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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賽事章程 

本賽事章程概述全民賞金賽 春季積分賽，包含權利義務、賽事條例與規

則。參賽隊伍與選手皆須接受並服從全民賞金賽規則，主辦單位KingKong
直播有權修改規定內容。 

 
二、責任豁免但書 

參賽隊伍與其成員須同意不會在全民賞金賽 賽事期間作出任何有害於

PUBG CORPORATION 或金剛網路有限公司及任何其他相關合作夥伴企業

的子公司、附屬機構、與其僱員之行為，並免除該方所有應負之責任。參

賽者需放棄追究其在全民賞金賽中所發生相關的任何索賠、花費、傷害、

損失、損害，或追究與獎金有關之問題，例如獎金之頒發、誤發、獎金之

領取、持有、使用或無法使用等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在以下各方面不追究

舉辦單位之責任：有意或無意造成的個人身體受傷、死亡、財物損失或毀

壞、公開權或隱私權、誹謗或惡意描述所導致的索賠、花費、傷害、損

失、損害），無論係依契約、侵權（包含疏忽）、擔保或其他理論。參賽

者須同意金剛直播利用參賽隊伍與選手之姓名、自傳或職業敘述、照片、

畫像、肖像、聲音、用詞或其他等作促銷、宣傳或商業之用途。   

 



 

三、賽事資訊 
1.報名時間：自2019/4/4起 
2.賽事週期：每週四晚間7點開始，各梯次週期如下 

A. 第一梯：4/25、5/2、5/9、5/16 
B. 第二梯：5/23、5/30、6/6、6/13 
C. 第三梯：每四週為一梯次，以此類推... 

3.隊伍上限：雙排全線上賽事，40組生存者隊伍 + 3組賞金Bonus / VIP 
4.遊戲視角與開房模式：FPP第一人稱，普通模式 
5.地圖順序：Vikendi（白天）、SANHOK、Vikendi（黑夜） 
6.比賽伺服器：SEA 東南亞伺服器 
7.線上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bzvQw 
8. 活動Discord群：https://discord.gg/CxhhqWh 
9.線上賽事直播網址：https://www.kingkong.com.tw/666666 

 
四、參賽須知 
1. 參賽者須年滿18歲，未滿十八歲者須經監護人同意後才可參賽。隊伍報名

必須維持2人配置，無候補隊員名額。參賽雖可1名成員參賽，但各隊成員

不可棄賽超過2次。 
2. 參賽選手須備有金剛ID、STEAM帳號和Discord ID。 
3. 欲參賽的選手必須於指定時間內報名隊伍參加，並依規定於報名表上填寫

完整資料，超過時間或資料錯誤不齊全者，主辦方得以判定棄權。 
4. 賽亦不得使用難以判別之名稱。 
5. 若隊伍事全程必須在金剛直播開台，並使用大會所提供的官方指定背景圖

開台。已綁其他平台合約者，需另行提供頻道連結。 
6. 賽後需保留完整實況影音檔供爭議時備查，未提供的當事者則喪失資格。 
7. 參賽者不得於本賽事中參與多個隊伍，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8. 參賽者遊戲名稱與隊伍名稱需和所提交的名稱相同，不得使用觸犯或攻擊

他人，未於指定時間內報到，主辦單位得以判定棄賽。 
9. 隊伍報名成員必須維持2人配置，無候補隊員名額。 
10. 全民賞金賽期間，參賽者登陸遊戲ID不得更改，如更改將影響到所屬

隊伍參賽權益。 
11. 參賽期間所有參賽者需遵守PUBG服務條款，網址：

https://www.pubg.com/terms-of-service/ 
12. 參賽者不得有共謀或勝負操控之行為，禁止有下列任一行為 

(1)同意任何官方規則外之規則。 
(2)放水、輸掉比賽或是鼓勵其他參賽者。 
(3)因任何原因故意輸掉比賽或鼓勵其他參賽者。 
(4)預先安排分配獎金給其他之隊伍或是得到任何等值之報酬。 
(5)傳送或接收任何訊號或訊息給敵隊參賽者。 
※有以上任一行為之參賽隊伍將取消本次全民賞金賽的參賽資格。 

13. 本賽事禁止任何代打(代打係指使用其他參賽者帳號進行遊玩或請他人使用

報名參賽者帳號進行遊戲)、作弊之行為，巨集、第三方輔助軟體等也嚴重禁

止。 
14. 如參賽者有造控疑似違反規定之行為或明顯之違規行為，主辦方有權

暫停該參賽者出賽，直至遭控訴之參賽者提出證據證明無任何違反規定之

行為，無法提出證據之參賽者視同違反規定取消本次參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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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流程 
參賽隊伍必須賽前填寫線上報名表預約，同時報名表內提供完整OP.GG資
訊。報名完成後，參賽資格採取先到先得機制。本次活動報名流程如下～ 
1. 報名參與 

1.線上填寫報名表 
2.提供OP.GG參賽數據 

2. 資格確認 
1.隊伍報名資料確認 
2.參賽者OP.GG數據確認 

3. 審核通過 
1.發送賽事資訊至參賽者信箱 
2.依規定時間內加入賽事Discord群 
3.更改Discord的群內暱稱 

4. 比賽當日 
1.參賽者需使用大會指定直播鏡面開台 
2.參賽者於當天指定時間內檢錄 
3.指定時間內取得該場自訂房密碼入房 

 
六、獎金 

1.賽事獎金 
冠軍：新台幣5,000 + 生存者小物 
亞軍：新台幣3,000 + 生存者小物 
季軍：新台幣1,000 + 生存者小物 

2. 活動獎金支付相關 
A. 喪失賽事資格之隊伍將喪失獎金 
B.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000元，將依該稅法

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得獎人，故得獎人須檢附提供身份

證正反面影本並依規定填寫繳交相關文件。若資料不正確或是延遲

未繳交造成無法領取獎金，須由選手自行負責。 
C. 獎金將在受獎者提供相關匯款資訊後依照主辦單位內部作業流程所

規定之匯款日進行發放，內部作業流程約15個工作日內將發放至各

隊隊長/隊伍代表人的金剛ID帳戶。賽事獎金最終皆透過浪Live APP
提領功能領取，隊伍代表人可使用智付通系統提領獎金。 

D. 擊殺賞金Bonus的參賽者，需另截取個人PUBG遊戲大廳完整畫面與

擊殺Bonus的完整遊戲畫面。請於比賽結束12小時內，透過電子郵

件寄送參賽者報名資訊與截圖畫面至

banana.play@kingkong.com.tw 信箱備查。 
 

七、賽程資訊 

場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比賽日期  4/25  5/02  5/09  5/16 

報到時間  18:50-19:20 

 
開賽時間 

第一場於 19:30 開始 
第二場約 20:20 開始 
第三場約 21:00 開始 

※時間內未完成報到或未進入自訂房視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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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賽得分 
各回合比賽結束後，將累計各隊伍該場所在的名次、擊殺排名與擊殺實況主

等所得到的積分。四週共計12回合/場，名次採累計總積分取前三名之隊伍

領取獎金。擊殺積分與擊殺實況主積分判別機制如下 
1. 擊殺實況主判別機制 

擊殺實況主以系統判定為主，如A隊擊倒1號實況主但卻被B隊擊殺，該

名實況主積分將判定為B隊所擊殺。 
2. 同分判別機制 

如發生有兩隊（或以上）隊伍有相同的總積分時，將依序照下列規則進

行同分判別名次高低。 
A.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全部比賽回合中之總擊殺積分。 
B.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全部比賽回合中之總擊殺實況主積分。 
C.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其最佳表現回合所得之總積分。 
D. 比較所有同分隊伍在最近一回合之擊殺積分。 
 

A. 隊伍名次排名積分 
排名  積分  排名  積分  排名  積分 

#1  30  #11  20  #21  10 

#2  29  #12  19  #22  9 

#3  28  #13  18  #23  8 

#4  27  #14  17  #24  7 

#5  26  #15  16  #25  6 

#6  25  #16  15  #26  5 

#7  24  #17  14  #27  4 

#8  23  #18  13  #28  3 

#9  22  #19  12  #29  2 

#10  21  #20  11  #30  1 

 
B. 隊伍擊殺積分 

擊殺類型  積分/ 1人 

生存者 擊殺 生存者  2 

生存者 擊殺 賞金Bonus  10 

賞金Bonus 擊殺 生存者  1 

賞金Bonus 誤殺 賞金Bonus  0 

 
   

 



 

九、遊戲設定 
1. 毒氣圈設定 

圓圈速度  1x 

階段  延遲(s)  等待(s)  移動(s)  DPS  縮小  擴散  LandRatio 

1  90  180  270  0.6  0.4  0.5  0 

2  0  90  120  0.8  0.55  0.56  0 

3  0  60  120  1  0.6  0.56  0 

4  0  60  150  3  0.6  0.56  1 

5  0  50  120  5  0.65  0.56  0 

6  0  50  120  8  0.65  0.56  0 

7  0  50  90  10  0.65  0.56  0 

8  0  50  60  14  0.7  0.56  1 

9  0  10  160  18  0.001  10  0 

顯示最後圈位置  關閉 

最後圈位置固定比率  0% 

最後圈位置-城市、野區、山區  1x 

 
   

 



 

2. Customize Game 細項設定 
 
A. 地圖：Sanhok 

開房設定  武器類  消耗品 

伺服器使用  SEA  狙擊槍  3x  醫療箱  1x 

每場 
玩家上限值 

90  精確射手步槍  3x  急救包  1x 

玩家視角  FPP  突擊步槍  1.6x  繃帶  1x 

隊伍設定  Duo: 2P  輕機槍  0.8x  止痛藥  1x 

殭屍模式  關閉  衝鋒槍  1,7x  能量飲料  1x 

垂死狀態復活  允許  散彈槍  0.9x  汽油  1x 

垂死狀態 
復活時間 

10s  手槍  0.3x  裝備類/其他 

垂死狀態 
HP損失速率 

1x  投擲道具  1x  背包 (1級)  1x 

天氣選項  晴天  進戰武器  1.7x  背包 (2級)  1x 

轟炸區  開  弩弓  1x  背包 (3級)  1x 

空投箱頻率  1x  信號槍  0x  頭盔 (1級)  1x 

車 / 摩托車  1x  零件類  頭盔 (2級)  1x 

船  1x  瞄準具零件  1x  頭盔 (3級)  1x 

空手 
傷害加成 

1x  彈夾零件  1x  防彈衣 (1級)  1x 

顯示最終 
縮圈位置 

關閉  槍口零件  1x  防彈衣 (2級)  1x 

縮圈速度  1x  握把類零件  1x  防彈衣 (3級)  1x 

縮圈傷害  系統預設值      服裝  0x 

 
   

 



 

 
B. 地圖：Vikendi 

開房設定  武器類  消耗品 

伺服器使用  SEA  狙擊槍  3x  醫療箱  1.1x 

每場 
玩家上限值 

90  精確射手步槍  3x  急救包  1.1x 

玩家視角  FPP  突擊步槍  3x  繃帶  1.1x 

隊伍設定  Duo: 2P  輕機槍  1.1x  止痛藥  1.1x 

殭屍模式  關閉  衝鋒槍  1.1x  能量飲料  1.1x 

垂死狀態復活  允許  散彈槍  1.1x  汽油  1.1x 

垂死狀態 
復活時間 

10s  手槍  1.1x  裝備類/其他 

垂死狀態 
HP損失速率 

1x  投擲道具  1.1x  背包 (1級)  1.1x 

天氣選項  晴天/黑夜  進戰武器  1.1x  背包 (2級)  1.1x 

轟炸區  開  弩弓  1.1x  背包 (3級)  1.1x 

空投箱頻率  1.1x  信號槍  0x  頭盔 (1級)  1.1x 

車 / 摩托車  1.1x  零件類  頭盔 (2級)  1.1x 

船  1.1x  瞄準具零件  1x  頭盔 (3級)  1.1x 

空手傷害加成  1x  彈夾零件  1x  防彈衣 (1級)  1.1x 

顯示最終 
縮圈位置 

關閉  槍口零件  1x  防彈衣 (2級)  1.1x 

縮圈速度  1.1x  握把類零件  1x  防彈衣 (3級)  1.1x 

縮圈傷害  系統預設值      服裝  0x 

   

 



 

十、隊伍及參賽者規範 
1.隊伍資格轉讓及放棄資格 

A. 取得全民賞金賽之參賽資格的隊伍，不得轉賣其資格。 
B. 若未在主辦方規定時間內回報資格意向，主辦方有權收回其參賽資格 
C. 保有參賽資格之隊伍，隊伍成員必須維持2位已登綠的隊員配置，無法臨時更換隊

員。 
2.集合時間 
依據所公布的比賽賽程，各參賽隊伍代表需於當日的 18:30~19:00 至全民

賞金賽Discord 頻道報到。 
3.參賽者其他注意事項 

A. 參賽者需自備電腦設備並使用自身遊戲帳號登入進行賽事，同時需為自

己的電腦網路安全負責。 
B. 各隊參賽者於賽事中需依照規範進行賽事，選手不得使用未獲認可之第

三方軟體，同時不得與該隊伍相關成員和主辦方以外的人員進行交流。 
C. 參賽者於賽事中需全程使用大會提供的視覺框直播，結束後需保留並公

開實況影音檔案或網址連結。 
D. 每位出場選手需自行使用錄製軟體錄製個人視角的比賽影片以及隊伍語

音溝通之 Mic Check，提交前須確認影片完整性。每日賽事結束後，可

上傳至雲端空間、Youtube等提交給賽事單位。 
E. 為了避免發生 Bug 或斷線狀況，於每回合準備階段時(倒數一分鐘) ，嚴

禁選手擅自操作動作(包括移動、轉動視角等動作)，違者可視情節由裁

判判該選手下一回合禁賽。 
F. 進入比賽房間需有效率，若發放比賽房密碼超過５分鐘未入房者，將視

為棄權。同時比賽房準備完成後，不可任意離開房間，若有違規將依照

規定給予一定懲處。 
G. 比賽中出現任何突發狀況，均須要立即與活動方聯繫告知，活動方與裁

判做出的判決選手需完全服從。 
H. 不得故意製造斷線情況，若有違規給予警告，再犯視同藐視主辦方並以

棄權論。 
I. 比賽過程中不允許任何非必要的聊天或行為，如下所示： 

1) 於全頻中語音發送任何挑釁用語或不雅文字叫囂。 
2) 任何違反運動家精神的行為。 
3) 明顯地讓對手贏得比賽。 

 
十一、參賽行為規範 

1. 參賽者在本活動中，必須全程謹遵以下之行為規範。參賽者若參加本活

動，將視同已同意並謹遵此規則、任何主辦單位之解釋與裁決，同時規

範自身保持正向和職業禮節。 
2. PUBG 服務條款 

參賽者應遵守 PUBG 服務條款。完整 PUBG 服務條款可從以下連結前

往： https://www.pubg.com/terms-of-service/ 
3. 運動家精神 

參賽者必須避免任何違反運動家精神、誠實、廉正及公平競爭之行為，

同時務必全力以赴競爭名次並全心投入賽事。 
4. 組隊和賽果操控 

參賽者不得在賽事期間，私下組隊共謀參賽或賽果操控之行為。組隊係

指任何兩組參賽隊伍（或以上）私下協議作弊、詐欺或任何不利於其他

參賽隊伍之行為。賽果操控係指利用送頭、協定、合謀或影響任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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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果之違法或違反本規則方式。組隊包含但不限於以下之情形： 
A. 同意任何官方規則外之規則。 
B. 放水、輸掉比賽或是鼓勵其他參賽者為之。 
C. 因任何原因故意輸掉比賽或鼓勵其他參賽者為之。 
D. 預先安排分配獎金或是得到任何等值之報酬。 
E. 傳送或接收任何訊號或訊息給敵對之參賽者。 

5. 賭博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加任何博彩或賭博行為。賭博係指對於比賽賽果進行金錢

上的對賭。參賽者不得下注、嘗試下注或鼓勵下注任何本聯賽之比賽賽

果。參賽者不能直接或間接參與賭博任何本聯賽結果。 
6. 賄賂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加任何賄賂行為。賄賂係指任何提供金錢或有價報酬以影

響他人之判斷或行為。參賽者不得提供或收受其他參賽者任何形式之有

價報酬以獲得本聯賽中不公平之優勢。 
7. 使用漏洞或駭客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加任何使用漏洞或駭客行為。使用漏洞係指使用遊戲內 
BUG 或非遊戲設計者初衷之漏洞以獲得不公平之優勢。駭客行為意旨任

何非法修改硬體、軟體、遊戲客戶端或網路連接之行為。 
8. 作弊行為 

參賽者不得利用任何裝置、程式或其他方法作弊。 
9. 代打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加或透過第三人進行任何代打行為，代打係指使用其他參

賽者帳號進行遊玩。 
10.故意斷線行為 

參賽者不得在比賽中實行故意斷線行為（離開遊戲、關閉電腦、拔除網

路線等）。不論意圖為合，任何參賽者行為導致斷線將視為故意為之。 
11.不當言詞和仇恨言論 

參賽者不得使用任何淫穢、骯髒、庸俗、侮辱、威脅、辱罵、誹謗、妨

害名譽或其他令人反感的言語。參賽者亦不得有煽動仇恨或歧視行為。 
12.破壞觀感和濫用行為 

參賽者不得有任何侮辱、嘲諷、破壞觀感或有敵意的行為或手勢。 
13. 騷擾和性騷擾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與任何騷擾行為。騷擾行為係指以系統性、敵視和重複行

為意圖孤立或排斥他人和/或影響他人之尊嚴。任何形式之不受歡迎的性

騷擾行為亦嚴格禁止。 
14.歧視和詆毀行為 

參賽者不得基於種族、道德、國籍、社會出身、性別、語言、宗教、政

治立場、財務狀況、出生狀況、性傾向或其他任何理由透過輕視或歧視

之言語或行為來冒犯特定國家、個人或團體之尊嚴或廉潔。 
15.犯罪行為 

參賽者不得參與任何違反一般法律、法條、條款和導致或合理地認為可

能導致任何當地管轄權法院定罪之活動。 
16.保密條款 

參賽者不得透過任何方法包括所有社群管道洩漏任何保密資訊。所有與

主辦單位之聯繫資訊將嚴格保密。未經明確同意，嚴禁發布上述相關資

訊。 
 
   

 



 

十一、違規行為和處罰 
參賽者如有違反官方規則或行為規範，主辦單位將視情況採取必要且適當的

處罰、罰款、禁賽或停權。主辦單位保留可能違規時所有證物的調查權利。

參賽者在調查期間不得隱瞞主辦單位任何訊息；且在調查期間參賽者必須遵

照主辦單位的指示並提供完整且正確之資訊。參賽者不得妨礙任何調查行為

，相關違規行為和處罰如下。 
1. 處罰 

主辦單位將保留根據違規行為的嚴重程度並在發現任何違規行為時，根

據自主意見發布處罰的最高權利。重複的違規行為將導致更嚴重之判

決。處罰將不會以累進方式懲處，將依照情節給予相對應之處罰。處罰

將包含但不限於下列之情形： 
A. 口頭警告 
B. 沒收比賽 
C. 失格 
D. 停權或封禁 

2. 隊伍及選手懲處說明 
A. 參賽隊伍與選手的官方粉絲團、相關社群論壇不得隨意發佈傷害全

民賞金賽之言論，包含隊伍棄賽、指責任一選手、組織與任何其他

主辦單位認定之負面不當發言。經查證若屬實，主辦單位將依情況

給予隊伍適當的懲處。 
B. 參賽隊伍若因非「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車禍...)」棄賽，無法準時

參與既定之賽事，將進行懲處；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無法準時參與既

定之賽事時需配合主辦單位另行安排進行重賽。 
C. 選手於本賽事舉行期間若違反本賽事之規章，主辦單位得保留選手

違反規定之追溯期, 追溯期為本季全民賞金賽結束後 180 天。 
3. 發布和公告權利 

主管單位保留發布所有關於違反官方規則或行為規範資訊的權利。參加

本聯賽將視同參賽者放棄關於發布和公告處罰時，對於主辦單位或其相

關公司或其他參賽者採取法律行動之權利。 
 

十二、規章修訂 
為確保全民賞金賽活動的公平競爭和誠信，在未來內主辦方可能會因任何狀

況下修改規則，以完善健全的賽制。相關規章修訂如下。 
1. 修改、判定罰則的決定權 
所有有關『全民賞金賽及積分賽』的賽事規則、選手規範、賽程及違規罰

則， 主辦方擁有隨時修改、刪除條項且不另行通知的權力。同時在極端的

情況下，可能會作出違背該規章的判決，以維護公平競爭與體育精神。 
2. 規章衝突 
如果本規則中有任一條有全部或部分無效或無法實行的情形，不影響本規

則對其他條文之效力。該無效或無法實行的子部分應以最接近意思且不違

反本規則之本旨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