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澳門排球總會
2021 全澳公開排球聯賽章程
(1) 定名:

2021 全澳公開排球聯賽。

(2) 宗旨:

以提倡體育聯絡感情及推廣排球運動為宗旨。

(3) 資格:

1. 參賽球隊必須以球會(1)名義報名。
2. 球員需持有本澳特區政府發出之合法居留文件，經本會註冊、能遵守體育道德
及服從本會一切章則。
3. 參賽球員身體狀況必須良好及適宜進行劇烈運動，否則本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
格。本會對因參賽而引起之一切健康及受傷問題不予負責。
4. 每隊可報三名非持有本澳居民身份証的外援球員，但出場比賽只限兩名。
5. 同一球員不得參加兩隊，如發現即取消其比賽資格。
6. 各隊球員一經報名註冊後，賽事中途不得轉會(隊)。
7. 各隊必須按 2019 年度聯賽後之分組結果(2)報名。

(4) 組別:

男子甲、乙 1、乙 2 組，女子甲、乙 1、乙 2 組。甲組網高按國際賽標準高度，男乙
1 二米卅八、乙 2 二米卅八，女乙 1 二米二十四及乙 2 二米二十。

(5) 比賽制度:

抽籤時公佈。

(6) 比賽規則:

1. 採用本會審訂之最新國際排球規則比賽。
2. 各隊球員必須穿著統一標準比賽服裝，否則不能參加比賽。
3. 球衣號碼只可以是 1-20 號，否則不能參加比賽。
4. 不得更改球衣上的號碼 (如貼膠紙) ，否則不能參加比賽。
5. 甲組採五局三勝制，乙組採三局二勝制。
6. 在同組別中同一球會之不同隊伍在對賽時必須穿著不同顏色的比賽服。
7. 最多可 14 人出賽，但出 14 人時出賽球員中必需要有 2 名自由人。如出 13 人
時，則 必需要有 1 名自由人。
8. 男甲組得最後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降為男乙 1 組。
男乙 1 組得第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升為男甲組。
男乙 1 組得最後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降為男乙 2 組。
男乙 2 組得第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升為男乙 1 組。
女甲組組得最後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降為女乙 1 組。
女乙 1 組得最後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降為女乙 2 組。
女乙 1 組得第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升為女甲組。
女乙 2 組得第一名之球隊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升為女乙 1 組。
(升/降球隊之球員於下年度之聯賽及第 52 屆銀牌賽必須在其該升/降之組別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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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名:

1. 每隊報名球員不得少於八人或超過十四人，抽籤後不得更改球員。
職員可報教練一人(*必須為排總註冊教練)及助教二人。
2. 日期: 即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下午 5 時。
3. 若一球會於本賽事報多於一個球隊時，需以不同隊名區分。
4. 費用: 每隊報名費甲組 550 元、乙 1 組 450 元、乙 2 組 400 元。 每球會需繳
交年費 200 元。
5. 新球會需繳交入會費 500 元。
6. 手續: 填寫清楚報名表格，首次參賽球員須交一吋正面相片一張及証件副本。
7. 填表: 全部採用線上報名 (線上報名表 google form)。
8. 繳費: 以網上/ATM 轉帳:大豐銀行賬號 (2112165313)，轉帳後請將 1. 轉帳截圖
或入數紙圖片、2. 隊名稱及組別發至 info@volleyball.org.mo 供核對。

(8) 抽籤日期:

2021 年 2 月 18 日晚上 6 時 30 分，理工本會辦公室。

(9) 比賽日期:

2021 年 2 月份開始。

(10) 獎勵:

甲組獎 4 名(獎杯及獎牌)，乙 1 組獎 3 名(獎杯及獎牌)及乙 2 組獎 3 名(獎杯)。
甲組設最有價值球員個人獎項(男女各一)
*參賽隊伍需在報名表上填寫聲明是否要訂造奬盃，如得奬奬盃並沒有代表出席領取奬盃，奬盃
將會被銷毀。日後該隊再次及每次申請時均需要支付相關費用。

(11)

棄權:

各隊須於賽程編定之比賽時間十五分鐘前到場等候比賽。如到比賽法定時間後 10 分
鐘仍不足合法人數出場即被判棄權。棄權球隊將被判以零比三（甲組）或零比二
（乙 1、乙 2 組）負與對賽而又按時出席的球隊。棄權並不會影響該隊日後出線資格。

(12) 棄權罰則: 首次棄權罰款 300 元，需於三個工作天內向本會競賽部繳交，否則不得繼續參賽及
被取消賽事資格。球隊須繳清罰款才可參與本會隨後舉辦之比賽。第二次以上棄權
罰款 500 元，罰款須於七日內向本會繳交。如不繳交，該球會兩年(本年度及下年度)
內被禁止參加本會之任何比賽及事項。
(13)

上訴:

球隊享有上訴權利。但必需完成整場賽事，並於賽後由隊長在記錄表上以面書提出
並簽名請求上訴，球會於賽後廿四小時內據情繕函連同上訴費 500 元向本會提請上
訴。得值與否，上訴費概不發還。

(14) 改期:

本會編定之比賽秩序，球隊不得要求改期，但本會有權隨時修改。

(15) 計分法:

甲組: 賽果 3:0 或 3:1 時，勝方得 3 分，負方得 0 分。3:2 時，勝方得 2 分，負方得
1 分。 乙組: 賽果 2:0 時，勝方得 3 分，負方得 0 分。2:1 時，勝方得 2 分，負方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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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它:

-

以勝出比賽場數較多者名次較高

-

勝出比賽場數相同時，以積分較高者名次較高

-

若再相同時，以全部賽事之總得局除以總失局，其商數較大者名次較高

-

若再相同時，以全部賽事之總得分除以總失分，其商數較大者名次較高

-

若再相同時，以同分球隊間賽事之總得局除以總失局，其商數較大者名次較高

-

若再相同時，以同分球隊間賽事之總得分除以總失分，其商數較大者名次較高

-

若同分隊伍為兩隊時，以該兩隊間最後一場對賽之成績定名次

-

若同分隊伍超過兩隊時，以抽籤定名次

1. 球員席只容許當場比賽之球員及其隊之教練及助教進入。
2. 甲組、乙一球員如降組參賽，需入信向排總申請。
3. 如有球員代表澳門外出比賽，球隊必須在該比賽日一個月前通知排總及 提交球員
名單作不安排比賽之申請。
4.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本會有權隨時修改之。

(17) 防疫措施:

1. 各球隊球員、教練及裁判於首場比賽時必須出示有效期內新型冠狀病毒
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而隨後之比賽只須出 示健康碼。凡未能出示新型冠
狀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者，不能出場參與比賽；如球 隊向本會到場出
示上述核酸證明的人數未足法定出場人數，本會亦視同該場比賽棄權。
2. 所有人員進場時，必須通過體溫檢測及出示有效的個人健康碼。
3.人員進入比賽場必須全程佩戴口罩，僅即場比賽的球員、教練及裁判可
豁免。

註(1): 球會: 已於體育局註冊(登記)之體育會或教育暨青年局認可之學校 註
(2): 2019 年度聯賽後之分組結果如下:
男甲: 驁駿、紅藍 1、紅藍 2、梓楓好世界 A、友樂 A、慈青體育會、紅藍嵐、友樂乙(升組)
女甲: 紅藍、忠信、凌鋒 A、友傑、培正 A、鳴昊(友樂）、紅藍正、培正 B (升組)
(以上各隊之球員為 2021 年度甲組球員)
男乙 1:紅藍藍、梓楓 C、恩青、梓楓 B、慈幼乙、慈幼甲、赤揚 C、毅雲(升組)
女乙 1:二龍喉、警察、凌鋒 B、浸信 A、赤揚 C、SRL(BATTLE) 、永援、培正 C (升組)
(以上各隊之球員為 2021 年度乙 1 組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