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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與目的

本 文 件 作 為  "賽 事 活 動 規 範 "， 確 立 了 VALORANT Challengers Hong Kong /
Taiwan – Stage 02 的規則。這些 "賽事活動規範 "適用於以下人員並對其具有約束
力。 

(1)註冊參加 VALORANT Challengers Hong Kong / Taiwan – Stage 02 賽事的個
人（自然人）、實體和/或團體（"業主"）（"隊伍"），以及(2)每個隊伍的選手、經理、
教練、擁有者和其他代表。

隊伍的選手、經理、教練、擁有者和其他代表被稱為 "隊伍成員"。

這些 "賽事活動規範 "是對 VALORANT 職業電競全球電競政策（"全球政策"）的補充，
而不是代替。如果全球政策與本 VALORANT Challengers Hong Kong / Taiwan –
Stage 02 之間發生衝突，將以最能保護 Riot 的條款為準（由 Riot 自行決定）。除非
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則這裡使用的大寫術語以及沒有其他定義的術語應具有全球政策
中賦予它們的含義。

這些 "賽事活動規範 "形成了團隊成員與競賽經營者之間的合約，而 Riot 公司是該合
約的第三方受益人。

**在參加任何 VALORANT Champions Tour event 之前，每個團隊成員必須閱讀、
理解並同意這些 "賽事活動規範 "和全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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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賽事架構  

2.1. 名詞解釋

2.1.1. 回合

一個回合是指在 VALORANT 地圖中的一個競技方式，由以下方法之一
決定勝負，以先發生者為準。

● 輻能核心成功爆炸
● 輻能核心拆除成功
● 在輻能核心被安裝或拆除前全滅敵方
● 隊伍投降

2.1.2. 地圖

“地圖”是指一組回合的比賽，直到一個隊伍贏得 13 回合為止，如果一個
地圖超過了 13 回合的限制，那麼該地圖將繼續進行，直到一個隊伍以
至少兩回合的優勢獲勝為止。

2.1.3. 比賽

隊伍在該組地圖中取得較多的勝場，即取得該場比賽的勝利（例如，在
BO3 比賽中取得兩張地圖的勝利，即為勝方）。

2.2. 特戰英豪挑戰賽-第二階段 公開選拔賽 賽制         

第一次公開選拔賽將由 32支報名隊伍組成，以單淘汰賽的形式進行比
賽，排名前八的隊伍將進入第一階段挑戰賽。

第二、三次公開選拔賽將由 32支報名隊伍組成，以單淘汰賽的形式進
行比賽。第二次與第三次公開選拔賽的前 4 名隊伍將分別進入第二及第
三階段挑戰賽。

2.3. 特戰英豪挑戰賽-第二階段 公開選拔賽 賽事日程

第一輪公開選拔賽 比賽日為 2021 年 3月 27 日至 28 日
第二輪公開選拔賽 比賽日為 2021 年 4月 10 日至 11 日

2.4.  特戰英豪挑戰賽-第二階段 挑戰賽 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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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隊伍將以 Bo3 及 Bo5單淘汰賽的方式進行比賽。

八強與四強將為 Bo3單淘汰的方式進行比賽，而決賽將是 Bo5。

第一輪挑戰賽的前 4 名將直接進入第二輪挑戰賽。

第二輪挑戰賽的前 4 名將直接進入第三輪挑戰賽。

第三輪挑戰賽的冠軍將獲得 VALORANT Champions Finals 的邀請參
賽資格。

2.5. 特戰英豪挑戰賽-第二階段 挑戰賽 賽事日程

第一輪挑戰賽 比賽日為 2021 年 4月 2 日至 4 日

第二輪挑戰賽 比賽日為 2021 年 4月 16 日至 18 日

第三輪挑戰賽 比賽日為 2021 年 4月 23 日至 25 日

3. 隊伍成員參賽資格  

3.1. 選手年齡限制

請參閱 "Global Policy"，了解有關選手參賽資格和要求的最新消息。

                    *注意* Challengers 特戰英豪挑戰賽，最低參賽資格為 Diamond 1/
鑽石 1

                      ，與"Global policy"中的 Immortal 1/神話 1略有不同，特此通知。

4. 選手設備

4.1. 應用程式與使用

4.1.1. 語音聊天

語音聊天只能透過賽事營運商提供的耳機所使用的原生系統提供。

未經賽事官方事先明確批准，無論是在任何線下或線上活動中都不允許
使用第三方語音聊天軟件（如 Discord）。

賽事官方可能會根據賽事運營方的決定，是否監控隊伍的語音頻道。

4.1.2. 社群媒體與通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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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隊伍確認準備完成，在隊伍比賽期間，禁止在任何社群媒體或通訊
網站上查看或發布信息，包括但不限於 Facebook、Twitter、線上論壇
/留言板和電子郵件。

4.1.3. 原生程式

玩家可以在比賽期間和比賽前使用原生程式小畫家和記事本。

以下是限制條件:

玩家在原生程式中創造的任何用詞或影像都將遵循Global Policy 第
7 條規定的行為標準。
禁止在原生程式中做任何廣告或提及團隊，贊助商和品牌，包括個人
品牌和社交媒體或通訊網站帳號的廣告。
任何於 Pre-Match(第 6.5 條)創建於原生程式上之戰術或筆記必須在
比賽開始之前被刪除。
任何被賽事官方認為是選手使用原生程式導致直接或間接造成的暫停
將被不允許，並將受到懲罰。賽事官方不會對因使用原生程序而發生
的錯誤或 Bug 進行重啟或重賽（如第 8節所述）。

為明確起見，原生程式的使用包括"切換應用程式窗口以使用原生程
式”的行為。

賽事官方可能會對違反這些限制的玩家進行懲處，並可能在濫用的情況
下禁止玩家使用原生程式。

4.2. 音量限制

選手們將被要求保持音量水平"高於"官方所要求的最低設定。

如果賽事官方認定選手設定之音量過低，則賽事官方可能會要求選手將音量調
整至較高的音量，以利作業。

耳機必須在賽事進行期間正確地配戴在每一位選手的耳朵上。

隊員不允許用任何方法阻擋耳機的穿戴，也不允許在耳機和隊員耳朵之間放置
任何物品，包括帽子、圍巾或其他衣物，但某些宗教物品和/或醫療設備（如頭
巾、頭巾、頭巾和聽力設備）除外。

某一物品是否符合宗教和/或醫療豁免的條件，將由賽事官方全權認定。

5. 比賽流程

5.1. 賽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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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官方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具有自行決定並於重新安排比賽日程，或將比賽
日期改為不同的日期並修改比賽日程之權力。

如果賽事官方修改比賽日程，他們會盡快通知所有隊伍。

5.2. 裁判的角色

5.2.1. 裁判長

"裁判長"代表賽事官方負責對比賽前、比賽中和比賽後發生的每一個與
比賽有關的問題、疑問和任何情況進行判斷。

他們的監督包括，但不限於:

● 在比賽前檢查隊伍的出賽陣容。
● 檢查和監控選手的週邊設備和比賽區域（若適用）。
● 宣布比賽開始。
● 執行比賽中的暫停/恢復。
● 對比賽中違反規則的行為進行處罰和紀律處分。
● 根據 Challengers 規則和全球政策做出所有與比賽相
關的裁決，包括關於暫停和停止比賽。

● 核對比賽的結束以及結果。
5.2.2. 裁判員職責

"裁判員 "是代表賽事官方的工作人員，受裁判長的指導、審查和監督。
裁判員將會負責：

● 允許或拒絕進入比賽區域。(若適用)

● 執行 裁 判 長 和 其 他 賽 事官方指示的安全 協議和
Challengers 之規則以及 Riot 全球政策。

● 管理選手檢查表和執行 Challengers 規則和全球政策，
包括指導選手採取或不採取任何行動。

● 與選手溝通任何在遊戲內和遊戲外遇到的問題。

● 賽前驗證選手身分。

● 根據要求，解釋任何 bug漏洞

5.2.3. 最終裁決權



VCT CHALLENGERS RULES 6

所有關於規則與條例的解釋、選手資格、賽事的安排和進程以及對不當
行為的處罰的決定，完全由裁判長決定，其決定為最終決定。

不得對裁判長就本規則所做的決定提出上訴，也不得提出任何金錢損害
賠償或任何其他法律或衡平法上的補救措施的要求。

5.3. 比賽版本 

賽事版本將與現行伺服器上的版本同步。

5.3.1. 新角色

新角色將於正式伺服器上線後的兩週內禁止選取或使用。

例如：角色 A 是在 2月 5 日發布的。

故角色 A在 2月 5 日發布，所以 A 將在 2月 19 日以後，可於所有賽事
中使用。

5.3.2. 新地圖

新地圖將於正式伺服器上線後的四週內禁止選取或使用。

例如：地圖 A 是在 2月 5 日發布的。

故地圖 A在 2月 5 日發布，所以地圖 A 將在 3月 5 日以後，可於所有賽
事中使用。

5.3.3. 額外的限制規則

對於任何物品、角色、造型或技能存在已知的漏洞或衍生出平衡問題
Riot 與賽事官方可能會在比賽前或比賽期間隨時添加額外的禁制（例如
禁用某些武器）。

5.4. 賽前設定

5.4.1. 選手帳戶

選手在進行《Challengers》活動期間將使用自己的線上帳號和 Riot
IDs。為了保持一致性，選手必須在名字前使用自己的隊伍標籤。例如：
G2 Mixwell 

5.4.2. 設備的技術故障

如果選手在設定過程中的任何階段遇到任何設備問題，選手必須立即通
知裁判員或賽事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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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比賽開始的時程

選手應在規定的時間內解決設置過程中的任何問題，比賽將在預定時間
開始。遲到的處罰將由賽事官方決定。

5.4.4. 準備完成

最慢在比賽開始前 5分鐘，裁判將與每個選手確認他們已經完成所有設
定。

一旦所有 10 名選手在比賽中確認完成設定，選手將不能進入測試模擬
賽。

5.4.5. 賽事大廳的創建

除了線上預選賽之外，所有屬於 Challengers 活動的比賽都會在由賽事
營運方創建與主持的比賽大廳中進行。

賽事官方將決定大廳的創建方式。

對於線上賽事，賽事官方將通知各隊隊長用於創建與主持賽事大廳的官
方帳號名稱。

對於線下賽事，選手將在測試完成後，由裁判指導加入比賽大廳。

5.4.6. 線上賽事

對於屬於 Challengers 活動的線上對戰，選手需要完成第 6.5.2節所述
的設定，並在每場比賽前由賽事官方指定的時間確認準備狀態。

選手有責任確保所選設置的性能，包括電腦硬體和週邊設備、網路連接、
DDOS 保護和電源供應。

隊伍因設定所產生的問題，將不被官方視為遲到的原因與理由，暫停也
將不會被允許。

※如選手在比賽時需使用 VPN來改善連線品質，需在比賽前與賽事方申
請並取得核准，如未申請或未經許可擅自使用 VPN，經 Riot查證屬實，
如有懲處，賽事方不負擔任何責任。如使用 VPN造成選手斷線、遊戲崩
潰等情況，選手、隊伍需自行承擔此風險、損失。

5.4.7. 賽前義務

選手將被告知所有賽前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媒體亮相，採訪或進一步討
論任何比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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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比賽前，選手有義務配合賽事方進行身分確認的程序，並依照賽
事方要求，開啟視訊鏡頭以進行監督，以維持賽事之公正、公平。

5.4.8. 媒體義務

隊伍將被要求至少讓一名打算在當天任何一場比賽中出場的隊員接受不
少於 15分鐘的媒體採訪。

如果一名選手在"Challengers"期間至少有兩場比賽出場，那麼該選手
必須在賽事期間接受至少一次的媒體採訪。

隊伍不可以在連續 4 個比賽日讓同一名選手接受媒體採訪。

5.5. 設定與遊戲規則與限制 

5.5.1. 大廳設定

官方賽事大廳將被設置為"競技賽"模式，並開啟"Deuse 制"的模式。

5.5.2. 伺服器選擇

在特戰英豪台港澳區挑戰賽中，伺服器選擇一律以”香港”伺服器為優先，
如”香港”伺服器遭遇伺服器問題、選手無法連線等情況，將選擇”東京”伺
服器作為替代。

5.5.3. 開始選擇地圖的流程

當所有 10 名選手都到官方比賽大廳報到後，裁判或賽事官方會要求確
認兩隊已經準備好進行地圖選擇。

一旦兩隊確認準備就緒，裁判員或賽事官方將指示房長開始本節 6.6所
述的地圖選擇過程。

在任何情況下，同一張地圖不能在一場比賽中進行兩次，除非其他所有
可用的地圖都已經被使用過。

賽事運營方可以在賽事前修改地圖選擇流程，但必須在修改前以書面形
式提前通知所有參賽者和 Riot Games。

5.5.4. 地圖池

公開選拔賽和挑戰賽的地圖池將包括 :  劫境之地(Bind)、遺落境地
(Haven)、雙塔迷城(Split)、義境空島(Ascent) 和極地寒港(Icebox)。

5.5.5. BO1 的地圖選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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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狀圖中，上方的隊伍為 A 隊，下方隊伍為 B 隊。

由 A 隊開始程序，比賽的地圖將按照以下流程選擇:

● A 隊刪除兩張地圖

● B 隊從剩下的地圖中選擇，選邊由擲硬幣決定。

5.5.6. BO3 的地圖選擇流程

樹狀圖中，上方的隊伍為 A 隊，下方隊伍為 B 隊。

A 隊開始程序，比賽的地圖將按照以下流程選擇:

● A 隊從地圖池中刪除一張地圖。

● B 隊從地圖池中刪除一張地圖。

● A 隊有 BO3 中第一張地圖的選擇權。

● B 隊具有第一張地圖的"選邊"權，並有 BO3 中第二張地圖的選擇權。

● A 隊具有第二張地圖的"選邊"權。

● 第三張地圖，如有需要，將從全部地圖池中隨機選擇，選邊則由擲硬
幣決定。

5.5.7. BO5 的地圖選擇流程

樹狀圖中，上方的隊伍為 A 隊，下方隊伍為 B 隊。

A 隊開始程序，比賽的地圖將按照以下流程選擇:

● A 隊有 BO5 中第一張地圖的選擇權。

● B 隊具有第一張地圖的"選邊"權，並有 BO5 中第二張地圖的選擇權。

● A 隊具有第二張地圖的"選邊"權，並有 BO5 中第三張地圖的選擇權。

● B 隊具有第三張地圖的"選邊"權，若有第四場，則 B 隊具有 BO5 第
四張地圖的選擇權。

● 如果需要的話，A 隊有 BO5 中第四張地圖的"選邊"權。

● 第五張地圖（如需要）將從全部地圖池中隨機選擇，隊伍的"選邊"將
由擲硬幣決定。

5.5.8. 角色的選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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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角色選擇開始，選手將有 85秒的時間來選擇他們的角色，兩隊可
同時選擇。

如果玩家在此階段錯誤地選擇了一位角色，玩家必須在角色選擇時間結
束前通知賽事方他們的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角色選擇過程將以相同的選擇重新開始，直到發生錯誤
的時間點，之後玩家必須選擇他們想要的角色。

如果選手在倒數完畢(即 85秒過)後通知賽事官方，角色選擇過程將不會
重新開始，選手將被要求依當前角色進行遊戲。

5.5.9. 比賽開始(完成角色選與地圖選擇後)

在角色/地圖選擇過程完成後，比賽將立即開始，除非賽事官方另有說明。

此時，隊伍必須從比賽區移除任何印刷品（如果適用的話），包括隊伍
成員寫的任何筆記。

在完成 Picks/Bans 和地圖啟動之間的時間內(也就是所謂的 "自由時
間")，玩家不允許退出地圖。

5.5.10.受控的比賽啟動流程

如果比賽開始出現錯誤，或者賽事官方決定將 Picks/Bans 流程與賽事
啟動分開進行，賽事官方可以以控制的方式開始遊戲，所有地圖將按照
之前有效完成的 Picks/Bans 流程進行選擇。

5.5.11.客戶端加載過慢

如果遊戲崩潰，斷線，或任何其他故障發生導致中斷載入遊戲的過程，
並無法使選手加入比賽。那麼，比賽必須立即暫停，直到所有 10 名選
手皆完成連接。

5.5.12.遊戲中的錯誤與禁止

在比賽開始之前或比賽期間，如果已知或疑似任何角色、造型或地圖存
在 bug，或出於任何其他原因，賽事官方有權增加限制條款。

5.5.13.賽事進行中的替補規則

對於涉及大於一張地圖的比賽(例如，BO3 或 BO5)，隊伍可以在兩張地
圖之間用替補選手取代當時的先發選手，但必須在上一局比賽結束後 5
分鐘內通知敵方隊伍，並得到裁判員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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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選手在地圖中斷線，並且無法在有限的暫停時間內返回，隊伍
將被允許用他們名單中的一名替補選手替換他們。

替補選手必須在擁有符合規定的隊伍名單或首發陣容。

6. 遊戲暫停/崩潰

6.1. 暫停 (戰術性暫停)

在每張地圖內隊伍可以有為時 60秒的暫停。暫停可以通過遊戲中的暫停系統
來使用。

6.2. 技術性暫停

如果有選手遇到妨礙其繼續比賽的問題，則可以使用暫停功能。選手必須在暫
停比賽之前或之後宣布原因。在技術暫停期間，耳機必須保持打開狀態。除非
賽事主辦方指示選手，否則在技術暫停期間，嚴禁任何形式的通信，包括但不
限於選手與教練之間的文本和語音通信。

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暫停不起作用，賽事主辦方可以暫停比賽。

6.3. 遊戲崩潰

● 如果比賽因選手無法控制的原因而中斷（例如服務器或選手遊戲崩潰），
賽事主辦方將使用遊戲中的回合還原功能恢復該回合，但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決定重置該回合甚至全場比賽

● 如果問題發生在回合開始的第一分鐘，則在未造成任何損害並立即通知
對手或裁判之前，該回合將被重置。

● 如果問題發生在回合中並且在造成傷害之後而仍然可以確定回合的結果
（例如，單個玩家脫出，但其他人仍然存活），則該回合不會被重置或
恢復。該回合將繼續進行並計算在賽果內。如果裁定所造成的損害不重
大，可以裁定為例外。比如在一輪開始時，意外造成的隊友傷害或對敵
方造成的傷害受到遊戲崩潰影響。

● 如果問題發生在回合中並且在造成傷害之後難以決定賽果(例如，整個伺
服器崩潰)，則該回合會被重置到起始點。

● 如果問題發生在回合中並且在造成傷害之後能夠決定賽果(例如，其中一
隊在剩下 10秒時已在保槍)，但回合因為伺服器崩潰關係不能繼續，則
該回合會被計算入賽果。

● 如果明顯是參賽者的過失（例如誤買武器），比賽將不會停止，而回合
亦不會被重置或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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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賽後程序

7.1. 賽後程序

7.1.1. 賽果

賽事主辦方將確認並記錄比賽結果。

7.1.2. 技術說明

玩家將發現的任何技術問題告知賽事主辦方。

7.1.3. 休息時間 

賽事主辦方將在公開選拔賽和主賽事中指定休息時間。

7.1.4. 比賽地圖

如果適用，賽事主辦方將在比賽中的下一張地圖更換之前通知選手剩餘
的時間。在線賽事的話，兩張地圖進行更換的過渡時間從上一輪地圖比
賽計起大約為 8到 10分鐘，直到選手需要回到座位上等待下一場比賽。
離線賽事的話，兩張地圖進行更換的過渡時間從上一輪地圖比賽計起大
約為 5到 10分鐘，直到選手需要回到座位上等待下一場比賽。下一張
地圖會在兩支隊伍都向裁判或賽事主辦方確認所有隊員均已準備好參加
比賽後開始。離線情況下，則以所有成員就坐後立即開始。

7.1.5. 賽事之間

對於在線賽事，從上一場比賽回合開始到下一場比賽，比賽之間的過渡
時間通常為 8到 10分鐘，在這之後選手需要回到座位上等待下一場比
賽。對於離線賽事，從上一場比賽的回合開始到下一場比賽，比賽之間
的過渡時間通常為 10到 15分鐘，在這之後選手需要回到座位上等待下
一場比賽。下一場比賽（如果適用）將在兩支隊伍都向裁判或賽事主辦
方確認所有隊員均已準備好參加比賽後開始。離線情況下，則以所有成
員就坐後立即開始。

如果在裁判或賽事主辦方指定的時間內所有成員還沒有準備好比賽，或
在指定的時間沒有坐在他們的座位上（如果適用），則可因延誤比賽而
受到處罰。

7.1.6. 賽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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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將被告知比賽後的任何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媒體露面，採訪或對比
賽中任何事項的進一步討論。

7.1.7. 媒體義務

如果當天有參與比賽，隊伍的最少一名成員需要配合媒體至少 15分鐘
的時間進行媒體活動。如果一個選手在參與 Challengers期間進行了最
少兩場比賽，那在這期間至少有一次需要配合媒體活動。一個隊伍不能
連續 4次讓同一名成員進行媒體活動。

7.1.8. 投降賽果

因投降而獲勝的賽事，將以獲勝的最低要求來報告（例如 BO1 的賽果是
1-0、BO3 的賽果是 2-0、BO5 的賽果是 3-0）。沒有其他賽事數據將
被記錄。

8. 獎金

8.1. 獎金

在 VALORANT Challengers Hong Kong / Taiwan – Stage 02 比賽中，參
賽隊伍有機會在每個階段的挑戰賽中獲得獎金。

每個階段的挑戰賽的獎池如下所示。

Rank 挑戰賽 1 挑戰賽 2 挑戰賽 3

1st 2000 USD 2000 USD 4000 USD +大師賽資格

2nd 1000 USD 1000 USD 2000 USD

3rd-4th 500 USD 500 USD 1000 USD

5th-8th 250 USD 250 USD 500 USD

Total 5000 USD 5000 USD 10,00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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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兩個特別的個人獎項，分別是賽季 MVP 及賽季 SuperStar。賽季
MVP 和賽季超級明星。賽季MVP 將根據公開賽選拔賽和挑戰賽的比賽成績來
決定。賽季超級明星將由社群投票決定。

9. 與賽事主辦方聯絡

9.1. 聯繫

參賽隊伍成員可以於 info@talonesports.com 聯絡及向賽事主辦方尋求協助。
如 果 有 緊 急 需 要 的 話 ， 可 以 直 接 前 往 賽 事 主 辦 方 的 DISCORD
https://discord.gg/KQCjZZt。

10. 一般條款

10.1. 賽事主辦方的解釋權

任何與 VALORANT Challengers Hong Kong / Taiwan – Stage 02 賽事有
關的事項，如果這些"賽事活動規範"或"全球政策"沒有提及到，將由賽事運營
方做出解釋，並以更新或解釋這些"賽事活動規範"或"全球政策"的形式，將不
定期的提供給參賽隊伍。賽事運營方和賽事官方就這些 "賽事活動規範 "和"全
球政策"的解釋或所做的所有決定都是最終解釋權並具有完整約束力的。

10.2. 商業判斷

當本比賽或報名規則授予、協商或保留 RIOT 或賽事主辦方採取行動、不採取
行動、授予或拒絕 同意、批准或拒絕批准或作出任何其他決定的權利時，除非
規則條款另有明確規定，RIOT 和賽事 主辦方有權根據其自身的商業判斷自行
決定是否採取此類行動，該判斷將同時把 RIOT 和賽事主辦方的最大利益以及
Challengers、VALORANT 和 RIOT 及賽事主辦方的附屬公司和集團公司的業
務和活動的短期與長期利益納入考量範圍。在任何 戰隊或戰隊隊員認為 RIOT
或賽事主辦 方，未能根據本比賽或報名規則，及時地同意、批准、決定或採取
其他必要行動的情況下，戰隊 或戰隊隊員均無權提出任何索賠或訴訟要求。

10.3. 語言規則

報名規則原文為英文，TALON 將把報名規則翻譯成 本地區所使用的語言。如
英文版本與譯文在解釋上有衝突，應以英文版本為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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