禁止用黏貼等臨時方式，號碼與登錄名單不符、冒名頂替球員不得上場，
事後由錄影發現，則將該場比賽沒收成績，判給對手 20 : 0 勝利。如兩隊同時有
相同違規情事，則將該場次比賽及成績沒收，兩隊各計敗場一場。
五、●禁賽與警告說明
（一）凡比賽中發生鬥毆事件，以及球隊成員對裁判、記錄台人員、聯盟現場大會人員，
舉凡恐嚇、言語怒罵、威脅…等不當行為，聯盟有權依情節嚴重性，決議該隊（員）
禁賽 1 至多場之處分，並報警處理。情節嚴重者取消該隊（員）往後出賽資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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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退費。凡打群架者，即當場取消球隊往後所有賽程。當日該場同一球員累積達 2
次技術犯規，當日剩餘賽程不得出賽、不得退費。
（二）因上述原因造成禁賽無法出賽，不論是個人或球隊皆不得退費。
（三）凡經球隊提出申訴有非報名球員出賽，經查證屬實者，該隊該場比賽沒收並判予對
手隊獲勝。
（四）聯盟備有法律顧問，球隊（員）發生違法行為，聯盟將保留法律追訴依大會權。
（五）聯盟針對惡意犯規給予直接禁賽或警告，單季警告累積達 2 次則禁賽 1 場，得連續
處罰之。
六、大會保有相關辦法之執行權、最終裁決權，並保留相關條例的更動修改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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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永華籃球聯盟球員名單
隊伍名稱：
序

背號

聯絡人(隊長)：
姓名

身高

電話：
體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球隊經歷簡介(150 字左右)

報名方式：
請將報名表以電腦膳打後 e-mail 至 julia8410202000@gmail.com
或傳真至(06)2959-799 球場部收
繳費相關問題查詢電話：(06)2986-111 分機 331

網址: https://www.yhsport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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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

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