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崛起、唯我獨醒 
 

 

 

第一屆醒中盃 

LOL 國中電競錦標賽 

  
活動時間：108 年 03 月 30 日～108 年 4 月 14 日 

主辦單位：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承辦單位：醒吾高中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圖書館 

協辦單位：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指導/授權單位：G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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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醒中盃 LOL 國中電競錦標賽 

一. 活動動機與目的： 

  電子競技（e-Sports）產業在在全球正在快速成長，根據市調 2017 

年全球電競市場產值為 15 億美元（約台幣 450 億元），而在這幾年成

長趨勢並無任何減緩跡象，隨著收視族群增長，預估至 2020 年市場將

成長 26%，達到 23 億美元（約台幣 690 億元）。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到：「電子競技賽事可以被視為一項體育活動，

參賽者可以用與傳統運動員相當的強度進行準備和訓練」。而隨著參與電

競產業的人數增加，觸及到的年齡層逐漸下降，為養成國中學子正確的

電競參與觀念並提升對電競產業的認識，藉由辦理此一競賽，讓電競的

正當體育概念向下紮根，同時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促進校際間的交流和

參賽者之間的人際互動，學習與團隊互信合作的關係。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承辦單位：醒吾高中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圖書館 

  協辦單位：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 

 

三、競賽遊戲：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 官方釋出之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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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對象： 

  以本國國中在學學生均可組隊參加（可跨校組隊），每隊至多 6 人，

5 人為先發選手１人候補，預計參賽隊伍上限至多為 32 隊，以完成線上

報名手續隊伍優先參賽。 

註: 參加現場複賽、決賽選手需檢附參賽家長同意書，同意書列於計畫

附件。 

五、競賽活動日程表： 

初賽 — 線上賽         108 年 03 月 30 日(星期六) 

第一場(32 取 16 強晉級賽) 09:00-11:00 

第二場(16 取 8 強晉級賽) 14:00-16:00 

複賽 — 現場賽(網路直播)108 年 04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場(8 取 4 強晉級賽)   09:00-12:00 

下午場(8 取 4 強晉級賽)   13:00-16:00 

決賽 — 現場賽(網路直播)108 年 04 月 14 日(星期日) 

上午場(4 取 2 強晉級賽)   09:00-12:00 

下午場(冠亞軍、季殿軍)   13:00-16:00 

頒獎 — 108 年 04 月 14 日(星期日)16:00 

六、活動地點：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電競教室 

(醒吾科技大學忠誠樓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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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事項： 

1.統一採用線上報名方式，請至賽事專屬報名網頁填寫報

名表，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Q4eYo 或掃描右方 

QR-CODE 進行報名資料輸入。 

2.報名表填寫完成後，請以隊伍為單位，將參賽隊伍名稱以及所有參賽

隊員之學生證正反面照片（jpg 或 pdf 檔），寄至

linda0910@swsh.ntpc.edu.tw 

3.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截止。 

4.注意事項：隊伍成員若為同一學校，請在隊伍名稱前方加上學校名

稱，例如：醒吾金噟隊；若隊伍成員並非同一學校，則可不受此限制，

惟隊伍名稱請勿有挑釁、漫罵、情色、不雅等字詞，違者不予受理。 

八、競賽方式： 

分線上賽(3/30 初賽取前 8 強)及現場賽(4/13 複賽取 4 強進入 4/14

決賽)，賽程及活動最新公告將公佈於本活動 FB 專頁詳細內容請洽

https://goo.gl/GtaLgk 或至醒吾高中首頁www.swsh.ntpc.edu.tw連結。  

(一)線上賽：  

1. 所有選手需於賽前 15 分鐘開始線上報到。  

2. 請隊長事先與裁判連繫加好友，並完成隊伍報到手續。  

3. 如比賽選手遲到，超過 10 分鐘，裁判有權判定遲到者棄權。  

4. 選手需自行登入比賽，切勿有代打之舉動。  

https://reurl.cc/Q4e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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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賽：  

1. 遊戲環境:  

(1) 硬體 : 由主辦單位提供之電腦配備，選手可使用個人鍵盤、滑

鼠、滑鼠墊、耳機，以及其他不違反遊戲公平性之輔助道具或

個人用品。  

(2) 軟體 : 不可使用實況軟體進行比賽。  

2. 測試時間 : 現場雙方各擁有 10 分鐘系統測試時間。  

3. 遊戲秩序 :  

(1) 除非有連線或裝置等異常，選手於遊戲等候室內禁止進行打字對

話，遊戲進行中可以進行文字交談(ex:你好,謝謝)，過多交談將

視為干擾比賽進行之行為。 

(2) 如果干擾比賽進行之行為(ex:隨意走動、以文字言語干擾、謾罵

對手、惡意拖延遊戲時間)，受干擾選手有權抗議，經主辦判定

干擾行為成立後，干擾方失去比賽資格，即判定對方隊獲勝。 

(3) 選手至比賽座位就坐後，禁止再擅自離開座位，如有特殊需求請

舉手告知裁判，由裁判請相關人員協助。  

4. 斷線處理： 

(1) 由裁判判斷，若認為因選手的動作導致遊戲斷線，則判定該選手

失去資格或繼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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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於比賽中遇到不可抗拒之因素(如:網路斷線、 電力中斷等)導

致遊戲連線中斷而非蓄意中離， 經申訴後裁判有權視當時戰

況裁定勝負或重賽。  

5. 下列問題將被裁定為不正當比賽行為，即判定對方隊獲勝 :  

(1) 使用任何外掛程式  

(2) 故意製造斷線  

(3) 使用不符合比賽規則的遊戲設定  

(4) 比賽進行中不允許非必要行為，如下所示: A.發送挑釁用語 B. 

任何違反運動家精神之行為 C.由裁判認定任何不正當聊天訊

息 D.明顯讓對手贏的比賽 E.選手蓄意使用不公平的遊戲缺陷

或軟體的漏洞。  

6. 任何選手被發現進行不公平比賽時，裁判將給予警告或判決失去

比賽資格，即判定對方隊獲勝。  

(1) 比賽期間主辦單位有權判定其他被認為不公平比賽的行為。  

(2) 選手非蓄意使用遊戲或軟體漏洞，經由大會於檢視狀況後得以

重賽。  

(三)賽制說明：  

1. 比賽方法 : 以 5 對 5 競賽方式。  

2. 對戰回合數：線上賽採單場決勝制（BO1），現場賽採三戰兩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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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避免雙方因拖延時間影響其他隊伍比賽時間，比賽勝負採以下

方式判定：  

(1) 於 60 分鐘內摧毀敵方水晶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之隊伍為獲勝

隊伍。  

(2) 超過比賽限制 60 分鐘將以雙方擊殺英雄數與擊毀敵方防衛塔

數做為總積分決定勝負(一個殺人數 1 分、一座防衛塔 2 分)。  

4. 比賽模式：Custom/Tournament Draft 電競選角。 

5. 比賽地圖：召喚峽谷 5V5。  

6. 優先選擇權：依賽程表決定隊伍「先選擇英雄」或「先禁用英雄」。 

7. 紅藍方分由隊長猜拳，勝者決定紅藍方。  

8. 斷線處理(英雄聯盟規則)：  

(1) 如在對戰開始 5 分鐘內未發生首殺且雙方選手有一人產生斷

線狀況，比賽可重新開始。  

(2) 如逾 5 分鐘後發生斷線，比賽將繼續進行，隊友可以暫停比賽

(/pause 和/unpause，若發生會戰，需等戰鬥結束)，不得利

用斷線(暫停)做任何戰術運用。  

(3) 若發現對手疑似戰術運用，可以在比賽結束後立即向裁判提出，

經裁判裁定違規屬實，得判定違規方失格，由另一方獲勝，若

裁判已經公告勝利方，則不予受理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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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確保雙方利益，除官方人員及裁判外，其餘人不可進入比賽

房觀戰 OB。開房時房主應將對戰選項中「允許觀察者模式」

設定為「大廳限定」。  

九、 競賽獎勵：  

前四名隊伍頒發獎金及獎狀鼓勵；第一名隊伍獎學金 12,000 元(每

名 2,000 元)、第二名隊伍獎學金 7,200 元(每名 1,200 元)、第三名隊伍

獎學金 4,800 元(每名 800 元)、第四名隊伍獎學金 3,000 元(每名 500 元) 

十、 本計畫若有未盡之事宜，得適時修訂。 

十一、活動聯絡人：鐘宛琳小姐，電話 02-2601-2644 分機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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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賽事流程: 

日程/進度 備註/說明 

3/25(一)報名截止  

3/27(三)公告賽程  

3/30(六)線上初賽 BO1 單淘汏制 

4/13(六)現場複賽 BO3 三戰二勝制，現場直播 

4/14(日)現場決賽、頒獎 BO3 三戰二勝制，現場直播 

 

108 年 3 月 30(六) 線上初賽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8:00-08:30 裁判組開啟第一戰場  

08:30-09:00 戰場測試  

09:00-09:30 裁判邀請雙方參賽隊伍成員進入戰場測試  

09:30-10:30 第一場正式比賽 第一場 

10:30-11:00 比賽結束、晉級統計及戰績公告  

11:00-11:30 裁判組開啟第二戰場、戰場測試、 

邀請雙方參賽隊伍成員進入戰場測試 

 

11:30-12:30 第二場正式比賽 第二場 

12:30-13:00 比賽結束、晉級統計及戰績公告  

13:00-14:00 中場休息  

14:00-14:30 裁判組開啟第三戰場、戰場測試、 

邀請雙方參賽隊伍成員進入戰場測試 

 

14:30-15:30 第三場正式比賽 第三場 

15:30-16:00 比賽結束、晉級統計及戰績公告  

16:00-17:00 前八強抽籤(直播)、公告複賽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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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4 月 13(六) 現場複賽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09:20 上午場晉級隊伍報到 1-4 隊報到 

09:20-09:50 長官來賓致詞、裁判賽事規則說明  

09:50-10:10 戰場設定、小隊操作環境測試  

10:10-10:20 邀請雙方參賽隊伍成員進入戰場測試  

10:20-12:20 複賽上午場 3 戰 2 勝 

12:20-13:00 上午場比賽結束、晉級統計及戰績公告、用餐  

12:00-13:00 下午場晉級隊伍報到 5-8 隊報到 

13:00-13:30 長官來賓致詞、裁判賽事規則說明  

13:30-13:50 戰場設定、小隊操作環境測試  

13:50-14:00 邀請雙方參賽隊伍成員進入戰場測試  

14:00-16:00 複賽下午場 3 戰 2 勝 

16:00-17:00 複賽比賽結束、晉級公告、茶敍交流時間  

 

108 年 4 月 14(日) 現場決賽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9:00-09:20 上午場晉級隊伍報到 1-4 隊報到 

09:20-09:50 開幕、裁判賽事規則說明  

09:50-10:10 戰場設定、小隊操作環境測試、參賽隊伍進入

戰場測試 

 

10:10-12:10 準決賽 3 戰 2 勝 

12:10-13:00 上午場比賽結束、晉級統計及戰績公告 戰場設定 

13:00-13:10 下午場晉級隊伍報到 5-8 隊報到 

13:10-13:30 小隊操作環境測試、參賽隊伍進入戰場測試  

13:30-15:30 冠亞軍、季殿軍決賽 3 戰 2 勝 

15:30-16:00 複賽比賽結束、茶敍交流時間  

16:00-17:00 閉幕式、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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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競賽交通資訊 

 現場賽地址: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 101 號-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科技應用系電

競教室(醒吾科技大學忠誠樓 3 樓) 

  免費接駁車位置及發車時間資訊 

 機場捷運接駁車 

 接駁車路線：捷運Ａ８站（長庚醫院）－ 文化二路 － 捷運Ａ９站（林口站）

－ 文化三路 － 仁愛路(林口高中) － 粉寮路（醒吾科大） 

A8 站（長庚醫院）發車時間：07:40、09:40、12:40 

A9 站（林口站）發車時間：07:50、09:50、12:50 

林口高中站發車時間: 08:00、10:00、13:00 

學校發車時間：09:20、12:20、17:00 

 臺北捷運新莊站接駁車 

 接駁車路線：捷運中和新蘆線新莊站１號出口右側(中正路右轉中華路口)－復

興路一段－新泰路－泰林路－粉寮路(醒吾科大) 

捷運新莊站發車時間：07:30、09:30、12:20 

 
●各地區至醒吾科技大學交通資訊如下，請參考。  

 

台北東區、南區、新店、中和、永和方向可搭乘：  
三重客運  

1209 線（北門—公西），醒吾科大站下車。  

1210 線（台北車站—竹林山觀音寺），醒吾科大站下車。  

1211 線（長庚大學—台北市政府），頭湖路口站下車，沿中山路步行至粉寮路(15 分

鐘)至醒吾科技大學。  

汎航通運  

2000 線（林口長庚—台北長庚），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本校免費接駁車 或其他

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2001 線（林口長庚—台北火車站），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本校免費接駁車或其他

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由你最方便的捷運站前往台北車站或北門站轉乘機場捷運，於 A8 站下車

後 搭醒吾科技大學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  

 

內湖、士林、淡水方向可搭乘：  
三重客運  

936 線（捷運圓山站—林口），醒吾科大站下車。  

945 線（松山機場—林口），醒吾科大站下車。  

946 線（內湖科技園區—林口），醒吾科大站下車。  

台北客運  

937 線（捷運圓山站—林口），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

至本校。  

桃園客運  

5116 線（桃園—台北長庚醫院[經松山機場]），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醒吾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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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本校。  

捷運轉乘 由你最方便的捷運站上車，再搭機場捷運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

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板橋、土城、三峽、鶯歌方向可搭乘：  
台北客運  

920 線（林口—板橋），醒吾科大站下車。  

948 線（林口—板橋），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本校。  

三重客運  

786 線（公西—板橋），醒吾科大站下車。  

新北公車  

F630 線（長福停車場—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

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655 線（鶯歌火車站—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

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657 線（昌福國小—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

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920 線 可由捷運府中站、板橋車站、新埔站上車（林口—板橋），醒吾科大站下車。  

 

樹林、迴龍方向可搭乘：  
三重客運  

858 線（樹林—林口長庚醫院），醒吾科大站下車。  

898 線（迴龍—長庚醫院），醒吾科大站下車。  

新北公車  

F611 線（大學風呂—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

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三重、蘆洲方向可搭乘：  
台北客運  

925 線（林口—蘆洲），醒吾科大站下車。  

三重客運  

986 線（蘆洲總站—桃園機場），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

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1209 線（公西—北門），醒吾科大站下車。  

1212 線（公西—三重），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

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從機場捷運 A2 站上車，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

學。  

 

新莊、泰山、五股、八里方向可搭乘：  
三重客運  

786 線（公西—板橋），醒吾科大站下車。  

822 線（五股立體停車場—林口長庚醫院），醒吾科大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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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線（公西—北門），醒吾科大站下車。  

台北客運 920 線（林口—板橋），醒吾科大站下車。  

新北公車  

F126 線（廖添丁廟—林口加油站），林口加油站(即醒吾科大站)下車。  

F217 線（貴和兒童公園—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

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205 線（福興里—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

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206 線（新泰活動中心—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

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207 線（福營行政大樓—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

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F217 線（下坡角—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

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從機場捷運各站上車，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

學。  

 

桃園、龜山方向可搭乘：  
桃園客運 5063 線（桃園—竹林山寺[經光華坑]），醒吾科大站下車。  

5069 線（桃園—竹林山寺[經赤塗崎]），醒吾科大站下車。  

5071 線（桃園—竹林山寺[經外社]），醒吾科大站下車。  

5116 線（桃園—台北長庚醫院[經松山機場]），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

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汎航通運 2001 線（林口長庚—桃園火車站），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 車

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從機場捷運各站上車，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

吾科技大學。  

龜山區公所  

大坑線（L315、L316）、長庚醫院線（L317、L318、L319）、坪頂線 （L326、L327）、

大埔線（L328）、長庚直達線（L320、L321）等，均於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

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南崁、蘆竹、大園、新屋、觀音方向可搭乘：  
桃園客運  

5069 線（桃園—竹林山寺[經赤塗崎]），醒吾科大站下車。  

三重客運  

708 線（林口—南崁），醒吾科大站下車。  

986 線（蘆洲總站—桃園機場），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

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從機場捷運各站上車，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

吾科技大學。  

新屋區公所 L606 線（永安漁港—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本校免

費 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本校。  

觀音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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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11（藍埔活動中心—林口長庚醫院）、 

L512（埔頂—林口長庚醫院）、  

L513（白玉—林口長庚醫院）、 

L515（富林社區—長庚桃園分院），均在 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

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中壢、平鎮、大溪、龍潭方向可搭乘：  
中壢客運  

701 線（龍潭—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

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702 線（大溪—林口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

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汎航通運  

2004 線（林口長庚—中壢火車站），林口長庚醫院站下車，搭免費接駁 車或其他路

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捷運轉乘 從機場捷運各站上車，於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至醒

吾科技大學。  

市民公車 只要有停靠林口長庚醫院的班次，均可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 至

醒吾科技大學（車班請參考各區公所提供之免費公車資訊）。  

 

中南部搭台鐵、高鐵或國道客運：  
台 鐵:由板橋火車站下車，搭乘台北客運 920 線（林口—板橋），醒吾科大站下 車。  

高 鐵:由桃園站下車，轉機場捷運 A18 站於 A9 或 A8 站下車後，搭免費接駁車或其

他路線公車至醒吾科技大學。  

國道客運:只要有停靠林口長庚醫院的班次，均可搭免費接駁車或其他路線公車 至

醒吾科技大學（車班請參考各運輸業者提供之資訊）。  

 
●以上各路線詳細交通資訊請至各大眾運輸業者網站查詢，免費公車則參考新北市、

桃園市政府公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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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現場賽(複賽)家長同意書格式 

 

第一屆醒中盃LOL國中電競錦標賽 

家長同意書 

 

茲 同意            參加由貴校舉辦之第一屆醒中盃 LOL 國中電競

錦標賽，將協助督導子女遵守及配合主辦單位之規範，發揮運動家

之精神，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此致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參賽選手姓名： 

 

參賽選手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備註： 

一、填寫同意書時，請先詳閱相關參賽資格規定及賽事辦法。 

二、同意書各項資料，必須親自填寫正確，以示負責。 

三、本同意書僅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次活動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 

四、本同意書請於報名完成後於3/30前用拍照或是掃描方式e-mail至

linda0910@swsh.ntpc.edu.tw 醒吾高中圖書館 鐘小姐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