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寶可夢晶燦鑽石與寶可夢明亮珍珠

選手手冊

電子遊戲



賽制

馬來西亞 - 新加坡 - 菲律賓
 預選賽

2022年2月12日

泰國 - 台灣 - 香港
預選賽

2022年2月13日

總決賽
2022年2月19日 - 8位選手單淘汰賽

冠軍 / 2強選手晉級 冠軍 / 2強選手晉級

區域預選賽

報名日期將會在比賽開始的兩天前截止 

最多參賽者的 2個區域將會被賜予 1個附加的晉級名額



賽制

區域預選賽
2月12日 (馬來西亞 , 新加坡, 菲律賓)

2月13日 (泰國, 台灣, 香港) 

- 6個區域的預選賽都會分開進行 。

- 所有選手將會以 Best of One (BO1) 形式進行6個回合的積分編制賽（瑞士格
式）。 

- 積分編制賽的16強將會晉級 Best of Three (BO3) 形式的單淘汰賽。

- 各個區域的冠軍 / 2強將會晉級總決賽。  

總決賽
2月19日

- 各區域總決賽的晉級名額 

- 預選賽當天最多選手簽到的兩個區域：2位（2強）  
- 其餘的4個區域：1位 （冠軍）  
- 總決賽總名額：8位 

- 選手們將以單淘汰賽的賽制進行比賽 

- 每場賽事將會是 Best of 3 (BO3)



報名步驟

步驟 1
填好報名表格：  
根據選手各自的區域，請提交各區域的 Google表單 (截止日期：2月10日 23:59 UTC+8)

● 新加坡報名表格
● 馬來西亞報名表格
● 菲律賓報名表格
● 台灣報名表格
● 香港報名表格
● 泰國報名表格

步驟 2
您將會收到一封來自賽事官員的郵件指示您前往  
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ESL Play 網站進行賽事報名。  

● 請在ESL Play platform網站註冊賬號
● 請記住您的ESL Play ID

步驟 3
請在 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網站註冊您的  Discord (DC) ID。 
(選手在此網站沒註冊 DC ID的情況下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例子： PandaWGF#2996 )

步驟 4
在24小時內前往本網站： ESL Play’s Your Tournament 確認您是否已成功報名參賽。  

https://forms.gle/oJJQhpvRaeemZDYL7
https://forms.gle/1st7ziNypMcWCe9TA
https://forms.gle/fFGHJVrhy2omTcUs8
https://forms.gle/VEjSR7Dz5VqidVsr8
https://forms.gle/zbVA6RiAqXkHohPg6
https://forms.gle/iZu9AUbtwuVLH2t9A
https://play.eslgaming.com/
https://play.eslgaming.com/user/tournaments


所有玩家必須加入本賽事的官方 Discord (DC): 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DC 伺服器

若有選手沒加入本 DC / 對手無法在DC找到選手，該選手將有可能會喪失參賽資格

在加入本DC之後，請到  #welcome 文字頻道點擊選手各自的參賽區域的相應圖標。  

選手可以在各區域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絡官方或選手各自的對手  

交流平台

https://discord.gg/gPCxjkbrNJ
https://discord.gg/AA8d4e2djP


賽事正式開始前

所有選手都有責任  “CHECK IN （簽到）” 比賽

“CHECK IN” 程序將會在賽事開始前三十分鐘開 啟 

請前往 ESL Play’s Your Tournament 網頁查看 “Tournament Page (賽事頁面)” 
(它處於此頁面的右手邊  / ESL Play 手機APP 它處於 “Your Tournament （您的賽事）” 之
下)

在選手 “CHECK IN” 了之後，選手便可以等待比賽開始  

(選手在沒有成功  “CHECK IN” 的情況下將會沒有辦法參賽！  )

https://play.eslgaming.com/user/tournaments


賽事正式開始前

1. 所有參賽者必須確認自身已完整的 閱讀本賽事的規則書  （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 規則書）並且服從本賽事的所有規則。  
2. 所有參賽者必須確認自身擁有活躍的  Nintendo Switch Online 會員 



賽事正式開始前

所有選手必須在填上報名表格的時候提交寶可夢電子遊戲隊伍清單。  

各區域的報名表格請參考 第四頁。

遊戲格式將會採用單打對戰格式。所有參賽者必須擁有 6隻寶可夢。參

賽者將會從自身提交的隊伍清單中挑選三隻寶可夢出戰。高於或低於

50級的寶可夢都被允許參戰，但是在對戰過程中高於 50級的寶可夢都

會被統一調整為50級，低於50級的寶可夢等級將會保持不變。  玩家不

許重複性使用相同的寶可夢。玩家不許重複性使用相同的攜帶物品。

若您發現對手出戰的寶可夢或攜帶物品與對手的隊伍清單有所不同，

請即刻聯絡賽事管理員協助。  



賽事正式開始之後

點擊這裡得知
自身的比賽賽
程表！

點擊這裡得知自身的比賽詳情！ 
(請使用瀏覽器登入)
1. 點擊 “Match Page (比賽頁面)” 
2. 獲取 “MatchID” 
3. 輸入 MatchID 為本回合比賽的蜜

語！ 



賽事正式開始之後

這是 MatchID

MatchID = 密語

玩家必須使用瀏覽器瀏覽  “Match Page (比賽頁面)” ！



如何聯絡對手

Discord (DC)
● 前往本賽事的官方 DC 尋找對手。官方

DC：神奧歡樂對戰大賽 DC 伺服器
● 任何需要請使用各自參賽區域的文字頻

道。(例子： #sg-support, #tw-support, 
#my-support 等等)

https://discord.gg/gPCxjkbrNJ


比賽正式開始之後 (呼喚對戰) 

 
請跟從以下的指示：

1 - 請按 “Y” 鍵前往聯盟交誼庭  
2-  請選擇全球交誼廳  
3 - 請使用本回合的 Match ID 為蜜語 
4 - 請輸入本回合的密語  
5 - 請跟對手呼喚對戰  
6 - 請選擇單打對戰  
7 - 請跟對手完成一場  Best of 3 (BO3) 系列賽
8 - 本回合比賽結束後請到  ESL Play’s Your 
Tournament 網頁呈交比賽成績  

*玩家必須從鋼鐵市道館獲得徽章後才可解鎖
全球交誼廳。

How to unlock the 
Y-Comm Feature

The Y-Comm is unlocked 
early in the game, but not 
at the very beginning, so 
you'll need to progress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s 
to start trading and 
battling online. You will 
receive the Y-Comm 
together with the 
Dynamax Band at 
Professor Magnolia's 
house on Route 2.

As soon as you receive the 
Y-Comm, icons will start 
appearing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creen 
detailing events in your 
area.

https://play.eslgaming.com/user/tournaments
https://play.eslgaming.com/user/tournaments
https://game8.co/games/pokemon-sword-shield/archives/275088


比賽正式開始之後

遲到 / 缺席 

若您聯絡對手後的 10分鐘仍然沒得到回應，請即刻開 啟1張 “PROTEST TICKET （抗議票）” 或通過自身參賽區域的 DC文字頻道聯絡賽事管理團
隊。 (請附上截圖或證據 )。

比賽節奏

如果發現比賽持續的時間超出預期，特別是如果比賽之間有明顯的延遲的話，賽事管理團隊保留人為限製比賽時間的權利。這被當做最

後時刻的調整手段，而且僅會在整場比賽的節奏即將被打亂時使用。

棄賽

若您想要棄賽，請直接通過專用  Discord (DC) 伺服器 中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系賽事管理團隊。  



比賽正式開始之後

網絡連接問題

若您和對手在連接時出現任何問題，請直接通過專用的  Discord 伺服器 中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系賽事管理團隊。  

斷線

若對戰中出現斷線：

● 雙方選手均須即刻開始錄製其屏幕（利用手機或類似的攝像設備），包括從收到報錯開始直至對戰結束。若有選手斷線，其中一方
選手必須即可通過  DC 聯絡賽事管理員，並且到本賽事的  ESL Play 官方網站開啟一張 “Protest Ticket （抗議票）”。若有選手開啟
了抗議票卻無法呈現該有的證據，該選手將會在本回合受到相應的懲罰。  

● 一名賽事管理員將會加入您的對戰並詢 查選手們所提供的情報。

● 若遊戲狀態有著明顯的差距，且雙方對於遊戲結果的預判都是明確相同的，雙方可以選擇假設斷線沒發生，並同意讓其中一方獲
勝。這種協商結果將會被賽事管理員接受，但不會被強製執行，若您在您對手已拒 絕的情況下強迫對手妥協，您可被視為脅迫並
且會收到相應的懲罰。   



比賽正式開始之後
參賽隊伍問題

若您發現對手使用的戰隊  / 招式 / 攜帶物品與隊伍清單有所不同：  
● 請長按Nintendo Switch 上的屏幕截圖按鈕讓主機錄製過去 30秒的遊戲畫面，並記錄您所懷疑的事項。若屏幕截圖足以證明該事

項（例如：對手使用了跟隊伍清單裡不一樣的招式），那該截圖也可以被接受。   

● 一旦遊戲結束請即可通過專用的  Discord 伺服器中相應的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系賽事管理團隊。  

● 一名賽事管理員將會介入，並會嘗試判斷是否有參賽隊伍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賽事管理員擁有要求詢 查雙方所拍攝的錄像或
截圖的權利。  

參賽者行為 

爲了讓雙方都享有最佳游戲體驗，您必須確保不會做出讓對手感覺不舒服的任何舉動。

參賽者之間的爭議

若您和對手之間產生了當局勝者的正義，請盡快通過專用的  Discord 伺服器中相應的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系賽事管理團隊。

(賽事管理員巨大可能性會要求 查詢您與對手的比賽結果截圖 )  

程序錯誤 (Bug)

若比賽過程中發生了任何的遊戲程序錯誤，請盡快通過專用的  Discord 伺服器中相應的的  #support-channel 文字頻道聯系賽事管理團
隊。 



懲罰
重大違規
建議懲罰 : 本局判負

違規範例：

● 使用的戰隊  / 招式 / 攜帶物品與提交的隊伍清單不相同   
○ 懲罰對所有被認定存在有違規行為的對局都成效，包括已經完成的對局。  
○ 若該玩家在隊伍預覽過程中立即意識到他的錯誤，遊戲可以重置且玩家不需要接受懲罰。   

● 在比賽的過程中，若有玩家  
○ 在賽事正式開始十分鐘後依然不現身  

■ 本系列判負  
○ 隊伍預覽過程結束後中斷連線   

■ 本局判負  

以上列表並非詳盡無遺。賽事管理員可酌情決定是否給與，升級或降級所有處罰。  



懲罰
嚴重違規
推薦懲罰：取消參賽資格

違規範例：

● 採用代打  

● 試圖通過比賽以外的任何方式影響或判定比賽的結果  

● 對任何參賽者或工作人員做出違反體育精神的行為，包括恐嚇、脅迫與侮辱。  

● 謊稱獲勝  

● 利用遊戲程序漏洞以便在比賽中獲得優勢  

 以上列表並非詳盡無遺。賽事管理員可酌情決定是否給與，升級或降級所有處罰。

參賽隊伍問題

賽事管理團隊可以依據任意寶可夢的任意屬性來判斷此寶可夢是否通過非法手段獲得，所謂的屬性包括但不限於參賽隊伍清單的一切
內容， 用於捕捉該寶可夢的精靈球種類，  該寶可夢是否是發光寶可夢，以及該寶可夢的初訓家。



如何呈交比賽成績

本回合比賽完畢?
請前往 “Enter 
result” 或 “Match 
setup”

請在此處輸入比賽
分數

例子 
0 : 2
2 : 0 
1 : 2
2: 1

點擊 “SEND”!



您已呈交比賽成
績?

請等待對手確認
成績

就算您輸了比賽

您也必須 “Confirm 
result （確認比賽成
績）”!

無論您贏或輸了比賽 

您都必須呈交 / 確認比賽成績



“Enter （輸入）” 或 
“Confirm (確認)”
比賽分數

點擊 “SEND”!



● 對手在賽事開始十分鐘後還不現身？  
● 對手在賽事開始十分鐘後還不回復？   
● 對手在賽事開始十分鐘後還不接受好友申請？   
● 對手呈交了錯誤  / 假的比賽成績？  
● 對手相當的不友善或做出了讓你感覺不舒適的行為？

請開啟一張 “PROTEST TICKET (抗議票)”!

(熱心提醒：玩家嚴禁在公開平台上分享抗議票的資訊。例如：任何 DC 文字
頻道，直播等等)

如何開啟 “Protest Ticket (抗議票)”



1. “Subject (標題)” (什麼問題) 

1. 提供證據 (若有) 
a. 真實的比賽成績
b. 對手10分鐘後還未現身

1. 輸入抗議事項的詳細資訊

1. 點擊 “SEND”! 

Protest ticket （抗議票） 
是絕對的機密文件！



獎品

區域預選賽冠軍：
- 《寶可夢傳說 阿爾迪斯》電子遊戲實體版 1個
- Nintendo Switch - OLED款式1台

區域預選賽4強：
- 巨大皮卡丘娃娃與草苗龜，小火焰猴，波加曼
娃娃

總決賽冠軍：
- 寶可夢 x Secretlab 電競椅一個
**玩家可選擇皮卡丘或噴火龍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