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大專壘球聯賽章則 
 
一. 前言 

1. 本賽事由香港壘球總會主辦，賽事委員會（下稱賽會）由香港壘球總會派出代表。賽

會擁有隨時修改本章則及本章則最終解釋之權力，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2. 如因任何天氣、疫情、場地封閉或政府防疫政策等不可抗力導致比賽延期，香港壘球

總會將對比賽賽期作最終決定，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a. 所有比賽日及預備日會先在賽前隊經理會議作實。 

b. 除已編定的預備日外，或在比賽雙方同意下，改期比賽將不會在宣布延期後的

5 天內進行。(即改期比賽最快必為下一個周末) 

3. 如因前文提及因素，在該年度第一場比賽開始後的 6 個月或 184 日後(以較短者為準)，

賽程仍未完結，則該年度餘下所有比賽取消。各隊名次將在考慮出線四強或分組賽隊

伍後，以分組賽成績按本文七. 5 的方式排列。 
 
二. 球員資格，註冊及隊伍義務 

1. 所有註冊球員必須為香港壘球總會會員，且所有參賽球員必需為參與院校之現有註冊

學生 或 應屆畢業生 (只限 2 個名額及只適用於女子組)。 

2. 每支隊伍最少需註冊 9 名球員，最多可註冊 25 名球員。 

3. 所有隊伍除報名費外，需繳交港幣$500 按金。按金由香港壘球總會代為保管，如隊伍

沒有缺席比賽，按金將於聯賽所有賽程完結後發還。 

4. 在首次註冊球員名單後，任何隊伍如有需要增加球員，球隊必需在比賽三日前為新增

隊員完成登記程序，逾期登記將不獲接納。 

5. 註冊名單會登錄於 iScore 獨立資料庫內，供賽會及壘球總會作參考、比賽數據內部記

錄、與工作人員培訓之用。 

6. 每名球員須在註冊時上載或繳交學生證副本以核對學生資格。另外每場比賽前須經當

值記錄員核實其身份。 

7. 如有隊伍派出不合資格球員，一經對隊提訴成立，賽會可即時終止比賽及判違規隊伍

以奪權比賽方式落敗，並保留對違規隊伍判罰或取消餘下比賽資格之權利。 

8. 為提供工作人員培訓及推廣壘球知識，壘球總會會在比賽開始前舉辦學生裁判班課程。

各隊伍需指名派出至少一名其註冊球員參加上述課程。另外每隊將被編排擔任最少一

場義務裁判工作。如隊伍無法派員出席課程或缺席義務工作，其按金將被全數沒收，

且賽會保留禁止隊伍參加餘下賽事之權利。 



 

 
三. 一般規則 

1. 本賽例根據 WBSC FPPR 及香港壘球總會聯賽本地規則撰寫。除第九擊球員條例，場

地規則及比賽時間外，本賽事其他球例會依照當時聯賽使用的 WBSC FPPR 版本（即

今屆使用 2018-21 版本）執行，並尊重裁判員及記錄員判決。 

2. 如任何隊伍須互換賽程或放棄比賽，必須在比賽時間前不少於 72小時書面通知賽會。

逾期通知將不獲接納。 

3. 如隊伍沒有在比賽開始時間前 72 小時書面通知賽會將放棄比賽，並於比賽開始時沒有

9 名已註冊球員到場開始比賽，視為缺席比賽，其按金將被賽會全數沒收；該隊亦不能

參加年度內由香港壘球總會舉辦的所有比賽。缺席比賽於分數紀錄上視為奪權比賽。 

比賽開始後，隊伍因任何原因被判奪權比賽，不會被視為缺席比賽。 

4. 任何隊伍如被判奪權比賽，將依照WBSC FPPR 1.2.7 判該隊以 0:7 落敗。 

5. 關於奪權比賽於小組賽的排名處理，參閱分組排名計算及對戰優質率一節。 
  



 

四. 工作人員及非球員隊伍成員 

A. 裁判 

1. 本賽事會由香港壘球總會註冊裁判員，或正報讀或考核香港壘球總會裁判員資格的實

習裁判員，在香港壘球總會認可註冊裁判員作現場監察下進行裁判工作。 

2. 主審必須具有香港壘球總會註冊裁判員資格。 

3. 分組賽時，使用二人裁判法，壘審將由二. 8. 提及的學生裁判擔任。 

4. 如當值裁判員為同組別現職院校隊伍教練或球員，則必需在比賽雙方同意下才能於該

場執法。  

B. 記錄員 

1. 本賽事會由香港壘球總會註冊記錄員，或正報讀或考核香港壘球總會記錄員資格的實

習記錄員進行記錄工作。 

2. 比賽前，記錄員須核實其身份。 

3. 記錄員必須計時，清楚記錄兩隊得分、出局數、殘壘數及球員更換事項。 

4. 比賽途中記錄員只須回答兩隊即時分數，其他問題一概不予回應。 

5. 比賽後記錄員會將出場球員證件歸還予隊經理，並向賽會上載分紙。 

C. 隊經理及總教練 

1. 每隊必須委派一名隊經理或總教練處理球員名單，更換球員等事宜，以簽署在陣容

(Line-up card)的姓名為準。 

2. 如有球員調動，隊經理或總教練需直接向主裁判提出。 

3. 各隊經理或總教練應熟讀規則，更換球員時指明離場進場球員號碼及棒次，清楚表示

守備位置之改動，避免浪費比賽時間。 

4. 賽後隊經理或總教練須在分紙上簽署分數核實。 

D. 其他非球員隊伍成員 

1. 除賽會工作人員外，任何由比賽隊伍認可進出其板凳區域的人員亦視為非球員的隊伍

成員。 

2. 比賽期間雙方球員或其隊伍成員不得於本壘板檔網後方區域停留以干擾比賽進行。 
 
  



 

五. 比賽時間 

1. 比賽前三十分鐘雙方須繳交出場陣容及身份證明文件，並核對球員身份。逾時繳交出

場陣容可被判奪權比賽。 

2. 比賽以雙方互相躹躬起計時。 

3. 分組賽開始後 90 分鐘將不再開始新局，使用領先規則 (Run Ahead Rule, WBSC Rule 

1.2.3)，。 

4. 名次賽、準決賽、季軍戰及決賽開始後 100 分鐘後不開新局，並使用領先規則。 

5. 當計時完結後，只要發生了以下任何情況，主審皆可即時宣告比賽結束。 

a. 如該局上半經已完結，且主隊領先； 

b. 如該局上半經己完結，且主隊在該局下半取得致勝分； 

c. 如使用第九擊球員條例， 

i. 該局上半正在進行或經已完結，且客隊領先十分或以上；或客隊領先分

數大於主隊在下半局最多能取得的分數： 

即客隊領先 9 分及獲得 1出局，或客隊領先 8分及獲得 2 出局； 

ii. 該局上半正在進行，且主隊領先十分或以上；或主隊領先分數大於客隊

在上半局最多能取得的分數： 

即主隊領先 9 分及獲得 1出局，或主隊領先 8分及獲得 2 出局； 

d. 分組賽如該局下半經已結束，且兩隊得分相同，即判賽和。 

6. 名次賽、準決賽、季軍戰及決賽時，如計時完結及該局完成後兩隊得分依然相同，將

使用突破僵局制繼續比賽，直至分出勝負。 

7. 兩局為比賽有效局數。如因天氣或場地問題中止比賽，則按下列判決： 

a. 如比賽於第二局下半結束前終止，且客隊領先或和局，則比賽擇日重賽。 

b. 如比賽於第二局下半結束前終止，且主隊領先，則判主隊以目前分數勝出。 

c. 如比賽於第二局下半結束後終止，且客隊領先或和局，以上一已完成局的分數

作為該場比賽結果。 

d. 如比賽於第二局下半結束後終止，且主隊領先，則判主隊以目前分數勝出。 
  



 

六. 第九擊球員條例 

1. 此條例只在分組賽及名次賽適用，四強，季單戰及決賽不適用。 

2. 當攻方在同一半局內輪次至第九名擊球員打擊，記錄員必須在該擊球員進入擊球區前

向主審示意此擊球員為第九擊球員(9th batter)。 

3. 防守隊不可在沒有投出四個壞球下向第九擊球員示意故意四壞球保送。 

4. 如下列事件發生在第九擊球員的打席時，為比賽停止球，擊球員及壘上所有跑壘員由

投球時持有壘包推進兩個壘包，半局完結： 

a. 四壞球(包括沒擊出的違規投球）； 

b. 觸身球； 

c. 不死三振時，因暴投、捕逸或其他原因以致投球進入死球區或形成阻礙球； 

d. 擊球員被阻礙擊球； 

e. 可成第四壞球的違規投球被擊出； 

（註：d,e項均為延遲死球，如任一跑壘員無法（由投球時）推進兩個壘包，

攻方領隊可選擇執行擊跑員及所有跑壘員進兩壘之判決，或維持其打擊結

果。） 

5. 擊球員被三振出局後，因暴投、捕逸或其他原因以致投球進入死球區或形成阻礙球為

比賽停止球，壘上所有跑壘員由投球時持有壘包推進兩個壘包，半局完結。 

6. 如第九擊球員被三振出局時壘上無人，半局完結。 

7. 如第九擊球員被三振出局時壘上仍有跑壘員，而該出局並非為第三出局，比賽進行

中，守方可以明確作出阻殺壘上跑壘員的守備行為，此時持球意外接觸本壘板的防守

球員不會被判作出完結半局的守備行為。 

如守方明確將球放在本壘板上，或防守球員接觸本壘板時持球後離場、沒有阻殺跑者

之守備行為行為或表明完結半局，該半局視為完結。壘上未得分跑者視為殘壘。 

8. 如第九擊球員因任何原因擊球員變成擊跑員，比賽進行中： 

a. 如球被手持放在本壘板上，或防守球員接觸本壘板時持球，半局完結。壘上未

得分跑者視為殘壘； 

b. 下列為比賽停止球，半局完結： 

i. 全壘打：擊球員及壘上所有跑者得分； 

ii. 場地二壘安打：擊球員及壘上所有跑者由投球時計算進兩個壘； 

iii. 非投球的比賽進行球進入死球區：參考附錄（一）6.。 



 

9. 半局完結後守方可對漏踏壘包或飛球過早離壘等提訴，唯必須根據WBSC FPPR中的

提訴方式方為有效。  



 

七. 分組排名計算及對戰優質率 (Team Quality Balance, TQB) 

1. 分組賽時，每小組將進行單循環比賽。 

2. 下列項目將作為分組賽排名參考數據：總得分(RS)，總失分(RA)，總進攻出局數

(TOO)，總防守出局數(TDO)，總得失分差（RD)及對戰優質率(TQB). 

3. 分組賽時，任何隊伍如被判奪權比賽 

a. 依照WBSC FPPR 1.2.7 判該隊以 0:7 落敗， 

b. 計算被判奪權比賽一方失分為 7，得分為 0； 

c. 計算勝方此場得失分皆為 0. 

（註：此舉為避免令勝方在有奪權比賽下於 RS及 TQB對比其他同組球隊取得

不合理優勢） 

d. 計算雙方進攻和防守出局數皆為 0； 

e. 如有隊伍在比賽中途放棄比賽，則 

i. 維持該隊放棄比賽時的賽果，或 

ii. 使用上述 七. 3. a-d 的方式， 

決定該場比賽結果，以兩者之間對該隊對戰優質率較不利者為準。 

4. 對戰優質率 (TQB) 計算方式為： 

將每一防守局以出局數分為三部分，每一個出局數定為 1/3局。 

TQB = [（總得分/總進攻局數）-（總失分/總防守局數）]  

或簡化後，計算時會於試算表以下列符號及算式表示： 
TQB=3*[(RS/TOO)-(RA/TDO)] 

例子： 

甲隊兩場比賽中 

總得分 29 分，總進攻出局數 7；總失分 12 分，總防守出局數 17： 

其 TQB為： 
( 29/ (7/3) ) - ( 12/ (17/3) ) = 10.31 

5. 小組排名將根據下列項目依次決定： 

a. 小組勝率較高者； 

b. 如兩隊或以上勝率相同，則按下列優先次序排名： 

i. 和局數較多者優先； 

ii. 隊伍間互相對壘者勝率較高者優先； 

iii. 隊伍間互相對壘者和局較多者優先； 

iv. 總 TQB較高者優先； 



 

v. 總得失分差較高者優先； 

vi. 總殘壘數較多者優先；  

c. 擲毫 
 

  



 

請參閱 Excel File （2021年度小組賽排名）的例子 
https://docs.google.com/file/d/19e_q6cYwmrp6PN-
B1ae3rH5enLnZbwQD/edit?usp=docslist_api&filetype=msexcel 

 
 
八. 抗議及提訴 

1. 賽會專重裁判及記分員裁決，不接受任何關於裁判認定範𤴆之抗議。 

2. 如認為裁判員錯誤應用規則，可即時向記錄員申請提訴，唯提訴一方須在比賽開始時

間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賽會提出書面提訴，並繳交提訴按金五百元。 



 

3. 如提訴一方勝出比賽，該提訴將自動失效。 

4. 如提訴成功，按金將被獲退還，並擇日由提訴時一刻續賽。如提訴失敗，按金將被沒

收。  



 

附錄 （一） 

場地及死球區域規則 

1. 如擊出界內球直接飛越 SKM #3 外野全壘打線（直接擊中雪糕筒視為已飛越）、SKM 

#4 外野石屎地部份或 TKR全壘打線即為全壘打。 

2. 如擊出界內球彈出死球區域，或擊出界內球直接飛至 TKR下層擋網，則判為場地二壘

安打，擊球員及壘上所有跑者由投球時計算進兩個壘。 

3. SKM死球線外及所有緩跑徑部份視為死球區域，擋網拉線後方範圍為死球區域，由裁

判員認定。 

4. TKR雙方板凳內及金屬網上之繩網部份皆為死球區域。 

5. 如球離開活球區域接觸死球區域物件，或球員持球時身體任意一部份完全踏出死球區

域，該球為比賽停止球。 

6. 下列為比賽停止球，按照WBSC FPPR相關規則作出判決： 

a. 野手暴傳至死球區：擊跑員及壘上跑者由傳球離手一刻計算進兩個壘。 

b. 因觸殺失誤球被撥進死球區：擊跑員及壘上跑者由球離場計算進一個壘。 

c. 野手無意持球進入死球區：擊跑員及壘上跑者由球離場計算進一個壘。 

d. 野手故意持球進入死球區：擊跑員及壘上跑者由球離場計算進兩個壘。 
 



 

附錄 （二） 

各隊參考資料 
 
TQB 
參考： 

以往香港壘球比賽計算排名方式主要先計算總失分，比賽皆為限時。於本地有 9th 

batter的限時比賽中，當先攻隊取得大量得分，就有機會因分差過大而令比賽提早結束，

主隊即使後攻，亦因比賽時限喪失繼續進攻機會，無法令先攻隊增加失分，弱旅一但

被編為主隊，就更容易因大比數落後，錯失可減低分差相關而晉級的機會。 
 
在香港計時比賽下，每場比賽節奏之快慢會令各隊比賽局數出現參差。且在相同水平

下，總局數越多，總失分必然相應增加。相反，如隊伍被 walk over, 勝出一方平白便

獲得一場零失分的球賽。特別在低水平組別，對其他須完成所有賽事的球隊不公平。

計算排名時，過早優先計算總失分而不考慮隊伍攻擊力亦不能全面反映每隊整體實力。 
 
與足籃手曲棍球等需爭奪控球權的球類運動不同，棒壘球的先後攻回合制度令小組各

隊在每一賽季所參與的進攻或防守局數不同，會令小組內各隊攻守數據差異甚大。在

大聯盟比賽沒有限時，一季比賽場數之多及主客場數大致上均等，足以抵消攻守局數

不同之影響。但是即使在世界棒球經典賽或現有 WBSC 的小組賽制中，主客機會並非

均等，甚至有可能需要使用領先規則，使短期內完成的小組賽的每隊攻守局局數存在

一定差異。這令 IBAF (WBSC的棒球界前身)重新審視應否採取平均每局得失分的小組

計分方式。 
 
使用 TQB所需資料僅為各隊比賽相關的出局數，計算亦並非困難。TQB可減少得失分

差或進攻局數減少對後攻隊之影響，亦更反映各隊每局平均的攻守能力，比單純使用

得失分對各隊更為公平。同時因為 TQB 的計算方式，增加防守出局數乃增加 TQB 的

有效方法，這亦可鼓勵隊伍即使是 9th batter時防守仍以追求出局數為目標，增加比賽

可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