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 - 10/25/2014
2014 GDB Season 3

To register for Glory Days Basketball, 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form in completion (SIGNED). Completed forms can be either turned in to the General
Manager/Gym Staff in person OR emailed to Bball@GDSports.com. Thank you! 要註冊GDB籃球聯盟，請完整填寫以下表格並將填好的表交
給主辦單位或寄至電子郵件.謝謝! ( *Must fill 必填 )
I hereby confirm that my teammates and I have read and will abide by the Glory Days Basketball Rules &
Regulations. The undersigned hereby waives any and all claims for injuries, damages, losses, costs, liabilities or
expenses to player’s personal wellbeing and/or properties which may be caused by any act, or failure to act, of the
League, the officials and or employees. Medical insurance
我在此證實我隊隊員與我已閱讀並會遵守 GDB籃球聯盟規則與規範。我在此同意參加者接受有證照之防
護員或是受過運動訓練之工作人員治療、照顧，無論是意外、生病或是其他事故，我同意會有需要支付
額外醫療費的可能。於下方簽屬代表本人同意參加者健康狀況良好並可從事聯盟比賽所有活動，倘若有

Payment Date 付款日期 * :

年

Last 5 Digit of Bank Account 轉帳後五碼 * :

月

日

任何傷害與意外發生，GDB聯賽之全體工作人員無須負擔任何投保之醫療險外的責任與義務。

1. 比賽日期: 2014年8月9日 – 2014年8月25日
例行賽: 2014/08/09 - 2014/10/11

季後賽: 2014年10月18日 – 2014年10月25日

(本季賽程除中秋節連假以及不可抗力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暫停比賽
之外,比賽皆照常進行.不克前來之參賽隊伍需承擔自動棄賽之結果)
2. 比賽時間: 按照報名順序優先選取,先搶先贏 每隊皆有5個以上時段可選
詳細比賽時間請參閱 http://goo.gl/8UW9NN
3. 比賽地點: 南港國小 & 萬興國小 (皆木質地板)
4. 報名費: 早鳥優惠價新台幣2萬7千元整 (原價新台幣3萬元整)
報名之隊伍需於2014年8月1日截止日前將報名費繳清，倘若在2014 年7月4日
前繳清報名費之球隊可享早鳥優惠價, 逾期已原價計費 (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1. 填妥報名表上球隊資訊與球員資料並傳真02 2537-7015或Email至
Bball@GDSports.com 或 Houston@glorydaysbasketball.com
2. 匯款戶名: 只打球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銀行: 玉山銀行 汐止分行

匯款帳號: 1230 940 007058
銀行代號: 808

3. 請各球隊隊長匯款完成後務必提供下列資訊
銀行名稱 / 帳號末五碼 / 匯款收據／請於匯款收據上註明球隊名稱

5. 退費: 報名後一概不得辦理退費
6. 預約名額: 球隊若想提前預約名額需繳交簽名之報名表與訂金新台幣3仟元整
倘若於2014年8月1日以前尚未繳清報名費之球隊，將自動棄賽並沒收訂金
7. 限量名額: 2014年GDB第三季聯賽將限制參賽隊伍總數為50隊，分為A / B / C
三個組別，每組別各10隊，每隊打9場比賽,取前6名晉級季後賽.每組一旦額
滿將不再收取其他球隊報名

1. 15人球員名單須於報名期限內繳交完成，不在球員名單內成員皆不能出賽
，查獲隊伍者直接判定該場比賽落敗(比賽期間皆可登錄15人)
2. 參加各分組比賽之球隊與球員須遵從聯盟各分組球員限制表，未遵守分組
球員限制規則之球隊被抓到該場比賽將處以棄賽懲處，該球員將被禁賽
(聯盟GM擁有最終判定權)(球員資格限制表請參閱附件一)
3. 在任何GDB聯賽開始前，GDB將會舉辦隊長會議，每隊隊長皆必須參加，若
不克參加可指派隊友代替參加！未到場之球隊與球員將視為自動接受聯盟

1. 每場比賽打48分鐘共分四節，每節比賽12分鐘，前三節比賽最後30秒停
錶，第四節比賽最後兩分鐘停錶
2. 每次進攻時間為24 秒，球碰到框之後會重設，任何腳踢球防守違例等
與犯規與跳球判定將重設為14秒
3. 當比賽進入加時賽時，第一次加時賽為兩分鐘，之後之加時賽皆為兩
分鐘(停錶)每一場有四個暫停(皆為30秒)，上/下半場各兩個，每個延長
賽各一個(半場沒用完不得累積)

規則與規範並不得在日後對於規則與規範提出異議！各隊隊長必須在第一

4. 每個球員犯規次數達六次或兩次技術犯規，犯滿則須離場

場比賽前提供有簽名之報名表！ (可先行提供電子檔，後補手簽名檔)

5. 當球隊只剩五人，其中一人犯滿畢業或者遭驅逐出場時四人仍能繼續

4. 每支參與GDB聯賽球隊皆需要穿著全套球衣(上衣+球褲)或是至少統一上衣
，不符合規定之球員將無法上場，於賽程第三周執行
5. 每位球員若有任何疾病或是需要服用任何藥物須告知聯盟，GDB聯盟不負
責比賽中任何該疾病與藥物治療的發作，各球員請自行評量本身狀況
6. 請以正面的方式分享您對籃球的熱情，裁判有權力驅逐任何不遵守規則之
球員、教練、與觀眾。裁判將盡最大努力把比賽吹判到最好.請給予裁判適
當的支持與信任 。若球隊發現裁判有缺失時，如遲到、執法不積極、有失
中立等行為。可提出檢舉經查證屬實則給予停吹處分 。任何暴力形象將被
禁賽以主辦決定
7. 比賽若有任何衝突與打架事件，聯盟有權終止比賽並依法送辦並處與禁賽
8. 聯盟保留更改任何規則與規範之權力

比賽，但若球隊只剩1人時比賽將宣告終止，比賽以20:0沒收
6. 全部球賽規則以裁判判定為準，主辦單位只可洽詢但不得干預或更改
判決！
7. 比賽可於只有一位裁判的狀態下開始，球賽開始後，倘若球員還未準
備好，比賽時間會直接開始計時，請球隊提早到場準備好準時比賽
8. 若比賽中有任何爭議，記錄台之工作人員只須聽從裁判之判定，旁人
不得干擾，任何記分板問題皆以記錄台之記錄為基準
9. 其他競賽規則比照國際FIBA之規則競賽規則若有不宜之處，得由大會隨
時修訂並公告
10. 季後賽戰績排名先比勝場數，再比對戰勝負 (最終排名已GDB FACEBOOK
為準) https://www.facebook.com/GDBFanpage

各組別合法球員規則與規範
定義
現役SBL球員

每隊限制人數

Active UBA Player

每隊限制人數

Active HBL Player

每隊限制人數

A Div. A組

於每個GDB球季開始, 在過去12個月之
中, 有簽約或是正式登記於SBL球隊之
中
最多一隊可允許二人
(以SBL或公開網路搜尋資料為準)
退役滿一年則不在此
限
於每個GDB球季開始, 在過去12個月之
中, 已承諾或是正式登記於UBA球隊之
中
(以UBA或是公開網路搜尋為準)

於每個GDB球季開始, 在過去12個月之
中, 正式登記於HBL球隊之中
(以HBL或是公開網路搜尋為準)

B Div. B組

C West. C組

C East. C組

C Central. C組

須退役並年滿37或
以上

不可參賽

不可參賽

不可參賽

無限制

甲一與甲二最多只
可有五位

任何UBA資格須退役 任何UBA資格須退役並年 任何UBA資格須退役並年
並年滿25歲
滿30歲
滿30歲

無限制

無限制

HBL甲組球員須退役 HBL甲組球員須退役並年 HBL甲組球員須退役並年
並年滿25歲
滿30歲
滿30歲

無限制

最多一隊可允許二
人

不可參賽

不可參賽

不可參賽

無限制

無限制

最多一隊可允許三人

最多一隊可允許三人

最多一隊可允許三人

Varsity Div. Player
當季正式名列於A組球隊名單之中之
一般球員
每隊限制人數

JV Div. Player
當季正式名列於B組球隊名單之中之
一般球員
每隊限制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