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飛鏢會
聯賽規則
（二零二零年五月十五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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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1.1)
「紅心環」 指飛鏢靶最內同心圓所包含範圍。
「外紅心環」 指飛鏢靶最內 2 個同心圓之間的範圍。
「雙倍環」 指飛鏢靶最外 2 個同心圓之間的陝窄範圍。
「雙倍區」 指飛鏢靶雙倍環內 20 個分區中，每個分區均單獨稱為雙倍區。
「三倍環」 指飛鏢靶外紅心環與雙倍環之間 2 個同心圓之間的陝窄範圍。
「三倍區」 指飛鏢靶三倍環內 20 個分區中，每個分區均單獨稱為三倍區。
(1.2)
單數詞語包括眾數詞語，反之亦然。
(1.3)
凡指男性的字及詞句亦指女性。
(1.4)
本文的任何語言翻譯版本，如與英文版本有任何歧異，則應以英文本為準。
2. 工具器材
(2.1)
飛鏢的最大長度應為 12 吋，最重為 50 克。飛鏢應為金屬鏢針，並裝配於鏢筒上。鏢筒尾部應裝
配有鏢桿，鏢桿上可最多裝配六種不同配件，包括：鏢桿，鏢桿連接器，鏢桿環，鏢翼，鏢翼安
全裝置及鏢翼保護裝置。
(2.2)
所有飛鏢靶須以英國飛鏢組織(BDO) 1-20 模式作標準，並且：
(a) 飛鏢靶正上方(即 12 點正位置)的分區應為黑色，該分區的分數應為 20 分；其餘每個分區的
分數以順時針方向排列應分別為 1, 18, 4, 13, 6, 10, 15, 2, 17, 3, 19, 7, 16, 8, 11, 14,
9,12, 及 5。
(b) 擲中雙倍區，其分數應為對應之分區分數的 2 倍。
(c) 擲中三倍區，其分數應為對應之分區分數的 3 倍。
(d) 外紅心環的分數為 25 分，紅心環的分數為 50 分。
(2.3)
飛鏢靶應牢固及垂直地安裝，紅心環中心與發鏢線地面的垂直距離應為 1.73 米 (5 呎 8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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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發鏢線後方與鏢靶面垂直線的水平距離應為 2.37 米 (7 呎 9 1/4 吋)。擲鏢線兩端可無限延長。
(2.5)
如場地許可及有所提供，應在發鏢線後方位置上放置一條最少 2.5 厘米高及 60 厘米長的突起擲
鏢線，突起發鏢線的後方應對準發鏢線所在位置並牢固於地面。
注意：如飛鏢靶按照上述規定安裝，紅心環中心與發鏢線的對角距離應為 2.93 米(115 3/8 吋)。
(2.6)
燈光的放置位置，應以明亮地照耀飛鏢靶為原則，但不可以產生防礙視線的陰影，亦不可以阻礙
飛鏢的路徑。除此之外，燈光亦不應直接或透過其他反射表面照射到擲鏢者。
(2.7)
按本文件所示，發鏢線與飛鏢靶之間的距離以及擲鏢線後 90 厘米的範圍均屬賽區範圍，飛鏢靶
兩旁各 90 厘米範圍亦納入為賽區範圍。各場地須確保飛鏢靶的安裝位置可符合賽區範圍的所需
空間標準。

1.8 米

賽區俯視圖

飛鏢靶

(陰影部份)
2.37 米
發鏢線

9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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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言行指引
(3.1)
各會員於比賽場地應保持端正有禮的言行舉止，亦應完全遵守各比賽場地所訂的各項私人規定。會
員應以整潔得體的衣著進出比賽場地，出賽的會員必須穿著長褲或女子可穿著裙、有袖的上衣及鞋
(不可穿著涼鞋或拖鞋)；賽事前以書面向委員會申請並獲得批准者除外。
(3.2)
所有出席香港飛鏢會活動的參賽者須隨身攜帶其會員證，以備有合理需要時供工作人員檢查。
(3.3)
當比賽對手擲鏢時，絕不能向其喝倒彩及作出分散對手注意力的行為。
(3.4)
當任何參賽者擲鏢時，除指定的大會工作人員外，所有人均不得進入賽區。於擲鏢者視線範圍內的
計分員及其他大會工作人員須盡量保持不動，特別須避免任何手部及頭部動作。一般情況下，只有
在擲鏢者向報分員或計分員詢問資料時，其相關的工作人員方可走動。 其他有關規定請參閱本文第
5.7 項。
(3.5)
任何人士不得於賽區內吸煙或喝酒，擲鏢者身後二呎亦屬禁止吸煙或喝酒的範圍。
(3.6)
賽區內所有手提電話須調較至靜音或振動模式，比賽進行中亦不得使用手提電話。

4. 開始及結束
(4.1)
如沒有其他特定規則，請依照以下指引以決定聯賽中最先擲鏢的隊伍：
(a) 每隊派一名隊員各向紅心環擲鏢，由主場隊先擲鏢，最接近紅心環中央的隊伍將於聯賽中首先
擲鏢。
(b) 若擲出的飛鏢未能固定在飛鏢靶及其周圍位置，擲鏢者須重擲。
(c) 若第一位擲鏢者的飛鏢正中任何紅心環，該隊員應把飛鏢從飛鏢靶上拿下。
(d) 若第二位擲鏢者的飛鏢將第一位擲鏢者的飛鏢打落，則雙方須要重新擲鏢。
(e) 若雙方飛鏢擲中同一紅心環或裁判未能裁定哪隊伍的飛鏢較接近紅心，則雙方須要重新擲鏢。
(f) 距離紅心環較遠的隊伍，在第二局中先擲鏢。
(g) 如需要進行第三局 ，則按照 4.1(a) 至 4.1(e)所述重擲紅心以重新決定最先擲鏢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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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每局均採用「直入倍出」 的計分方式，參賽者可擲任何分數開始，首先擲中結束比賽所需的雙倍區
或內紅心環使其分數減至零者為勝方。此情況稱為「埋鏢」，根據本文第 5.5 條所述或經比賽對手
確認後，宣佈此局勝出。
(4.3)
於擲鏢時，如飛鏢靶上的潛在得分飛鏢導致擲鏢者的剩餘分數少於兩分及飛鏢靶上未有出現埋鏢，
則屬「爆鏢」，其分數亦恢復到此轮开始之前的分数。
注意：: 如擲鏢者未有任何進一步行動，潛在得分飛鏢應仍然附在飛鏢靶上以待收回。
(4.4)
如裁判或計分員錯誤宣佈埋鏢，根據本文第 4.3 項規定，擲鏢者可繼續投擲此輪餘下的飛鏢。如擲
鏢者已於飛鏢靶上收回任何飛鏢，裁判應盡可能把收回的飛鏢重新放回其在飛鏢靶上的原本位置
上，並邀請擲鏢者繼續投擲。

5. 計分事宜
(5.1)
每場比賽均須委任一名計分員，若沒有其他工作人員之情況下，計分員將擔任報分員及裁判。如比
賽設有兩名工作人員，則報分員將擔任裁判。
(5.2)
所有參賽者在擲鏢時，其雙腳或鞋子均不得超越發鏢線後方或踏在發鏢線上。如有違者，裁判應在
其隊長/經理面前向其作出警告；隨後如有再犯，則在犯規情況下所擲出的飛鏢均不能得分。
(5.3)
所有擲向飛鏢靶的飛鏢均需經過深思熟慮，每次只可擲一鏢，而且必須用手投擲並從手中擲出，不
得使用其他器具。以此形式擲出的飛鏢，根據本文第 4.4 及 5.10 條所述，不得重擲。
(5.4)
飛鏢得分根據其鏢針附著飛鏢靶上金屬線包圍部份的對應分數來確定。
(5.5)
飛鏢必須附著飛鏢靶上或接觸到飛鏢靶面直至宣佈得分及記錄後為止，否則飛鏢不能得分。
(5.6)
在宣佈及記錄得分後，飛鏢應由擲鏢者收回。如擲鏢者收回飛鏢，則代表擲鏢者同意所宣佈及記錄
的得分；過後不得再對分數作出抗議。
(5.7)
任何人士均不得觸碰及干擾附著飛鏢靶上的飛鏢，由擲鏢者收回飛鏢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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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計分員應將之前的剩餘分數減去該次擲鏢所得的分數，以重新計算出最新的剩餘分數；兩項分數均
應顯示在記分板上，並且可讓各參賽者清晰可見。各隊伍的剩餘分數，在同隊隊友擲下一輪的第一
支飛鏢前，均可作出修正。
(5.9)
除與擲鏢者一同出賽之隊友外，任何人士均不得在比賽中建議或提示擲鏢者應如何擲鏢 。
(5.10)
在每輪擲鏢中，參賽者可要求報分員告知其投得的分數及剩餘分數。報分員應大聲清晰地宣佈分數，
該宣佈分數將視為正確，除非參賽者在下一鏢擲出前提出質疑或宣佈的分數導致賽事無可能結束(例
如: 159 分高分結束)則除外；如出現此情況，報分員應考慮是否將該宣佈分數視為誤報，擲鏢者可
選擇接受該宣佈答案為正確結果或要求收回誤報後所擲出的飛鏢並重擲。

6. 聯賽隊伍
(6.1)
聯賽由多個組別組成，分別為超級組，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及第四組。為能夠容納所有登記的
隊伍，低級組別可能會按情況需要再進行細分。
(6.2)
於聯賽季開始前，各隊伍應在委員會訂下的截止日期前提交隊伍登記表格及應繳的費用。並詳細寫
明隊名，主場地址，隊長與副隊長姓名及其電話及住址及電郵地址，以及最少六名合資格出賽隊員
的姓名及其會員編號。於賽季期間，各隊伍均可增加出賽隊員，但新增之隊員在該賽季中必須未有
代表其他隊伍參賽。新增隊員的詳細資料需連同相關費用一併提交予聯賽主任。新增隊員需得到聯
賽主任批准後方可代表隊伍出賽。
(6.3)
每隊需指定一名隊長以維護該隊的利益；隊長亦需向委員會負責，以確保隊伍遵守聯賽日期及規則
的要求。隊長需出席每半年一次的隊長大會以交換對聯賽的各種意見。副隊長或其他指定隊員亦可
代其出席此等活動。
(6.4)
任何隊伍如有與聯賽有關的變動（包括聯絡地址及電話變更），則必須通知委員會。各隊員需遵守
憲章第 5 條所訂之責任。
(6.5)
如欲代表隊伍出賽，須符合以下條件：
(a) 該人士必須為飛鏢會的永久會員；或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之飛鏢會會員；或向委員會提交充分
證明文件以證明香港是其現居國家或業務所在之飛鏢會會員。
(b) 該人士在同一賽季中未有代表其他隊伍出賽（即使曾代表的隊伍已不存在），事先得委員會書
面批准則屬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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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任何參加過最近一次聯賽的隊伍，均可進入賽季末的淘汰賽。於淘汰賽中，隊伍可指定一名曾在聯
賽中最少一次代表該隊出賽的隊員，代表該隊參加淘汰賽。
(6.7)
所有位於最低組別之隊伍（包括新隊伍），均不得擁有多於三名於最近一次聯賽中曾代表超級組及
第一組出賽的隊員。
(6.8)
任何位於第一組別或以下的隊伍，如未獲得香港飛鏢會的明確批准，均不可以擁有多於三名來自其
他已晉級隊伍的隊員作為其新隊員。例如，位於第二組的隊伍，不可以徵募來自已晉級及超級組及
第一組的隊員。除非該晉級隊伍於上季聯賽中排名不在前 3 位，但經香港飛鏢會邀請晉級至較高組
別以補足隊數者，則屬例外。

7. 聯賽事項
(7.1)
聯賽包括六局個人賽及三局雙人賽，每局比賽採取 501 三盤兩勝制。
(7.2)
所有比賽不得遲於晚上 8 時 30 分開始，在個人賽開始前隊長應按照本文第 7.3(a)項所述與對手隊伍
交換參賽者的資料。
(7.3)
(a) 個人賽開始前，每隊隊長應在其計分紙在寫下所有參加個人賽的隊員姓名及其香港飛鏢會會員
編號，並與另一方隊長交換此等資料。比賽開始前最少要有兩名參賽者到場，遲到人士請參閱本文
7.5c 條所述。
(b) 雙人賽開始前，每隊隊長應在其計分紙在寫下所有參加雙人賽的隊員姓名及其香港飛鏢會會員
編號，並與對手隊伍隊長交換此等資料。
(c) 在開始參與比賽之前，所有參賽者須向裁判或對手隊伍提交其香港飛鏢會會員證或其他身份證
明文件，以查證其身份。任何未能提交身份證明文件之人士，一律沒有資格出賽。
(d) 在所有比賽中，隊員應按照計分紙上所寫的先後次序順序出賽，除非雙方均同意不按次序出賽
以遷就遲到參賽者則屬例外。雙人比賽方面，每對出賽隊員中名字排第一的隊員，於每局比賽中均
為該隊伍的首名擲鏢者；違者該盤作負。
(7.4)
於第一局比賽中，主場隊須提供一名計分員，而客隊則須提供一名報分員。第一局之後，由兩隊輪
流提供計分員/報分員。如有足夠理據支持下，各隊長可堅持轉換任何未能正確地履行職務的工作人
員。
注意：經雙方隊長同意，第二工作人員可被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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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a) 所有比賽不得遲於本文第 7.2 條所述之時間開始。於該時間後，任何一隊之隊長均可要求開始
第一局比賽。
(b) 當一局比賽結束後，任何一隊之隊長可要求開始第二局比賽；在開始雙人賽前，任何一隊之隊
長可要求 15 分鐘中場休息時間。
(c) 根據本文第 7.5(a)及 7.5(b)所述，比賽須於任何一方要求開始比賽後三分鐘內開始。如有參賽
者缺席，則當棄權論，另一方隊伍將獲勝，所有局數結果均不予記錄。
(7.6)
如任何一隊出現以下情況，該隊則當棄權論：隊長未能根據本文第 7.3 項所述與對手隊伍交換出賽
隊員資料，或該場比賽中該隊有五次棄權紀錄，或比賽中派出不合本文第 6.5 項所述出賽資格的人
士出賽。
(7.7)
比賽當日因特殊原因無法到達比賽場地而被當棄權的隊伍，可向委員會提出抗辯，但必需遵照 7.6
項所述，於事發後 24 小時內向委員會提交解釋並且委員會認為其理由充分合理，方可獲批准補賽。
(7.8)
隊伍隊長應以盡責的態度履行其職務，當與其他隊長發生爭論時，須務必緊記遵守憲章精神以完成
比賽。
(7.9)
如比賽結果未能達至共識，雙方至當時為止之計分紙須連同解釋一併提交予委員會作裁決。

8. 報告結果
(8.1)
各隊隊長共同負責完成計分表及確保其準確性，並須以簽名作實。所有參賽者的姓名及會員編號均
須於計分表上清楚列明；為正式紀錄之用，任何特別成績亦應於計分表上列明。計分表上如有任何
變更，均須得到另一方隊長於計分表上簽名作實。本會一經收到由雙方隊長簽名作實的計分表後，
任何有關之抗議，一律不會受理。
(8.2)
每隊隊長有責任確保計分紙於比賽結束 7 天內提交至本會。計分表可傳真至 2519- 6760 或電郵至
league@hkdarts.org.hk予香港飛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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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聯賽計分事宜
(9.1)
勝出一局單人或雙人賽，則可獲得一局點及於最終聯賽績分上加上一分。
(9.2)
若一隊被當棄權，另一隊則判獲勝。但，如兩隊隊員均缺席，則兩隊於該局均當零分。
(9.3)
以獲得 5 局點或以上的成績為勝出比賽者，於聯賽績分上額外再加一分。
(9.4)
如出現有隊伍棄權的情況，未有棄決的隊伍會被紀錄為勝出一場及可得八分聯賽績分。棄權隊伍的
聯賽績分則會被扣六分。

10. 改期
(10.1)
隊伍可按照以下兩種方法要求更改比賽日期：
(a)未得聯賽主任事先同意，不可把比賽改期至該組別最後一場比賽日期之後。
(b) 要求重新安排比賽日期的隊伍，該隊隊長應按照本文第 10.1(a)項規定，於限期前或限期後 14
天內與另一方隊長聯絡以重訂比賽日期取得共識。新比賽日期須通知聯賽主任及應具有約束力。
(c) 如雙方隊長就安排改期方面未能取得共識，隊長應以書面形式寫明要求改期的原因，並最少於
比賽日期的 7 日前提交予聯賽主任。聯賽主任會按情況作出裁決，決定批准比賽改期或拒絕其改期
要求。
注意：由於改期會令聯賽排名變得混亂，故此即使隊伍於比賽當日未能派出最好選手，本會仍然不
鼓勵隊伍要求改期。
(10.2)
如根據本文第 7.7、7.9 及 10.1 所述，雙方仍未能就重新安排比賽日期一日取得共識，則由聯賽主
任決定有關比賽日期。任何未能根據已修訂的比賽日期出賽的隊伍，會被當作棄權。
注意：聯賽主任傾向優先考慮由被要求改期一方所提出之日期。
(10.3)
任何隊伍不得同時要求超過一場改期或不能同時有超過兩場的改期（包括被要求的改期），賽事前
以書面向委員會申請並獲得批准者除外。
(10.4)
如遇以下天氣原因：下午 5 時後懸掛 3 號或更高颱風訊號、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儘管本文 10.1(a)
及 10.3 有所述，當日賽事即定為改期。雙方隊長需按照本條文商議及安排補賽或在雙方隊長同意及
安全情況下於同日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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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當進行改期賽時，必須在計分表上清楚寫明原訂的比賽日期。
11. 退出
(11.1)
任何隊伍如出現以下情況則被視為退出聯賽：以書面通知委員會有關退出事宜，或在同一聯賽中被
記錄有多於兩次的棄權紀錄，或被委員會逐出聯賽，或未能為下一季聯賽登記出賽。
(11.2)
如隊伍於聯賽進行中退出，其比賽之所有成績，不論進行與否，一律當作無效。其比賽不論輸贏均
不能獲得聯賽績分。但，該賽季中其隊員於退出前秉獲得之個人成績，仍當有效。

12. 獎項
(12.1)
香港飛鏢會或其批准的贊助商會頒發相應之獎項（如獎盃或獎品）予聯賽及分組賽的冠、亞、季軍。
於聯賽期間或結束後，委員會可考慮頒發額外獎項。
(12.2)
除事先得到委員會批准，否則未能依照委員會所訂之時間地點出席頒獎禮者，其所得之獎項會被沒
收。
(12.3)
所有永久性獎盃須保持良好狀態，並於下届頒獎禮舉行 7 日前歸還香港飛鏢會。
(12.4) 凡於香港飛鏢會主辦或協辦的比賽做出以下成績，將獲頒發相應的額外獎項。
(i) 9 鏢或 170 分完局
(ii) 180 分 - 將計算入個人所得總數內，並於第 1、5、10、15、20、25、50 及以後每 50 次頒發獎
項。

13. 晉級及降級
(13.1)
最終聯賽總績分決定每隊於組別中之排名。績分較高的隊伍其排名則較前。
(13.2)
如最終聯賽總績分出現同分情況，勝出場數較多的一隊應獲得較高排名。如勝出場數亦出現平手，
則勝出局數比例較高的一隊獲得較高排名。如仍然出現平手情況，則考慮兩隊相互比賽的結果以決
定最終排名。如委員會仍然未能適當地作出排名，委員會可以(a) 要求進行附加賽，或(b) 根據委
員會考慮後決定兩隊之最終排名，包括宣佈兩隊排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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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各隊伍於聯賽中的組別變動稱為晉級或降級，其變動按照各隊伍完成聯賽後的最終排名而定。所有
晉級或降級，於隊伍登記參加下季聯賽之後、聯賽開始之前作出變動：
(a) 超級組及第 1 組
超級組中排名最低的三隊會被降級至第 1 組，而第 1 組中由排名最頭的隊伍開始晉級，直至補足超
級組所需隊伍數量為止。
(b) 第 1 組及第 2 組
第 1 組中排名最低的三隊會被降級至第 2 組，而第 2 組中由排名最頭的隊伍開始晉級，直至補足第 1
組所需隊伍數量為止。
(c) 第 2 組及較低組別
第 2 組中排名最低的三隊會被降級，而第 3 組中由排名最頭的隊伍開始晉級，直至補足第 2 組所需
隊伍數量為止。
(d) 第 3 組及第 4 組
第 3 組中排名最低的三隊會被降級，並被編入第 4A 組。而第 4 組中由排名最頭的隊伍開始晉級，直
至補足第 3 組所需隊伍數量為止。而第 4 組各分組中排名較低的隊伍，會依名次倒序被編排至第 4B
組，直至補足所需隊伍數目為止。如第 4 組沒有分組，則被降級的隊伍將被編排至第 4 組，而第 4
組中由排名最頭的隊伍開始晉級，直至補足第 3 組所需隊伍數目為止。
(i) 任何在最近一次聯賽中未有排名的隊伍，會被編入第 4 組。如有分組，則將被編排至第 4A 組內。
如被編入第 4A 組的隊伍過多，應先考慮減少第三組降級隊伍；再增加第四組晉級隊伍的數目或
編排以較多新會員組成的新隊伍至第 4B 組。
(ii) 被編入第 4B 組的隊伍不得加入多於一名來自各個組別的冠、亞、季軍隊伍的隊員及第二組或
以上組別的隊員。
註：第 4 組應維持不多於 28 隊隊伍，第 4B 組只會編入最近一次聯賽中第 4 組排名較低的隊伍；第 3
組降級的隊伍只會編入第 4A 組。
(13.4)
如果要從組別的分組中晉升單數數目的隊伍，則由分組的 A 組選取最後晉級隊伍。
(13.5)
各組別應維持 8 至 14 隊隊伍，而各組別的隊伍數目亦不應相差多於一隊。較高組別的隊伍數目應多
於較低組別。
(13.6)
如該組別中有隊伍退出，導致組別中所需隊伍數目不足，則被降級的數目亦應相應減少。當組別所
需隊伍數目增多時，晉級隊伍的數目會多於被降級隊伍的數目。相反，當組別所需隊伍數目宿減時，
被降級隊伍的數目會多於晉級隊伍的數目。
注意：當要符合第 13.5 的需求而令組別的隊伍數目增多時，亦可減少降級隊伍的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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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如在安排新一季聯賽賽程時，出現不能決定隊伍屬於現有隊伍或新隊伍的情況，該隊伍必須
擁有三名或以上在最近一次聯賽中曾代表該隊出賽的隊員，方可被當成現有隊伍。如有兩隊出現此
情況，則以其所有隊員出賽總次數作比較，最多者會被當成為現有隊伍。
(13.8) 每個組別的冠、亞、季軍均不得解散或變更隊名以返回最低組別，。
(13.9) 所有冠、亞、季軍均不得拒絕晉級至較高組別。任何拒絕晉級至較高組別的隊伍及其隊員，
均會被取消參加下季聯賽的資格，除非有合理理由及經委員會考慮及批准則除外。被取消資格的期
限由委員會決定。
(13.10) 聯賽編組是視乎參賽隊伍數目而作最後決定。委員會保留最終的決定權。

14. 場地
(14.1)
每隊於提交隊伍登記表格時，亦應指定主場地，於一般情況下該隊伍的一半比賽將在主場進行。任
何符合以下所述之合法場所均可作為主場地：
(a) 該場地於晚上七時半開始，並直至比賽完結或直至午夜（以較遲者為準）均可作為比賽場地。
(b) 該場地必須允許所有對手隊伍及其支持者進入，且不可以設有任何不合理的限制。所有衣著限
制（例如，禁止穿著牛仔褲）或其他比本文第 3.1 項所述更嚴格的衣著限制，均須通知香港飛鏢會
及個別通知將會於該場地比賽之隊伍隊長。
(c) 該場地須提供進行飛鏢比賽的所需設施（例：比賽日當晚預留不少於 6 個室內坐位給予作客隊
伍直至比賽完畢）及提供一個不被騷擾的環境以進行比賽。
(d) 該場地之位置，必須可讓客隊以不多於 90 分鐘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來或回金鐘為準則。
(14.2)
比賽場地不得更改，得委員會事先批准則除外。於發出正式賽程表後、聯賽季開始前更改比賽場地
之隊伍，其隊長應於 6 天前通知所有受此更改影響的隊伍隊長。任何未有遵守此規則之隊伍，將被
視為棄權。
(14.3)
如有任何與場地有關之聯賽日期變更，主場隊隊長應於最少 24 小時前通知主場有關變動。

(14.4)
委員會將不時檢查場地及其規則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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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淘汰賽
(15.1)
以上規則亦適用於其他由香港飛鏢會舉辦之比賽，如有特別為某場比賽訂立其他規例則除外。這些
特定規則會於比賽中張貼及傳閱。
(15.2)
在對比賽有利的情況下，委員會保留在比賽中編排種子選手的權利。
(15.3)
任何參賽者或隊伍，如於任何淘汰賽中在合理及公平情況下被淘汰，則不可以再參與該淘汰賽。
16. 抗議
(16.1)
在任何由香港飛鏢會主辦及須遵守本比賽規例的比賽中，如欲對任何行為作出抗議，應在正式計分
紙上寫明有關之抗議通知，並於事發 7 天內提交至本會。提出抗議的一方須使用一切可能辦法，通
知另一方隊長有關抗議事宜。所有與事件有關的支持文件及詳細資料，須於事發後 14 天內提交予本
會。未有遵守此規則者，其抗議將被當作無效。
(16.2)
違反比賽規例的懲罰，於隊伍方面包括：警告，扣分，比賽當作棄權，降級，或最嚴重者為被逐出
聯賽。於個人方面，懲罰包括：警告，停賽，或最嚴重者為被逐出本會。

17. 闡釋及變更
(17.1)
根據憲章第 15 條所述，委員會保留在適當情況下不時增加、修改或刪除以上比賽規則的權利，經修
訂的比賽規則將取代原本的比賽規則。
(17.2)
委員會的一切決定及對香港飛鏢會比賽規則的闡釋均為最終定案，且具有約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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