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0 年 第 一 屆 大 專 夏 季 棒 球 聯 盟  

競 賽 規 程  

一、主旨： 

(一)活絡校園運動風氣，增加各大專院校棒球隊暑期交流。 

(二)協助台灣學生棒球技術升級，提升台灣棒球水平。 

(三)刺激台灣學生棒球發展，帶動棒球人才質量成長。 

(四)成功移植美國大聯盟訓練模式及經營理念於亞洲地區，以普遍亞洲棒球發展。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創新棒球協會 

三、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09 年 08 月 11日至 109 年 08 月 31日止 

(二)地點：台南遠東科技大學、台南善化 LM棒球場、高雄國慶棒球場  

四、資格： 

(一)球隊：大專公開一級、大專公開二級棒球隊 

(二)教練：取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 級(含)以上教練證照者或本協會認定具備職
業棒球經驗之教練。 

(三)球員：報名本賽事之球員，需具有教育部本學年度學生資格者(該年畢業生也
可報名比賽)。 

五、比賽方式：循環賽積分制 

(一)例行賽：各隊比賽 12場。 

(二)總冠軍賽：由例行賽第 1 名與第 2名採取 3戰 2勝賽制決定。 

六、名次順位之排定： 

(一)例行賽： 

1.例行賽後，以各隊的積分高低排定名次(勝隊 3 分，和局 1 分，敗隊 0 分)。 

2.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依下列順序處理： 

(1)勝率高者為先，勝場除以(場次扣除和局)。 

(2)以例行賽中之相互關係戰績較優者。 

(3)總得分率較高者 

(4)總失分率較低者 

(5)擲銅板決定。 

3.夏季學生聯盟採取不保留、不補賽的賽制。 

(1)例行賽，若比賽至第 7局結束仍無法分出勝負時，以和局結束。 

(2)比賽至四局(含)之後，若未完成則取消該局，成績以前一局判定，個人
記錄予以保留計算。 



(二)總冠軍賽：每場比賽賽至勝負為止，第 8局起採取突破僵局制。  

(三)突破僵局制成績計算方式： 

1.壘上 2 位跑者不算(個人)得失分，不算(球隊)失分率。 

2.球隊比賽分數只記錄至第 7 局結束止，但計算勝負。 

3.其他個人紀錄，計算至比賽結束。 

七、報名： 

(一)日期： 

1.自即日起至 109年 6月 30日中午 12時止(報名則需登入所有球員名單)。 

(二)報名費用： 

1.方案一：活動報名費 新台幣$2,500(不含食宿及交通） 

2.方案二：活動報名費 新台幣$17,000(含比賽費用、住宿*、早午兩餐及比

賽場地間交通） 
*住宿地點：遠東科大宿舍(床墊套組費用另計，可自行攜帶床墊、枕頭及棉被) 

(三)名額： 

1.職員： 

(1)領隊、副領隊、總教練、教練、管理、防護員等共計 7名。 

(2)允許兩名球員同時兼任教練(需具備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 級(含)以上教
練證照)。 

2.夏季學生棒球聯盟球員管理辦法 

(1)每隊得以登錄最多 25 人。 

(2)每場比賽前各隊提出 25 人出賽名單(填寫在攻守名單上，未填寫則無法
上場)。 

(3)球員異動： 

A.不得轉隊：已登入球員，不得登入其他球隊比賽。 

B.(FA) ：未曾登入在大專夏季棒球聯盟球員稱之為 (FA)，當天比賽前
2小時登入，即可上場。 

C.背號確認後不得更換。 

八、教練會議： 

(一)時間：109 年 8 月 11日(二)下午三時整。 

(二)地點： 遠東科大 視聽室 

(三)會議內容： 

1. 說明本競賽規程與相關附則。 

2. 審查球員資格。 

   3. 抽籤 

九、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最新年度之規則。 

(二) 投手用球限制：投手必須遵守下列規定：【一曆日係指凌晨零時一分至午夜

零時】 



(1)一日比賽中投手不得投球超過 95球，但面對同一打席時， 則可投至完

成結果或該半局結束，同時必須強制脫離投手職務。 

(2)一日中投球數為 66球（含）以上者，必須休息 2曆日。 

(3)一日中投球數為 40-65球者，必須休息 1曆日。 

(4)一日中投球數為 40球內（含）不受隔天休息限制。 

(5)同一名投手不可連續三日上場投球。 

(三) 所有報名球員，皆須登錄且上場。野手需上場至少一打席。 

十、比賽用球：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認證用球。 

十一、比賽球棒：一體成型純木質球棒。 

十二、比賽球衣：投手手上、手腕、手臂不可佩戴任何可能使及球員分心之物，例如 

                吸汗腕帶。 

十三、獎勵： 

(一)團體獎：冠、亞 2名，各頒獎盃乙座。 

(二)個人獎：各頒發獎座乙座。 

1.最佳投手 2.最佳打者 3.最佳內野手 4.最佳外野手 5.大會最有價
值球員。 

十四、罰則：違反比賽規定將處以罰款及停權。違規者自通知日起 1個月內必須繳交

罰款，有關罰款的申訴，請依本競賽規則第 17條申訴內容處理。當

球隊、球員在比賽期間被該場技術委員通知有關罰款時, 違規者在未

繳交罰款前將無法再參加下一個本會舉辦的賽事，同時將再處以額外

的罰款。 

違 規 行 為 罰 款 停 權 

球隊未能遵守有關球衣顏色或相關規定 ＄4000  

球隊未能遵守運動場館使用和維護的規定 ＄5000  
未能依規定時間提交攻守名單 ＄5000  
使用不合格球棒 ＄5000  

暴力丟擲裝備 ＄5000  
球隊職員、教練、球員被判驅逐出場 ＄8000 1場 

被判驅逐出場卻未離開球場 ＄10000 0至3場比賽 

拖延爭議 ＄10000  
意圖衝撞裁判、球員，必須被用力阻隔者 ＄10000 0至3場比賽 

休息區球員衝入場內的行為（非肢體暴力） ＄10000 0至3場比賽 

導致休息區球員全部衝入球場的行為 ＄10000 0至3場比賽 

從休息區丟擲裝備或物品至場上 ＄10000 0至6場比賽 

故意向擊球員投擲觸身球 ＄10000 1至4場比賽 

打者惡意衝向投手丘 ＄10000 1至4場比賽 

向裁判方向丟擲裝備 ＄10000 1至6場比賽 



對裁判比出不尊敬手勢 ＄10000 1至6場比賽 

針對裁判的不適當批評(例如以不雅言語辱罵或揶揄嘲諷裁

判)（以該場次執法裁判認定） 
＄10000 

1至6場比賽 

故意向打擊者頭部投球 ＄15000 3至6場比賽 

肢體碰撞裁判 ＄15000 3至8場比賽 

打架 ＄15000 3至8場比賽 

使用變造球棒 ＄15000 7至8場比賽 

以肢體行為冒犯球迷 ＄15000 5至10場比賽 

以肢體行為冒犯大會相關人員 ＄15000 0至6場比賽 

引發棄權比賽 ＄15000 取消比賽成績並議處 
◎ 收到詳細說明所違反或誤用的規則申訴書及保證金後，該場技術委員應於 30 分鐘內必須

回覆相關申訴，並在 1 小時內決議比賽的結果。 
◎ 該場技術委員有權依裁量做出附加決議。 
◎ 如果任何參賽者行為比上述更嚴重的狀況時，該場技術委員可加重懲罰或適當的停權處

分。任何申訴都將提交本賽事技術委員會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及該場技術委員等 3 人)
做決議。 
 

十五、附則： 

(一)各隊應於開賽前 1 小時(配合電視轉播時為 90 分鐘)向大會提交攻守名單(1
式 4份)，此份名單為正式攻守名單，在開打前因任何原因而變動先發球員時
(不得變動打擊棒次)，於本場次比賽視同已替換下場之球員。違規球員、教
練經查屬實者，除沒收該場比賽資格外，並提報本會技術委員會議處。 

(二)列入攻守名單內之球員始得下場比賽(替換)；並請總教練或教練確認名單、
背號(含教練)無誤後簽名以示負責。 

(三)賽前 40分鐘開始守備練習，主隊(先守)先，客隊(先攻)後，每隊各 10 分鐘，
(大會視場地情況得安排賽前打擊練習)。 

(四)比賽開始前 5分鐘，裁判及雙方總教練須於本壘區交換打擊順序表。 

(五)比賽進行中，選手席前不得有選手進行傳接球與揮棒練習(投手如需傳球練習
必須超過選手席往外野方向，並且須要有一位保護選手)。比賽中場內之投手
練習區(牛棚)只允許 1名教練、1名保護員、2 組投捕手(至多 4名)，以及 1
名次擊球員在次擊球區作預備；另選手席旁外野側允許 2 名選手作揮棒練習。 

(六)如遇風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則賽程取消，但賽滿四局即裁定比賽。上
述決定經主審裁判決議後執行，各隊不得提出異議。 

(七)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比賽中斷時，裁判在判定是否宣告截止比賽前，必須
等待 2次 30分鐘。 

(八)擊球員拒絕進入擊球區，主審可以直接(不需令投手投球)宣告好球一顆；欲
四壞球保送可直接告知主審，且不計投球數；壘上無跑者時投手持球 15秒內
須投球，若 15 秒內未投出則計壞球一顆。 

(註：以下情形則不計壞球 1.安打 2.失誤上壘 3.保送 4.觸身死球 5.不死三振
上壘。) 

(九)野手(含捕手)集會每局限 1次，時間以 45秒分鐘為限(超過 45秒計教練暫停



一次)，第 2次(含)計教練技術暫停 1 次，每場限 3 次野手集會，第 4 次(含)
則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 1 次，延長賽時則每 3 局得增加 1 次。攻擊時一局
允許暫停 1 次，時間以 1 分鐘為限，每局第 2 次(含)計教練技術暫停 1 次，
延長賽時則每 3 局得增加 1次。 

(十)當擊球員擊出全壘打或是得分後，隊職員一律不可離開休息區碰觸擊球員(除 

    壘指導教練與下一位擊球員之外)，未遵守此規定，第一次球隊將被警告，再 

    犯者則球隊總教練將被驅逐出場。 

    (十一)採 7 局制比賽。 
    (十二)壘上有跑壘員盜壘時，擊球員企圖掩護盜壘，則宣告擊球員妨礙。 

(十三)跑壘員有意圖地以危險且粗暴的身體動作去衝撞、或是觸碰野手，跑壘員
除當場會被判出局且不得再上場進行比賽(即被判退場)，並將處以於次 2
場比賽中禁賽(即使是另一項盃賽)，且視為比賽停止球，其他的跑壘員必
須回到投球當時所佔有的壘包。滑壘不得刻意滑向守備員，以身體重心(胸
或臀)觸碰壘包為原則。 

(十四)球場內嚴禁教練及球員飲酒(含酒精之飲料)、吸菸、嚼菸草、嚼檳榔及啃
食瓜子，違者警告 1 次，第 2 次將驅逐出場。 

(十五)球隊於比賽期間，如有嚴重違背運動精神行為者，將提報本會技術委員會
議處。 

(十六)若總教練、教練或球員被驅逐出場或遭到禁賽，則必須立即離場，不得留
在場內或坐於看台上，亦不得於下一場比賽出賽，同時不得在場觀看被禁
賽之場次。 

(十七)練習時選手應避開草皮區，賽後 10 分鐘內必須離開選手席。 

(十八)加速比賽特別規定： 

1.攻守交換時間限於 90 秒內(含)完成，攻方第三出局數時計算，若遇捕
手著裝則可再延長 20秒(含)。 

2.更換投手時限 100 秒內(含)完成，視教練暫停時計算。 

3.教練技術暫停後更換投手，限於 120 秒內(含)完成，視教練暫停時計算。 

4.前述之時間限制均含投手練投及野手傳接，此時投手須就投手板，逾時
將取消投手練投並警告，經 2 次警告後第 3次將驅逐總教練出場。 

5.投手就投手板時擊球員須就擊球區，違者經 2次警告後，第 3次將驅逐
總教練出場。 

【註】(1)因球員替換或其他因素而產生的逾時，則不受前述之時間限制。 

                (2)若為轉播場次則以轉播單位為主。 

(十九)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大會執行長、技術
委員長為最終判決。 

十六、申訴 

(一)比賽前、中、後：有關隊職員資格問題。 

(二)比賽中：認為裁判之判決違反規則、規則詮釋錯誤、不合格投手、隊職
員、不合規格用具之使用及其他･･･等。 

(三)申訴：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若申訴成立時，則比賽以當時狀況發
生之情況繼續比賽) 

(四)以上之程序應由領隊或總教練向該場技術委員提出申訴。申訴應在該場比  



    賽裁判離開球場前提出，並於結束後 30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總教練簽章   

    ，連同保證金新台幣 1萬元整，向該場技術委員提出，未依規定時間、方    

    式、程序提出時，不予受理。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其保證金沒收，作為本  

    會推展棒球之用，反之則退還。 

(五)申訴以本賽事技術委員小組最後之裁決為終結。 

十七、保險： 

(一)主辦單位已辦理比賽期間，球隊隊職員競賽場上之新台幣 100萬元旅遊平   

    安險，若有其他需求請自行加保。 

(二)大會協助受傷選手就醫及辦理傷後相關理賠作業，但無法提供損害補償或 

    慰問金。 

十八、天候免責：。 

  (一)主辦單位將盡最大努力安排每場賽事，但若活動當天遇突發情況（例：天 

      候不佳、打雷、大雨、場地積水等安全虞慮）迫使比賽無法順利進行，比 

      賽將取消不於以補賽，且不適用退費辦法，如有任何爭議由大會保留最終  

      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