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第四次射擊競技挑戰賽暨生存運動推廣之
「埃爾‧索夫特計畫-暮血晨光 」活動簡章
一、主辦單位：台灣空氣軟槍協會
二、承辦單位：執行委員會
三、協辦單位：納米運動休閒園區、射手擂台 (邀請增加中，以官網公布為準)
四、贊助單位：清泉陣地 (陸續邀請增加中，以官網公布為準)
五、活動日期：民國 104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日）08:30~17:00
六、活動地點：「納米運動休閒園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和正大路口交會處 (中正大學斜對面)
七、活動流程：

時 間

射擊競技挑戰賽

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

08：30

射手報到

隊伍報到

09：00

開幕式

開幕式以及射擊注意事項說明

09：30

賽程/關卡說明

分組/槍枝測速

10：00

上午比賽活動開始(2Hr)

依抽籤順位與賽制進行對戰

12：00
13：00

午休、用餐時間
下午比賽活動開始(3Hr)
依抽籤順位與賽制進行對戰

15：50

比賽結束/計算成績

16：00

射擊競技八強 PK 賽

16：30

頒獎及現場摸彩活動

17：00

活動結束賦歸

八、活動主旨及內容：
主旨：為促進全民對於台灣空氣軟槍運動之正面觀感及良好印象，特舉辦射擊競技挑戰賽暨生存運動推廣活
動，並開放給年滿 18 歲及有監護人陪同之未滿 18 歲青年及各界人士報名參加。
相信藉由此項活動的持續推展，將能夠結合並凝聚台灣各界對空氣軟槍運動的發展有熱誠、理想與抱負的戰
友，一起建立台灣空氣軟槍的優質運動文化。
並期望藉由活動的舉辦，吸引更多一般民眾來體驗使用各式空氣軟槍進行射擊競技賽事與生存運動(俗稱生存
遊戲) 分組對戰的樂趣。
邀請所有對空氣軟槍有興趣的朋友，持續共同關心並以行動參與來支持 2015 年台灣空氣軟槍推廣發展的埃
爾‧索夫特計畫。

內容：活動進行依流程表分為【射擊競技挑戰賽】跟【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兩項。
【射擊競技挑戰賽】
主要考驗射手之基本體適能、任務指派內容之正確理解及其於動態移動間，面對不同位置標靶，採用對應之
射擊作為的反應速度與準確率，輔以對長、短不同槍枝設備之間轉換操作的掌握狀況。
【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
在組隊對抗的基本元素上，加入靜態戰略目標元素，以不同於傳統 CQB 作戰的架構，讓各小隊自由取捨如何
安排與設定對戰主要的任務與次要目標。除要求團隊默契外，更考驗隊員之間是否具備在高強度對抗的狀況
下有效溝通，針對戰場上的衝突變化，靈活調整不同戰術的彈性思維。
中午休息時間則可就近與廠商攤位進行互動交流~

九、報名時間：
10 月 26 日起至 11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23:59 止、請上伊貝特報名網，採個人及團體方式報名。
十、報名資格：
本活動開放所有年滿 18 歲的各界人士報名參加。
※請評估自身健康狀況，孕婦和幼兒請特別注意，活動謝絶寵物和心臟病等患者參加。各位視自己運動狀況
量力而為，本次活動現場醫療支援僅限緊急救援，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不包括本身疾病所引起的病症。
十一、報名方式：
(一) 本活動以網路報名為主，當天僅開放體驗組之部分現場名額，報名網址
http://bao-ming.com/eb/www/activity_content.php?activitysn=1115
(二) 繳費方式：7-ELEVEn 超商 ibon 繳費流程(須自付兩萬元以下每筆 20 元手續費)
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 個 i-bon 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 → 憑此代碼 72 小時內至全省 7 ELEVEn 超商門市 → ibon 機器螢幕點選『繳費』 → 選擇『虛擬帳號』 → 輸入廠商碼『EB』 → 輸入您的繳費
代碼(訂單編號)『AA000000123456』(共計 14 碼) → 輸入您的『聯絡電話』(即網站報名所留的手機號碼) → 選
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 → 『確認，列印繳費單』 → 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櫃檯繳費。
1.個人報名：請務必填實報名基本資料。(註：包含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電子信箱、聯絡電
話和通訊地址)。
2.射擊競技的熱血組與體驗組不可同一人同時報名。
完成報名，若需要修正報名資料，請輸入報名所填之身分證號碼及相關認證後即可修改。
報名截止，修改功能同步停止。
3.報名登錄後需於 3 日內繳款始完成報名手續，未在期限內進行繳費者，視同放棄。
4.繳費完成後，可至網站查詢確認繳費狀況
5.報名手續完成者，恕不退費。
6.網路報名截止日期 2015 年 11 月 23 日(日)23 時 59 分止，為了維護賽事品質，如報名人數額滿，即不予接
受報名，請見諒。（逾期未完成繳費手續者，則報名資格將被系統自動取消，恕不得異議）。
7.網路報名繳費問題請上班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8:00)洽依貝特報名網。
十二、報名開始及截止日期：
(一) 開始報名時間：104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3：00
(二) 截止報名時間：104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23：59
(限額：熱血組 30 人、體驗組 20 人，生存運動組 100 人，共 150 人次，報名截止時間或超過限額即停止受理)。

十三、報名費用：(含場地入場費、保險、午餐及紀念臂章)
(一) 射擊競技挑戰賽-熱血組(總人數 30 人)報名費：800 元。
(二) 射擊競技挑戰賽-體驗組(總人數 20 人)報名費：400 元 。
(三) 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 (總人數 100 人/ 20 隊，每隊五人) 報名費：2000 元。
※協會有效會員報名熱血組費用 600 元，體驗組及生存運動組為 300 元/人。於活動結束後統一退回差額。
報名繳費未出席者，均不予退費。
十四、報到辦法：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報到處進行報到。
十五、交通資訊：
高速公路
1. 國道一號：大林交流道 往納米 約 30 分
(下大林交流道→大林台一線→慈濟醫院→中正大學 106→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2.國道三號：竹崎交流道 往納米 約 10 多分
(南下竹崎交流道右轉接 166 線／北上下竹崎交流道直走接 166 線左轉：→接 106-1→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省 道
1. 嘉義往納米路線／林森東路：
(159 線→灣橋→高速公路函洞左轉→往國道三號往北方向→接 166 線左轉→接 106-1→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2. 嘉義頭橋工業區往納米路線／忠孝路(台一線)：
(忠孝路→民雄頭橋工業區下一個紅綠燈（7-11）右轉→接 106-1→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3. 竹崎往納米路線／台三線：(竹崎鹿滿→接 166 線→接 106-1→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4.劍湖山世界往納米路線/台三線經梅山交流道：
(劍湖山出發→永光台三線→梅山右轉 162 線→大林→慈濟醫院前左轉→中正大學 106→納米運動休閒園區。)
十六、公共意外險：
本次活動之場地保有「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金額有限，有需要更高保額者請自行再加保個人保險。（所有保險理賠
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特別不保事項：
（一）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二）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對於因本身疾患所引起之病症將不在保險範圍內，而公共意外險只承擔因外來意外(不包含對戰)所受之傷害理賠。選手
如遇與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參加者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保險。
(三)如您曾發生過以下疾病，屬猝死高危險群，請咨詢醫師專業的判斷及請勿勉強參加。
1.

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胸悶、胸痛)

2.

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

3.

不明原因頭暈

4.

高血壓(>140/90mmHg) 高血脂(總膽固醇>240mg/Dl)

5.

家族心臟病史(一等親在 60 歲前發生心臟病或猝死)

6.

突然失去知覺

7.

心臟病

8.

腎功能異常

9.

糖尿病及癲癇

十七、相關注意事項：
(一) 所有賽事進行中，參加人員均需配戴護目鏡或防護面罩。 (可自行攜帶或使用協會準備的護目鏡。)
(二) 射擊競技挑戰賽之參賽射手除部分指定關卡需統一使用主辦單位準備之活動槍枝進行比賽外，可自備長、短槍各
一把，並配置有對應之槍背帶與槍套。(長槍不得短於 50cm、短槍不得長於 25 cm，使用動力不限，唯槍枝須經主
辦單位測速動能為 0.2BB 彈 130m/s 以下)，除非在試槍區以及進入關卡依安全指導員指示取出槍枝，其餘時間均
須將槍放在攜行槍袋中。未帶槍枝者，可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槍枝進行比賽。
(三) 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部分需自備不長於 25 cm 無連發之手槍槍枝(須經主辦單位測速動能為 0.2BB 彈 100m/s 以
下)、安全防護等設備，主辦單位不提供槍枝，未經測速或測速未通過者，不可自行攜帶與下場使用，違者將取消
參加活動資格，所有費用不予退費。
(四) 生存運動-小隊手槍戰每隊人數為五人，以報名時提供的選手資料為主，不得由他人頂替出賽。若活動當天報名的
參賽隊伍中，因故有成員未能出席，則以實際出席人數進行對抗，對手隊伍不需配合刪減下場人數。(未出席不得
作為退費理由。)
(五) 愛護環境人人有責，於戶外環境活動，請使用環保 BB 彈。
(六) 安全第一，務必尊重並服從安全指導員指示。主辦單位裁判有權視參加者未能遵守安全規定與運動家精神，判定
其中止參加本活動資格，不得異議。上述安全規定包含未在指定區域取出自備的槍枝或在休息區進行試射動作。
(六) 請自行留意貴重物品的保管，若有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自備槍枝部分，可將攜行槍袋交由大會服務處保管，
並憑射手證領回。
(七) 為確保安全，活動進行期間，所有參加人員均一律不得飲用含有酒精的飲料。經主辦單位發現或有人通報，亦視
同未能遵守安全規定與運動家精神，判定其中止參加本活動資格，不得異議。
(八) 請隨身攜帶身分證明以備查。報名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均需屬實，若有錯誤一切後果將由提供人自行承擔。另外，
參賽者不可同時報名參加熱血組與體驗組。如在比賽中發現參賽者有頂替參賽或其他相關違反公平競賽等情事，
則取消相關參賽者所有組別的參賽資格，並不予退費。
(九) 比賽活動流程以當天現場公布為準 請參賽者留意現場以任何形式公布之相關訊息。
(十) 主辦單位有權將此活動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主辦單位網站與主辦單位刊物上。參
加者必須同意其肖像，用於相關活動之宣傳與播放。

十八、 請詳閱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佈之。
交通路線圖：

場地簡圖：

【附錄】
射擊競技挑戰賽之設定劇情
《起》
台灣傳出未來型致命病毒感染事件，而事態嚴重到全國政府運作能力幾乎癱瘓的程度，因為恐
懼的侵蝕，也導致各地開始暴動頻傳。 根據 MIJB 最後的報告指出，位於梅山的某所廢棄生技藥廠
內，保存可能有得以抑制病毒傳染的原型疫苗；還有值得慶幸的是，附近幾所大學的學生，志願參
與行動增添生力。現在只能靠政府僅存的 TS 單位和民間的力量，去取得這疫苗來挽救國家。
《承》
夜黑風高，來到了藥廠，意外發現居然聚集了大量暴民，且持有武器，也想取得疫苗，並將其
佔為己有。似乎是情報被洩漏；但時間緊迫，也沒得選擇和延誤了，政府單位只能開出條血路，保
護學生和愛國志士進入藥廠。
《轉》
在 TS 相繼犧牲下，終於擊退了暴民，但這還只是開始而已。情報指出，廢棄藥廠內的次世代
保全系統，仍然在自行運作中，且附有致命的攻擊能力；接下來，只能靠學生和愛國志士自己的力
量，去破解保全系統。
《合》
幾經周折，暮血晨光。破解了系統，眼見疫苗將得手同時，而內鬼也在此時出手搶走。絕對不
能讓那些政府單位白白犧牲，一定要擊殺內鬼！
《續》
內鬼的出現，似乎也說明了這病毒的存在並不單純。初步情資研判，似乎和東南亞的恐怖組織
有所牽連；同時，ROC 最高安全情報單位 NSB 也開始著手擬定了明年的行動計劃。
活動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