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赛日期	   :	  2015年 4月 29日起	  
比赛时间	   :	  循环小组赛日期逢星期三	  晚上 19：30,国定假日除外。淘汰赛日期:	  
待定	  
参加资格	   :	  
每队员注册费人民币	   150元整(队伍内有1人参赛过 SUPER	  LEAGUE的队伍注册

费为人民币 100元)	  (每队最少	   2名队员,最多	   3	  名队员注册)	  
参赛者需持有有效 	   DARTSLIVE	   CARD	   *	   (无 	   RATING	   限制),参赛过 SUPER	  
LEAGUE的选手必须持 SUPER	  LEAGUE的 DARTSLIVE	  CARD。比赛期间须一直为

高级会员。	  
*	  有效	   DARTSLIVE	  CARD	  -‐	  必须有最少十五次	   01	  及	   STANDARD	  CRICKET	  游
戏的对战记录	  
SUPER	  2赛制:	  
-‐双循环小组赛+淘汰赛	  
-‐赛事不设让分制但整队皆为女子队员时采取（DARTSLIVE2	  Handicap）	  
-‐赛事不设每局 Rating上限	  
-‐	   *每队最高	   Rating的两名队员,Rating总和不得超过 22(小数点后数字不计算在

内)	   	  
比赛奖项	   :	  
冠军：	  奖金 1000元（奖杯 1座，奖牌 3面）	  
亚军：	  奖金 600元	  （奖杯 1座，奖牌 3面）	  
季军：	  奖金 300元	  （奖杯 1座，奖牌 3面）	  

比赛项目 
比賽项目     备注 队员 
第一节 	   	   	   	  
第一局 单人 501 OI/OO A 

第二局 单人 STANDARD 
CRICKET 

/ B 

第三局 双人 701 OI/MO A+B 
第四局 双人 TEAM CRICKET / A+B 
第二节         
第五局 单人 HALF-IT / A 
第六局 单人 SHOOT OUT / B 
第七局 双人 FREEZE 701 OI/MO A+B 
第八局 双人 TEAM CRICKET / A+B 
第三局         
第九局 双人 SHOOT OUT / A+B 
第十局 单人 301 OI/OO(双牛） A 
第十一局 双人 HALF-IT / A+B 
第十二局 单人 701 OI/MO A+B 

第四节 

    第十三局 双人 FREEZE 501 DI/DO（双牛） A+B 

 



比赛守则 : 
1.SUPER 2 队伍于设置店内比赛时,主客每队最低消费为人民币 150 元(消费包括 
饮品或食品但不包括香烟)。 
2.开赛前双方队伍必须购买 3 瓶啤酒, 每位队员必须买最少一杯饮料。 
3.本比赛设有“技术裁判小组” 。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为比赛中的技术 
问题作裁决。此小组拥有一切比赛最终决定权,所有参赛者不得异议。  
4.主客制,十三局赛事,每赢一局得一分,每次赛事必须完成全部十三局赛事。  
5.SUPER 2 所有成绩必须计算所有对赛赛事,而整日赛事不设弃权。 
6.比赛以总分决定名次:如有相同, 则以胜负场数再定名次;如胜负场数也相同, 
则打一场附加赛。 
7.如参赛队伍于 SUPER 2 赛事首循环进行中退出赛事, 其队伍比赛之所有成绩

将一律视为无效。 
如参赛队伍于 SUPER 2 赛事次循环进行中退出赛事, 其队伍比赛之次循环所有

成绩将一律视为无效, 而首循环之所有成绩会继续生效。 
8.所有赛事不得迟于晚上 8 时开始。  
9.每局赛事之参赛选手必须于该局开始前到场,否则该局视作弃权论。 
10.每次 SUPER 2 赛事开赛前双方队长需列出 第一节的比赛名单; 
第一节比赛完成后,双方队长需列出第二节的比赛名单; 第二节比赛完成后,双方

队长需列出第三节的比赛名单；第三节比赛完成后,双方队长需列出第四节的比

赛名单，双方公布名单后不能作任何更改。 
11.比赛途中,如有参赛者不能按照名单出赛,该局将会判作弃权。  
12.比赛当天换人只限一次，更换下的队员当日不能再次比赛。 
13. 参赛者必须持有有效 DARTSLIVE CARD,有效 DARTSLIVE CARD 为有 
Rating 及  3 个月之内最少须有十五次任何  01 及十五次  STANDARD 
CRICKET 
游戏的对战记录成绩。  
14. 所有参赛者的 RATING 必须记录下来给 “技术裁判小组” 作参考之用。  
15. 所有投诉经”技术裁判小组” 聆讯后,所有委员将以一人一票进行裁决。 
假若裁决有关投诉为技术犯规,参赛者将有被可能判罚停赛,严重者更可能终身禁

止参与本公司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16. 比赛成绩会以 DARTSLIVE 2 飞镖机显示为准。  
17. 比赛选手需各自负责检查屏幕上显示是否正确的参赛者,若未显示下投出的

飞镖将视为无效,不能加上分数及再投。  
18. 若发现飞镖机不正常运作或记分有差异时,应马上停止比赛,不可移动任何飞

镖,由双方队长决定是否可更正分数或需要重新比赛。若投出的飞镖插在靶上而

没有显示分数,可以通知双方队长以人手处理调整正确分数。  
19. 如因为出现机械故障或停电等而导致比赛中止,比赛需要再开始时,需得到双

方选手的同意下将赛事复原。  
20. 如因为出现机械故障,停电,网路问题等而导致比赛中止,主办单位有权即时更

改比赛项目,日期,所有参加者不得异议。  
21. 为免因为出现机械故障,停电,网路问题等而导致比赛中止,各队伍应用计分纸

记录比赛过程。 
例如 : 胜负,Hat Trick , 白马,平均分  
22. 决胜镖出现后,该局马上结束。决胜镖已经插在靶上而飞镖机没有记下分数,



也判作胜出 , 由双方队长以人手调整分数。  
23. 比赛选手应站在投镖线上,但不能超越投镖线前端蓝色部分;非比赛选手应站

在投镖区外的后方。  
24. 各选手在每局比赛前均有六镖练习机会,然后即可开始比赛。  
25. 每局比赛开赛前双方各自支付比赛费用。  
26. 比赛开始前,双方选手需插入有效之 DARTSLIVE CARD。  
27. 双方确认比赛机已选择正确的比赛项目。  
28. 701 游戏的红黑心均为 50 分 (单牛) , 301 及 FREEZE 501 游戏时红黑心为 
25 / 50 分 (双牛), STANDARD CRICKE 游戏时红黑心为 25 / 50 分 (双牛) 。 
29. 每局第一盘均由电脑抽签决定由哪一方先行“先投争先”,最近正黑心者先行

开始该盘比赛。之后每一局由上一局负方先行开始。第十三局如果前面十二局比

分相同，由电脑抽签决定由哪一方先行“先投争先”，最近正黑心者先行开始该

盘比赛，否则负方先行。 
31. 每局赛事中假如出现同分局面,将会争红心分胜负,主队先争。 
32. 每队 SUPER 2 队伍名称及主场地点于同一季不得更换,否则该队之参赛资格

将会被取消 (酒吧结业除外)。 
33. 参赛选手不得同时参与另一队 SUPER 2 飞镖队伍 , 如有发现该名选手将会

被罚终身停赛,不得参与 DARTSLIVE CHINA 所举办的所有比赛。 
34. SUPER 2 不设转会,不可减队员,但可增添队员。如要加队员,必须要在比赛日

前二个工作天进行。 
35. 每队 SUPER 2 队伍人数上限为 3 人 , 到达人数上限的队伍就不能再增加人

数。 
36. 参赛选手之 DARTSLIVE CARD 如有更改或违失必须要在比赛前二个工作

天通知主办单位(比赛当日晚上 6:30 前可转移会员卡资料)。 
37. 参赛选手如忘记 DARTSLIVE CARD 号码或登入密码而导致不能转移会员

卡资料:在首循环其间- 该选手在首循环就不可以出赛直至首循环结束；在次循

环其间 - 该选手就不可以出赛直至该季 SUPER 2 结束。 
38. 如因天气(如暴雨或台风) , 网路问题而导致比赛中止,主办单位有权即时作

出重赛日期或场地变动, 所有参赛者不得异议。如因天气问题请联络主办单位查

询或留意 (www.dartslive.com/cn) 公布. 
39. 飞镖队伍如果未能于比赛日出席比赛,需于不少于两个工作日通知主办单位

及对方队长,并安排进行补赛,否则当作”临时缺席”。 
 
40. 每队 SUPER 2 队伍每循环只能要求作一次改期,否则该队将可能被取消参赛

及得奖资格。 
41.每队 SUPER 2 队伍不得同时要求超过一场改期或不能同时有超过两场的改期

(包括被要求的改期)。 
42. 补赛可在双方队长同意下于原订比赛日后一星期内进行,但不可把比赛改期

至 SUPER 2 最后一个比赛日期之后。 
43. 最后一个比赛日/场次不可作任何更改,否则该队将会被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 
44. 补赛双方仍未能就重新安排补赛日期,则由 SUPER 2 主办方决定有关比赛日

期,所有参赛者不得异议。 
45. 由 SUPER 2 主办方决定有关比赛日期。如双方不能出席,双方会被视作弃权.
该场比赛视作 0 分 



46.补赛时,主队队长, 必须在计分表上写明原订的比赛日期。 
47.任何一队临时缺席,该队将无法获得积分,到场一方则获得 13 分积分，如果双

方都缺席，双方积分皆为零分。 
48. SUPER 2 是为所有飞镖爱好者而设立的,敬请各参赛者自律及对自己行为负

责,尊重体育精神。 
49. 比赛选手不应将 DARTSLIVE CARD 收起只作比赛日专用,应当平常练习

时也使用同一 DARTSLIVE CARD,以便能在公平情况下统计个人平均 Rating 
作比赛日之用。 
50. 所有参赛队员之 DARTSLIVE CARD 内的显示名字及 AWARDS 字句均

不得含有色情,侮辱,歧视,猥亵,淫秽等的同音或同义词字句,否则将会立即取消比

赛资格及禁止参与本公司举办之所有飞镖赛事。 
51. 参赛者在比赛期间必须保持君子行为,在对方投镖时,不可以以说话或动作搔

扰对方,否则被处以警告。 警告无效者将会取消该参赛者比赛资格,参赛者不得异

议。 
52. 除主办单位同意外,否则未能依照主办单位所订下之时间地点出席颁奖礼者,
其得奖资格将会被取消。  
53. 所有飞镖队成员,不得穿著有其它非赞助商商标的衣物进行比赛及出席颁奖

礼,否则将会被取消参赛及得奖资格。  
54. 如飞镖机发生技术问题,请于办公时间内致电 – Paris Chen (Tel 135 8556 
0422 )或 ﹣ Barry lam (Tel 138 1813 1626),我们会立即安排维修。  
55. 如设置店有任何不当行为,请于办公时间内致电 – Barry Lam (Tel 138 1813 
1626),我们会对事件作出调查。  
56. 如有任何争议,本公司有最终解释权及裁决权。 
所有出席者均知悉及同意 , 在比赛期间大会将会进行摄录 ,并享有所有相片及

录影的版权。所有出席者均知悉及同意 ,主办单位有最终修正赛制权利 , 参赛者

不得异议,比赛开始后不会退回已付费用。 主办单位保留一切最终决定权。 

比赛日期根据报名分组后由 DARTSLIVE LEAGUE system自动确

定日期 

 比赛日期如有更改将会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