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賽事特定規則

The following document outlines the tournament specific rules applied to all elements of the
ASUS ROG Masters 2022. This document in its entirety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BISOFT Code
of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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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綱
此文件（“賽事特別規則”）適用於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在附錄 A 中指定的國家/地區所
舉行的 ROG 大師賽亞太區 2022（公開預選賽、地區性決賽和亞太區決賽）之全部內容

對於與 ESL全球規則類似之所有規則，本賽事特別規則將取代上述規則。

本賽事具體規則的英文版與任何其他翻譯版之間如有任何差異或不一致，皆以英文版為準，相關翻譯版
將被視為自動修改，使其與英文版本之相關文本一致。

如果對本次比賽、註冊過程或如何參賽過程有任何疑問，請加入ROG大師賽2022之Discord群組。。

2. 選手資格和註冊

2.1資格要求
只有符合條件的個人才能參加 ROG大師賽亞太區 2022（“錦標賽”）。

參賽者必須擁有以下條件:

1. 必須是附錄 A：國家/地區和年齡中概述之管轄地區的居民。;
2. 被允許遊玩《湯姆克蘭西之虹彩六號：圍攻行動》，根據他們當地的年齡限制，在整個賽事期間，
如附錄 A：國家/地區和年齡中所述。;

3. 在賽事期間的所有重要時間都擁有或可以登入 PC 版的《湯姆克蘭西之虹彩六號：圍攻行動》;
4. 擁有有效的Uplay帳號;
5. 擁有有效的ESL帳號;
6. 擁有至少 5Mb 的網路頻寬以進行轉播;
7. 確認接受本賽事的條款與條件（“賽事特定規則”（有關如何接受，請參閱下文 2.2）。

滿足上述所有資格要求的個人將在以下稱為“選手”。

如果在比賽期間的任何時間點，賽事主辦方發現個人不符合任何一項資格要求或損害贊助商的品牌形
象，該選手將被禁止參加比賽和/或無法獲獎。

2.2報名
所有選手都必須:

1. 年滿18周歲，未滿18周歲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屬於參賽地區（即如果一支隊伍參加日本預選賽，所有球員都必須居住在日本）;
3. 在賽事應用程序或 ESL Play 賽事中心頁面上將他們的 Uplay 帳戶連結到他們的 ESL 帳戶;
4. 使用與ESL Play綁定的同一個Uplay帳戶參加比賽；
5. 閱讀並接受賽事特定規則和相關隱私政策，包括 ESL 隱私政策。 有關ESL SEA Pte.賽事主辦方
有限公司（“ESL”）將如何處理您的信息，請查看 ESL 隱私政策和下文第 6 節（“一般條款”）。

3

https://play.eslgaming.com/rules
https://discord.com/invite/QUFc6M3C97


Last updated on August 9th, 2022

2.3 Discord使用程序
本次賽事Discord上運營和管理。 所有參賽者必須加入比賽的 Discord伺服器才能參加比賽。參賽者需
要點擊“Welcome”頻道中的參賽區域圖標，以查看其區域比賽所需的頻道。

2.4保密性
賽事主辦方與選手或隊伍之間通過任何溝通渠道進行的所有對話均被視為嚴格保密。未經主辦方書面

確認，禁止發布任何溝通內容。

3. 賽事結構

3.1地區
賽事將在以下地區舉行:

● 日本預選資格賽

○ 東日本伺服器

● 韓國預選資格賽

○ 東亞伺服器

● 南亞預選資格賽

○ 東南亞伺服器

● 東南亞預選資格賽

○ 東南亞伺服器

附錄 A：國家/地區和年齡中提供了每個地區的完整國家/地區列表。

每個公開預選賽的前 2 支隊伍將有資格參加地區決賽。 地區決賽的頂級隊伍將有資格參加亞太地區決
賽。

3.2公開資格賽
報名

所有符合條件的隊伍均可參加預選賽。

比賽形式詳情

● 線上模式
● 模式：5對5，團隊死鬥 炸彈
● 隊伍配對:

○ 隨機
● 比賽系統:

○ 單淘汰；一戰一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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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2 名的隊伍將不會互相交手，但會立即晉級區域性決賽

3.3地區性決賽
報名

從公開預選賽中獲得資格的隊伍將自動進入即將舉行的地區總決賽錦標賽。 將有 2 支額外的職業電競
戰隊（“受邀戰隊”）與來自公開預選賽的 2 支合格戰隊一起參加區域決賽。 參賽隊伍需要按時為符合條
件的賽事做好準備方可參加。

東南亞 (SEA) 區域決賽將會被轉播，可能適用其他規則。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參與者都將被告知附加規
則以及他們參加區域性決賽的邀請。

比賽形式詳情

● 線上模式
● 模式：5對5，團隊死鬥 炸彈
● 隊伍配對:

○ 來自公開預選賽的隊伍將在地區決賽的第一輪與受邀隊伍對戰。
● 比賽系統:

○ 單淘汰；三戰兩勝

3.4 亞太區決賽
報名

晉級區域性決賽的隊伍將被邀請參加即將到來的亞太區決賽。參賽隊伍需要按時為符合條件的比賽做
好準備方可參加。

亞太地區決賽將會被轉播，可能適用其他規則。 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參與者都將被告知其他規則以及他
們參加亞太區決賽的邀請。

比賽形式詳情

● 線下模式
● 模式：5對5，團隊死鬥 炸彈
● 隊伍配對:

○ 隨機
● 比賽系統:

○ 雙淘汰；三戰兩勝
○ 總決賽

■ 勝者組有權選擇隊伍A或隊伍B。
■ 勝者組有權選擇起始方或Decider Map的OT方。

3.5賽事規則
比賽開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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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比賽（公開預選賽、地區性決賽和亞太地區決賽）都將在預定比賽時間進行。

加入遊戲大廳

1. 進入ESL Play的賽事頁面。

2. 比賽頁面左側的隊伍（比賽括號頂部的隊伍，簡稱“A隊”）獲得大廳管理權。

3. 比賽結果、截圖和 MOss 文件需要作為比賽媒體上傳至比賽頁面。

比賽詳情

● 一局賽事使用一張地圖
● 每場盃賽：10 名選手在一個大廳

比賽設定

● HUD設定: 標準 HUD
● 禁用請求放棄投票的選項

遊戲詳情

● 禁用數量: 4
● 禁用時間: 10
● 回合總數: 6
● 進攻方/防守方交換局數: 3
● 加時賽: 3
● 加時賽分差: 2
● 加時賽攻守方交換局數: 1
● 物件旋轉參數2
● 物件類型轉換: 贏得的回合數
● 進攻方特殊重生: 開啟
● 選角時間: 30
● 傷害障礙: 100
● 友軍火力傷害: 100
● 受傷: 20
● 奔跑: 開啟
● 傾斜: 開啟
● 死亡重播: 關閉

遊戲模式 : 團隊死鬥 炸彈

● 安裝時間: 7
● 拆除時間: 7
● 引爆時間: 45
● 準備時間: 45
● 行動時間: 180

特勤幹員, 塗裝, 配件, 配備, 附屬品

所有特勤幹員皆允許使用。
只允許使用預設的特勤幹員造型和道具造型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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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管理部門保留隨時禁止特定配件、操作員、特勤幹員或附屬品的權利，以保證不會以任何形式濫用
任何優勢。賽事管理部門將盡最大努力盡快將任何限制或規則更改傳達給隊伍

賽事自訂建立與地圖禁用

地圖列表:將使用下列地圖.

● 木屋
● 奧勒岡鄉間屋宅
● 俱樂部會所
● 摩天大樓
● 銀行
● 杜斯妥也夫斯基咖啡館
● 別墅
● 海岸線
● 主題樂園

地圖禁用: 每次地圖禁用/選邊皆不得超過 1 分鐘

比賽頁面左側的隊伍（比賽括號頂部的隊伍稱為“隊伍A”）獲得大廳託管權。 專用伺服器位置必須默認設
置，請參閱第 3 節“比賽結構”。

關於BO1（公開預選資格賽）地圖禁用，必須通過 ESL Play 比賽頁面上的比賽評論來完成。

關於 BO3（區域性決賽和亞太區決賽）管理員將在 Discord 上進行地圖禁用流程。

地圖禁用流程請參考下表:

一戰一勝制 (BO1)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剩餘決定地圖 A 選邊 / B OT

三戰兩勝制 (BO3)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隊伍A選擇 B選邊/A OT
隊伍B選擇 A 選邊/B OT

隊伍A禁用
隊伍B禁用

剩餘決定地圖 擲硬幣選邊

當一支隊伍的所有選手都在大廳時，即被認定為準備完畢，考慮到兩隊名單都已經完成進房，比賽即可
開始。

暫停

暫停為隊伍在賽事進程中所能請求的短時間中止

在任何排定的比賽中，每支隊伍都可以在每張地圖請求一次暫停。未使用的暫停請求不會延續到下一張
地圖。

暫停請求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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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手必須使用遊戲中位於暫停介面的”暫停請求”功能。使用鍵盤上的ESC按鍵即可開啟介面。
2. 必須獲得隊伍選手的多數票才能進行暫停。暫停必須在特勤幹員選角階段的前10秒內請求，才
能在請求的該回合中被執行。

3. 一旦45秒暫停時間過去，比賽將重新開始。

如果在此時間段之外請求暫停，則暫停將在下一輪的選角階段開始。

缺席

如果參賽者在 10 分鐘內還沒有準備好進行比賽（例如沒有地圖被禁用並且沒有進行通信），那麼他們應
通過 Discord 向管理團隊報告沒有出現的成員。 隊伍在收到比賽通知後有10分鐘的時間進入大廳，在
此時間內未能加入將導致默認為失利。 推遲比賽將導致資格被取消。

結果

比賽結果須在比賽結束時提交給 ESL Play。比賽結束後，必須通過 ESL Play 應用程序或網站上的比賽
事件報告結果。 選手應上傳顯示準確比賽比分的屏幕截圖/錄影（比賽媒體）。 比賽媒體必須直接上傳到
比賽活動頁面。 兩個團隊都有責任在 ESL 網站上輸入正確的結果。 因此，雙方都應該在比賽結束時截
圖，使主辦方可以看到正確的結果，並需要在比賽結束後將其上傳到 ESL 網站。 如果您在比賽中遇到衝
突，請在 Discord 上通知管理員，以便管理員團隊檢查情況並做出決定。 該決定也可能意味著如果沒有
足夠的證據證明任何一支球隊成為明顯的贏家，兩支隊伍都將被取消資格。

斷線

若有選手在比賽中從伺服器斷線，則該回合將不會中斷並持續到該局結束（回合從準備階段的第一秒開
始）如果一個團隊在該回合結束之前離開該回合，另一隊將獲得該回合分數。回合結束後，斷線的選手將
被允許重新加入伺服器或請求重新建立賽事。

如果一支隊伍在預選資格賽期間斷線，該隊伍將輸掉整場比賽，而不僅僅是一局。斷線的選手將獨自負
責重新與之對手進行連接。

在區域性決賽期間，每支隊伍可以在每張地圖間重新開啟自訂遊戲房間一次。 如果類似的問題再次出
現，例如在比賽自訂遊戲已經重新開啟的情況下仍有選手斷線退出，隊伍其他成員需要與對手比賽直到
該地圖結束。 斷線之選手應盡快重新連接。 任何濫用此規則的行為都將被視為詐欺行為，並會導致受到
處罰，包括取消該隊伍的參賽資格。

比賽糾紛

● 若在比賽中遭遇任何問題，選手有責任通過 Discord 聯繫管理團隊。
● 如有爭議，選手有責任提供比賽結果證明。 這可以通過每場勝利的截圖或上傳到 YouTube 或

Twitch 等網站的影片回放來完成。

3.6 賽事媒體
以下賽事媒體是比賽報導和抗議期間可接受的證明形式:

● 直播VOD (清楚地標明選手、隊伍、日期、賽事輪次）
● 螢幕截圖(或照片)顯示隊伍和結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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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Onitor System Status (MOSS)
MOnitor System Status (MOSS)在公開預選資格賽、地區性決賽和亞太區決賽的所有比賽中，所有選手
都必須使用 MOnitor System Status (MOSS)，無一例外。若有選手不能正常運行MOSS，那麼該選手即
無法參加賽事。

對於遺失的MOSS文件，選手/隊伍將根據情況受到懲罰：
第一次違規將導致警告，隨後的違規將導致隊伍被取消參賽資格。

損壞、有缺陷或不完整的 MOSS 文件將被視為遺失MOSS 文件並受到同等處罰。 缺少 2 個或更多遊戲
內回合的 MOSS 文件以及超過 50% 黑色或不可見的螢幕截圖文件將被視為不完整和遺失。

操縱 MOSS 和 MOSS 文件將受到嚴厲處罰，並被視為作弊行為。

3.8 MOSS文件上傳

比賽結束後10分鐘內必須上傳MOSS文件。 如果在前10分鐘後遺失了任何文件，那麼您必須在接
下來的 5分鐘內聯繫 Discord上的管理員進行回報。玩家將在回報開始後獲得額外的時間來上傳
他們的 MOSS 文件。

如果玩家在此期限內仍未上傳自己的 MOSS 文件，將被視為遺失 MOSS 文件，將遭受到同等處
罰。 已經收到有效警告的隊伍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3.9 規則變更

ESL保留修改、刪除或以其他方式更改本賽事特定規則中概述的規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玩家應受
到任何此類修訂的約束。賽事管理部門能保留對本賽事特定規則中沒有特別支持或未詳細說明的情況
作出判斷的權利，或者在極端情況下做出違反本賽事特定規則之判決，以維護公平競爭和體育精神。

4. 獎勵

4.1獎勵細項 – 公開資格賽

名次 獎勵

1st - 2nd 地區性決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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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獎勵細項 – 地區性決賽
名次 獎勵

1st 美金 $2,000 + 亞太區決賽資格

2nd 美金 $1,500

3rd - 4th 美金 $1,000

4.3獎勵細項 – 亞太區決賽
名次 獎勵

1st 美金$8,000

2nd 美金$5,000

3rd 美金$3,000

4th 美金$2,000

4.4獎勵方式和條件

獎勵不可轉讓。 不得以獎勵代替其他商品和服務。以上未指定的所有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所有適
用的聯邦、州和地方稅以及國際關稅，均由獲勝者個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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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獲得將遵守官方規則； 根據這些官方規則領取的所有獎勵都將被授予。 如果潛在的獲勝者被取消
資格，或獎品因任何原因被沒收，ESL 將根據獎勵的性質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頒發適用的獎勵，並在特
定錦標賽的其他團隊中平均分配。 最多允許 3 個月的時間來交付獎勵。

4.5旅行和住宿
有資格參加亞太區決賽的隊伍的旅行和住宿將由賽事主辦方負責。額外的資訊將提供給獲得資
格之隊伍。

5. 賽事轉播

5.1權利
ASUS 擁有 ROG大師賽亞太區2022 的所有轉播權，而 ESL 則被授予 ROG大師賽亞太區2022 的轉播
權。這包括所有形式的傳輸，包括但不限於 IRC Bots、Shoutcast-streams、Twitch 和 YouTube等平台上
的直播。

5.2 個人轉播
未經 ESL 事先批准，選手或隊伍不得轉播他們自己或選定的比賽。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在比賽開
始前與 ESL 作為比賽主辦方來洽詢條款及條件。

ESL 作為比賽的主辦方，若他們希望轉播其中一場比賽，他們將會聯繫任何選手或隊伍。在轉播決賽的
情況下，可能會適用其他規則。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參與者都將在他們被邀請時被告知新的規則。

5.3 協議
選手將同意任何因比賽而產生的所有權和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權、版權和相關知識產權，均應視為
歸ASUS所有。 玩家特此授予ASUS在全球範圍內引用、複製、重製、修改、出版、分發和使用全部或部分
由比賽產生的錄影、拍攝、錄音的權利，用於廣告和宣傳。 形式和所有媒體。選手不能拒絕參加轉播的比
賽，不能選擇轉播的方式或風格，也不能撤回他/她在比賽期間對其個人數據處理的同意。

6. 罰則
若有玩家會隊伍被發現違反 ROG 大師賽亞太區2022 賽事特定規則、ESL全球規則和/或 Ubisoft行為準
則的團隊：我們的遊戲方式將受到但不限於以下罰則：

● 警告
● 比賽判敗
● 比賽沒收
● 比賽棄權
● 獎勵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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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參加 ROG大師賽亞太區2022 所需的所有符合條件的國家、其各自的賽事地區和最低年齡的完整
列表：

國家 地區 年齡

日本 日本 18

韓國 韓國 18

印度 南亞 18

孟加拉國 南亞 18

斯里蘭卡 南亞 18

尼泊爾 南亞 18

馬爾地夫 南亞 18

新加坡 東南亞 18

馬來西亞 東南亞 18

印尼 東南亞 18

泰國 東南亞 18

越南 東南亞 18

菲律賓 東南亞 18

柬埔寨 東南亞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東南亞 18

汶萊 東南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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