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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 Ford FOCUS 麗寶挑戰賽(Ford FOCUS Challenge 2021 , 以下簡稱 FFC)是依據 FIA 國際賽車

運動比賽規則以及 CTMSA 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以及由 FFC 競賽委員會所發行的競賽規則、技術

規則，以及特別規則來進行比賽。 

 

賽事分為下列兩項組別： 

➢ Focus 高手改裝組 爭先賽 

➢ Focus 極限原廠組 計時賽 

其中高手改裝組屬於 FIA/ASN 認可之全國級年度積分賽，極限原廠組屬於 FIA/ASN 認可之俱樂部級

計時賽。將受 FIA 國際賽車運動總則、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以及本競賽規則所管理。 

 

FFC 授權單位：CTMSA 中華賽車會(以下簡稱 CTMSA) 

FFC 主辦單位：麗寶國際賽車場(以下簡稱 LRP)、全美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AAI) 

FOCUS 賽事冠名：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FLH) 

賽事贊助：台灣米其林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指導單位：CTMSA 中華賽車會、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協辦單位：CTAF 中華車會 

 

一般承諾及規定事項 
1. 所有參與賽事的競賽者（車手、車隊）以及賽事執行人員必須保證代表其個人、及其所有職員以

及代理人等共同遵守所有規則：包含 FIA 國際賽車運動總則、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本特別規

則書及其補充或修訂條款。本規則之最終解釋權歸 CTMSA。 

2. 競賽者有義務必須確保所有與他參賽有任何關係之人員都能遵守本特別規則書以及任何加、修訂

或更改的補充規則、條例的規定。比賽期間與參賽車輛有關之所有人員，也必須連帶地與競賽者

共同遵守前述所有規則之規定與要求；這表示競賽者將連帶對所屬人員有連帶保證負責之義務。 

3. 若車隊經理或領隊無法在任一場賽事中親自出席，則必須指派其代理人出席該場賽事。 

4. 競賽者必須遵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不得有任何違法之情事。 

5. 各參賽單位必須準時出席各種會議及相關活動，否則大賽競賽委員會有權對其做出處罰。 

6. 競賽者必須確保其參賽車輛在各比賽或練習期間，隨時符合技術規則以及賽車場之安全規定。 

7. 競賽者必須主動於比賽期間，賽會所公布之時間內，將參賽車輛送交賽前與賽後檢驗。 

8. 所有與參賽車輛有關之人員，在進入賽車場任何區域時，必須穿著車隊統一之服裝並同時配戴由

LRP 所製發之識別通行證才能通行至相關開放區域。未持有本賽事相關合法證件之車手或其工作

人員，大會有權拒絕其入場或進入跑道工作區。 

9. 所有競賽者及有關之人員皆被視為熟悉 FIA 及 CTMSA、LRP 為賽事所制定的規定及賽例。 

10. 所有競賽者都必須自行承擔並確保其工作人員、乘客、員工、嘉賓、贊助者等相關人士都清楚明

白需自行承擔自己及其財物的安全。賽事組織者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為以上所有人士及其

財物的安全負上責任。 

11. 參加比賽者、車隊負責人、車手及車隊相關人員必須基於誠信行動。另外，觀眾與參加者之間或

針對比賽委員及其他相關人員，不可有攻擊性或侮辱性的言論。 

12. 其他未盡事宜，由賽事大會另行公告通知。 

13. 賽事期間若有規則修改或重要通知事項，大會將會以書面告知各車隊，並公告於麗寶國際賽車場

官方網站及官方 FACEBOOK 粉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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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競賽規則 

 

第 1 條 年度賽程 

(1) 賽事舉辦地點： 

麗寶國際賽車場 (Lihpao International Circuit)  3.563km 

地址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一段 185 號 

(2) 2021 全年度分站數為二站四回合，賽事舉辦日期如下： 

第一站    04 月 30 日 ~ 05 月 02 日   

第二站    10 月 09 日 ~ 10 月 11 日(暫定) 

(3) 爭先賽比賽日程時間： 

週四：車手付費練習 (練車費用 NT$2,000 / 30min ，含午餐) 

週五：驗車+兩階段官方自由練習 

週六：車手簡報+官方自由練習+兩回合測時排位賽 

週日：熱車+12 圈決賽 Race 1+12 圈決賽 Race 2 

(4) 計時賽比賽日程時間： 

週四：車手付費練習 (練車費用 NT$2,000 / 30min ，含午餐) 

週五：驗車+兩階段官方自由練習 (計時賽車手可視自身狀況自由參加)+車手執照講習 

週六：車手簡報+官方自由練習 

週日：熱車+25 分鐘計時賽第一階段+25 分鐘計時賽第二階段 

(5) 比賽日期或時程如有變更或異動將以 LRP 所發行之參賽通知或公告為準。 

(6) 賽事之詳細流程時間表將另外於比賽前一週公佈。 

 

第 2 條 參賽車輛之基本定義 

(1) 2021 Ford FOCUS 麗寶挑戰賽分為 極限原廠組 及 高手改裝組 

(2) 極限原廠組參賽車必須為 2019.02 以後 FOCUS Mark 4 ST-Line 與 2019.12 以後 ST 5D 車型 

(3) 高手改裝組參賽車型必須為福特六和(國產)或是 FORD (進口)所生產之 FOCUS 車型，分為： 

① Mark 1 型 ( C170 ) 車型 

 ② Mark 2 型 ( C307 ) 車型 

 ③ Mark 3 型 ( C346 ) 車型 

 ④ Mark 4 型 ( C519 ) 車型 

 ⑤  FOCUS ST 渦輪引擎車型 

    ⑥  汽油版 / 柴油版皆可參賽，原本無渦輪之車型，不得加裝渦輪或是機械增壓。 

(4) 如有特殊規格 FOCUS 車型或非大量生產之車輛，其參賽資格與分組由競賽委員會認定。 

(5) 除了競賽委員會有特別公告外，否則所有車輛必須符合下列排氣噪音規定： 

 104dBA  @  6000rpm 

噪音量測方式將以噪音計距離車輛排氣管出口 50cm、夾角 45 度、高度與排氣管高度同高處進

行量測。如有柴油車輛，噪音檢驗以引擎轉速 3000rpm 為基準。 

(6) 單一站賽事期間，禁止使用備用車輛。 

(7) 所有參賽車燃料僅能使用市售 92、95、98 無鉛汽油或是市售高級柴油，禁止添加辛烷值添加劑。 

(8) 其他車輛要求事項：請詳見極限原廠組及高手改裝組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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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參賽申請 

(1) 極限原廠組報名車輛數ST-Line與ST等2組各25台，合計50台為上限。 

(2) 高手改裝組最多報名車輛數原則上以20台為限，如報名車數超過20台，則根據測時排位賽成績，

取前20名參加決賽。 

(3) 若參賽隊伍若要變更參加報名表之內容，須依規則第7條申請異動。(備註：若異動修改部分屬大

會報名作業疏失，則不受以上加收工本費之限制) 

(4) 各組別之參賽申請，應填妥附件一之參賽申請表或線上報名表，連同本規則第5條之報名費及需

文件（比賽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由本人或車隊最遲於2021年03月31日親自或傳真或

是郵寄/E-MAIL繳交至LRP。 

       地址 :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一段 185 號 麗寶國際賽車場 

       電話： 04 - 25560822 

       傳真： 04 – 25760983 

       E-mail : knight@lihpaoland.com.tw 

 

 

 

 

 

 

 線上報名表網址（爭先賽）：                     線上報名表網址（計時賽）: 

 

(5) 所有申請者之文件將由 FFC 競賽委員會審核，並將於各站賽事開始前一週，公告所有核可報名之

車隊及車手包含參賽號碼之名單。 

(6) 參賽車隊必須確保在報名截止日期前已提供正確且完整之參賽申請資料，若申請書中之資料有任 

何修改，競賽者應主動以書面向 LRP 提出更新。 

(7) 在 FFC 競賽委員會之認定下，若競賽者無法運作車隊使其符合 FFC 之規範，或是以任何方式為

FFC 帶來負面聲譽，FFC 競賽委員會可立即將此競賽者除名並不退還相關費用。 

(8) 主辦單位及賽事委員會擁有審核車隊與車手參賽資格並決定是否接受報名參賽之權利。賽事委員

會可以不接納賽車或車手的報名而無需給予任何理由。 

 

第 4 條 參賽號碼與廣告 

(1) 所有參賽車輛必須於車輛之左右前門的中央預留空間，以張貼 FFC 指定之競賽號碼。FFC 指定的

參賽號碼貼紙為高 40cm x 寬 40 公分之四方形 (FFC 免費發放) 

① FFC指定的參賽號碼貼紙必須與地面平行。 

② 參賽車隊要考量參賽號碼位置，再來進行車輛的烤漆。如果有需要裁切號碼貼紙，需經大會

驗車主管及競技長同意。 

③ 車手取得參賽號碼貼紙後，必需在車檢前粘貼於指定位置(前車門前方)。且在練習與比賽的

全過程中皆按要求張貼於車上。車檢主管有權禁止任何號碼紙不符規則者參加賽事。 

④ 若號碼紙位置不適當，導致官方計時人員讀取號碼有困難時，則計時人員有權拒絕為該車進

行時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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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賽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張貼，或切割由大會提供之贊助商或比賽號碼貼紙，違反本規則者將

禁止參加任何一階段之練習、測時賽以及決賽。 

(3) 爭先賽參賽車輛號碼，以 1~999 號任選，參賽車隊或車手必須於報名程序時登記使用車號，如有

衝突時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無採默契式保留號碼。 

(4) 極限原廠組之參賽車輛號碼則統一由主辦單位分配。 

(5) 各單站各分組所屬贊助商、分組官方指定用胎之輪胎商 LOGO 貼紙，於車身前、後保桿或有其他

指定張貼相關位置規定，大會將另行公告；未依公告規定內容張貼之參賽車，將被大會除名或取

消參賽資格。 

 

第 5 條 參賽費用 

(1) 報名極限原廠組及高手改裝組每輛賽車參賽費用如下表所示： 

組別 單站報名 備註 

極限原廠組 NT$ 26,880 元 報名費包含以下項目： 

1. 新辦 CN 級新手證講習費用 

2. 米其林指定用胎 4 條 

3. 麗寶賽車場 T 館飯店雙人房住宿一間兩晚 

4. 04/30~05/02 車手午餐 

5. 高性能來令片 1 套(限 ST-LINE 使用原廠卡

鉗者) 

6. 車手證 1 張、Pit 證 1 張、VIP 貴賓證 1 張 

7. 選手之夜 

8. 參賽紀念品一份 

高手改裝組 NT$ 26,880 元 報名費包含以下項目： 

1. 新辦比賽執照費用 

2. 麗寶賽車場 T 館飯店雙人房住宿一間兩晚 

3. 04/30~05/02 車手午餐 

4. 車手證 1 張、Pit 證 1 張、VIP 貴賓證 1 張 

5. 選手之夜 

6. 參賽紀念品一份 

 

(2) LRP 已依政府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如為 LRP 應負賠償責任，屬於承保範圍。 

(3) 車手及相關人員應瞭解，賽車運動是具危險性的運動，因於 LRP 練習及比賽，造成自己及他人之

人員傷亡、財物損失，屬於汽車保險不保事項之競賽行為。競賽行為亦屬於傷害保險不保事項。

請留意自身所擁有之汽車的保險公司對車輛於特殊情況（如競速等）、或車手的傷害保險時之規

範，與主辦單位無涉。 

(4) 比賽期間，LRP 已為每位車手投保意外身故及失能 NTD500 萬、意外實支實付醫療 NTD30 萬。 

(5) 報名費用繳交方式 

a) 報名費繳交一律使用轉帳將報名費匯入： 

    銀行名稱: 土地銀行 豐原分行(銀行代碼005) 

    戶    名: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帳    號: 02200-111-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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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匯款時請註明參賽組別及姓名，並將匯款收據連同報名表以傳真、郵寄、電子郵件或是直接

交至規則第 3 條(4)項之指定場所。 

(6) 報名相關費用一經確認報名後，不以任何理由退回、保留、延用。 

(7) 賽事組織委員會有權對部分或全部賽事進行延期或取消。若賽事延期或取消是在賽事開始前決定

的，已繳報名費將會全部退予報名者；如賽事延期或取消的決定是在相關賽事時間表已經如期執

行啟動後因天候惡劣或不可抗力因素、發生重大意外事故而造成比賽無法進行時才作出的，相關

報名費將不會退予有關報名者。報名者無權向賽事組織委員會或主辦單位索取任何獎金和有關其

參賽的支出及其他可能涉及的一切費用。 

 

第 6 條 參賽車手資格限制 

(1) 參加高手改裝組可以接受個人名義報名或是車隊統一報名。車手執照相關規定請參考本規則書第

28 條。 

(2) 極限原廠組賽事可以接受個人名義報名或是車隊統一報名接受個人名義報名，車手執照相關規定

請參考本規則書第 23 條。 

(3) 持有 FIA International C 級車手執照之非中華民國籍車手，需附上其祖籍 ASN 簽發該站出賽許

可 VISA，並經 CTMSA 審核通過亦可參賽。 

(4) 參賽車手如未持有 CTMSA 中華賽車會所核發之車手執照者，將不列入積分之排名之內。 

(5) 同一場賽事之中單一參賽車手僅能報名一台車輛，但若分別報名 爭先賽/計時賽 則不受此限。 

 

第 7 條 報名車手異動 

(1) 車隊可在每分站比賽期間前一日之前，由車手或是車隊經理以書面方式提出下列異動之參賽請： 

① 更換已報名車輛之要求。 

② 更換或新增車手之要求。 

(2) 異動之參賽申請必需符合本規則第 2 條至第 5 條之規定。 

(3) 不論車手更換組別或是新增之車手，其所駕駛之車輛必須符合該組技術規則之規定。 

(4) 更換車輛之場合，不論是否車型相同均需提出申請。 

(5) 每次異動申請應繳交行政作業費 NT$ 3,000 元；超過規則第 3 條(4)項所規定的時間之後，不再接

受更換之申請。 

(6) 賽事委員會保留批准更換的建議權利，並且賽事競技長仍擁有接受或拒絕更改之最後決定權。 

 

第 8 條 通行證 

(1) 為了保證比賽順利安全進行及有效管制，將由 LRP 發放通行證並按照證件的不同功能和種類作統

一的設計、安排。 

(2) 通行證件僅由 LRP 核發，每張通行證限本人使用。 

(3) 每輛參賽車輛將獲得： 

① 車手通行證 1 張 

② 維修區人員通行證 1 張 

③ VIP通行證 1 張 

(4) 工作車輛通行證則依下列條件發給車隊(限以車隊報名參賽者)： 

a) 報名 1 ~ 2 台車 ：發給 1 張工作車證  

b) 報名 3 ~ 4 台車 ：發給 2 張工作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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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報名 5 台車以上 ：發給 3 張工作車證  

(5) 通行證件需掛於身前明顯部位。不同類別的證件均有不同的行為限定和通行區域限制。只有憑藉

相應的證件才能進行相應的指定工作及進入相應的指定區域。所有的車手、車隊成員、贊助商及

其隨行人員、新聞媒體等人員均必須遵守證件的規定，在比賽期間內展示通行證件。無論所獲分

配的證件是否附有持有人的照片，在任何時候均不得將通行證件轉予他人使用。 

(6) LRP 有權對不按規定使用的證件予以沒收處理。 

(7) 只有車手於賽事進行期間穿著全套賽車服及個人安全裝備準備進行賽事時，才可豁免上述展示通

行證件的要求。 

(8) 除了本規則(3)、(4)項規則所規定的數量外，如有參賽者還有通行證件需求，最晚需在各站比賽

前 7 日提出申請，LRP 擁有決定是否核發證件之權力；除此之外額外申請的證件每張必須支付

NT$ 1,500 元。 

(9) 持證人有義務妥善保存證件，並在每站比賽中佩戴在明顯位置，接受賽事組織者檢查和管理。 

(10) 因 PADDOCk 整備區空間有限，所有大型拖運車可以進場卸車但不得長時間停放在 PADDOCK

整備區。 

 

第 9 條  車手報到及車手簡報 

(1) 大會競技長將在賽事進行期間於指定的時間召開車手簡報，時間將於大會賽事流程公告。 

(2) 所有的車手以及各車隊負責人都有義務必須出席車手簡報，如果車隊經理不克出席得

指定其代理人代表參加，參賽隊伍若在比賽第一天確認參賽時，要變更或代理該隊的車隊負責

人，則需向大會提出書面申請。 

(3) 若因場地限制之緣故而無法容納所有參加者時，大會競技長將分批進行車手簡報，相關

時間將於賽事週末現場於秘書處公告並配合廣播公布。 

(4) 如果有參加者參加簡報遲到或是缺席的情況，將不予出賽亦不得進行退報名費。或是大會

競技委員會有權利決定其相關罰則。  

(5) 車手參加簡報後觸犯當日簡報之內容及更動之規範，車手及車隊皆不得提出抗議，並無條件接受

大會之判罰，如因此觸犯並執意提出議異及抗議，大會將另行加重處罰，大會亦不退報名費。 

(6) 比賽報到時間大會將另外公告；逾時不候，為保障參賽權益請務必準時報到。 

(7) 週五全日自由練習時段，僅限當站爭先與計時參賽之車手駕駛車輛下場，每輛車上僅可由車手本

人駕駛，車內副駕駛座與後座均不可載有任何乘客。若欲由領有中華賽車會核可教練執照之隨同

乘客同車指導，需於事前至少一天(賽前週四)前向大會提出申請，並現場備妥相關教練執照證件(需

為當年度核發)受查。 

(8) 排位賽前必須完成驗車手續，如未完成驗車不得下場。 

(9) 每輛參賽車皆需依照賽會公佈之規範，包括車輛改裝規範、自主檢查項目以及人身部品，由賽會

驗車組統一進行檢驗，未經驗車或是排位賽前未通過驗車者，不得下場比賽。 

 

第 10 條 維修區作業規定 

(1) 維修區是為比賽車輛用作通過、加油、維修機件的地方，比賽期間只有維修區可用作加油、維修。

在賽道上不能進行修理工作，也不能由其車隊工作人員協助。違反規定者將會被取消資格。 

(2) 在練習及比賽期間，維修區內車速不能超過 40km/h。 

(3) 各車隊僅允許 2 名工作人員停留在 Pit Wall 月台處作為發出維修站信號的維修站人員，且必須配

帶由大會配給的通行證，如未佩帶通行證之人員將禁止通行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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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維修區範圍中禁止使用車輛倒退檔位，如果違反規定將受到處罰。 

(5) 在維修區範圍或者是在維修區通道上禁止使用任何可能發生火花或是會產生高溫之裝置。 

(6) 賽事進行中任何時間內，車輛在維修區內必須是關閉引擎的 

① 除了維修或調整的需求，允許使用外部的輔助裝置來啟動引擎。 

② 車輛進入跑道進行賽事時，必須由在駕駛座位上的車手以車輛自身的啟動裝置來發動引擎。 

③ 於賽前車輛檢驗時，以外部電池臨時接續的輔助裝置將不被接受。 

④ 車輛要加入賽事，必須是在所有維修區作業都已經停止後，並且經推離 pit box 的狀況下才可

發動引擎。 

⑤ 於維修站內進行作業時，不可在引擎發動狀態下開出維修站作業區。 

⑥ 在使用千斤頂的過程中禁止發動引擎。 

(7) 進站車輛在超過規定的維修站範圍後才停車時，該車輛必須由車隊的工作人員以人力自行推回定

點進行作業，計時作業將在車輛靜止後開始。 

(8) 在每次維修區作業結束了以後，維修站工作人員必須將放置於地面上的所有工具及零件加以清理

並且移除。 

(9) 在賽程過程中，參賽車輛於維修區停止的時候，最多允許 4 名經過登錄的維修區工作人員接觸車

輛並對車輛進行維修作業，可以進行有關於輪胎更換、擦拭窗戶、更換冰桶等作業，進行座椅以

及安全帶調整(包含座椅調整、通信設備的配線連接及切斷、以及安全帶調整。 

(10) 「輪胎交換作業」定義為將準備好替換用的輪胎與使用過的輪胎進行交換的整體作業過程，替換

用的輪胎之準備與使用完的輪胎整理，不包含在作業中。在維修區車庫內作業時不限制工作人員

人數，但是維修區車庫外作業的時候人數需符合上述規定。 

① 進行輪胎交換作業時，必須將使用過的輪胎平放置於地面，禁止把輪胎交給其他人或是投擲輪

胎等危險行為。 

② 預定要更換裝上的輪胎須在沒有任何其他援助的情況下裝置。預定要更換裝上的輪胎可以事先

放置於預定的位置。 

③ 維修區作業員必須進行嚴密的管理以免輪胎發生滾動或是位移，在輪胎交換作業過程中，如果

放置於地面的預定裝著輪胎發生滾動或是位移，則維修區作業員必須將所有作業中斷，並對該

輪胎進行安全管理。 

④ 交換輪胎的維修區作業員如果是在交換輪胎的位置待機的狀況下，則欲更換的輪胎不可放進檔

泥板內側(車身內側)準備。 

⑤ 要將放置於地面的使用過輪胎移出維修區作業範圍外的時候，禁止把輪胎交給其他人或是投擲

輪胎等危險行為。 

⑥ 身障的車手上下車時，允許由兩名身障助理員輔助。身障助理員除了輔助作業、腳踏板蓋的開

合及固定、身障者用的無線裝置配線的拆裝等作業以外，不進行其他作業之條件下，可不含在

作業人數內。 

(11) 維修站內可攜入的燃料，必須以符合消防法規之 20 公升以下的市售金屬攜帶罐，最多可儲存

100 公升之燃料。另外，從加油站運送燃料至維修站，須以同樣容量的金屬攜帶罐來進行。 

在練習或是排位測時賽中，比賽車如需添加燃油，應將車輛停進 Pit Box 內進行加油動作。 

補充油料作業時，加油員(手持油料容器並進行油料補充之作業人員) 必須全身著 FIA 

8856-2000 規範之防火服裝(包含連身服、手套、鞋、防火內衣、面罩)，以及全罩式安全帽 (必

須具備密閉功能)，作業進行時必須關閉安全帽之面罩使其呈現密閉狀態。  

除加油員外，距離加油員 2 公尺必須有ㄧ手持滅火器待命之工作人員，加油員之人身裝備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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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進行檢查(同車手裝備檢查)。 

(12) 若要在維修站內儲存燃料時，在此狀況下參賽者必須另外配置 2 個 3kg 以上的滅火器，而且必

須確認滅火器可以正常運作。 

(13) 在比賽進行期間(測時賽、決賽)中可以自由添加機油，但是位置僅限於維修區車庫及維修區作業 

區之範圍內。 

(14) 參賽車隊有義務嚴格管理於車輛進入維修區期間車輛拆下的零件(特別是螺絲螺帽等)，需注意不

要從自己的維修站作業區域向外飛散。 

(15) 在比賽進行期間，各車隊維修區作業員之服裝應具有統一之設計及顏色以利於識別。建議穿著

防火性的長袖衣褲並且穿著襪子、鞋子；其中鞋子應為包覆腳趾到腳踝的靴型鞋，禁止穿著有

許多透氣孔與發泡布 EPE 製、或涼鞋狀的鞋子。 

(16) 在比賽或練習期間，賽車如返回維修區車庫或駛進集車區，即表示其正式退出該節賽事，故不

能重返該節賽事作賽。不再另行確認亦不接受再次回到跑道之行為與申請。 

(17) 比賽或練習期間，參賽車欲從維修站重回賽道，必須經維修站出口白線盡頭重返。如在出口白

線盡頭前就駛入賽道者，會被處罰。不依此規例重返賽道而導致有意外時，賽員對此應付全責。 

 

第 11 條 參賽承諾事項 

(1) 當車輛在比賽過程中因故障而停擺，車手必須盡快從跑道上移開以免對其他車手造成危險或妨礙。

若車手無法自行將車輛駛離危險位置，則將由賽事工作人員協助之。 

任何車輛不得在維修區通道、整備區、後勤通道等空地進行試車練習或維修作業，違者罰款 NT$ 

1,000 元。 

(2) Pit Lane 速度限制在 40km/h 以下，其他在 20km/h 以下。超速者需支付大會違約罰金 NT$ 1,500

元，累犯者酌情取消參賽資格(報名費與 Pit Box 承租相關費用均不予退還)。 

(3) 賽車場開放期間，所有參與之車手均須依現場出入口與賽道工作人員、保全與大會工作人員之指

示進入賽車場、Pit Box、Pit Lane 與賽道攝影區等各相關管制區，並先於各出入口處配合查驗證

件，經工作人員查驗確認後始可進入。備註：相關通行證件必須統一懸掛於胸前。不同種類之證

件會有不同的限定通行區域與功能範圍。只有憑藉相對應證件才能進行相對應的指定工作區域。 

舉凡車手、車隊經理/技師、贊助廠商、新聞媒體或一般攝影助理等人員，均必須遵守大會公告之

證件相關規定。比賽期間內相關通行證件均不得轉予他人使用。 

(4) 除非特殊需要，未經競技長同意，車內不得搭載乘客，經同意搭載乘客之車輛，乘客亦必須配戴

3/4 罩以上安全帽及繫扣安全帶，並簽立切結書。 

車手有下列狀況禁止入場：飲酒後、受傷未癒，有心臟病、精神疾病或任何可能影響駕駛行為之

痼疾。 

為維護賽場安全及環境整潔，Pit 維修區內嚴禁煙火、穿著拖鞋、飲用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嚼食

檳榔及隨意丟棄垃圾，違者大會同樣將處以 NT$ 3,000 元罰金並取消參賽資格(報名費與 Pit Box

承租相關費用均不予退還)。 

賽道開放練習或比賽期間，未經賽道工作人員允許，嚴禁在 Pit Lane 內逆向行車，違者將處以

NT$ 5,000 元罰金。 

(5) 比賽進行期間(包含賽前自由練習時段)，除非具有大會核發之專屬車隊證件，其餘全部禁止任何

人站、倚靠或坐在 Pit Wall 防護牆上，或用危險動作驚嚇到場內車手，違者將處以 NT$ 1,000 元

罰金。 

(6) 所有進場之車手及相關人員應瞭解賽車運動是一項具危險性的運動，賽事過程中如遇到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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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車手及相關人員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應自負其責。 

第 12 條 無線電之使用 

參賽車隊在維修區及整備區可與許使用無線電通訊，無線電使用規定如下： 

(1) 參賽車隊必須使用無線電通訊時，必須於該站比賽前向主辦單位書面告知使用之無線電通訊方式、 

頻道、數量、若有加密時使用的 tone 值。 

(2) 參賽車隊及所有參賽工作人員不得使用與主辦單位相同頻道，因此若參賽車隊或車手工作人員報

備使用之頻道與主辦單位相同時，主辦單位有權要求車隊或車手改變其使用頻道。 

(3) 主辦單位有權監聽甚至公佈比賽時車隊之無線電對話，但主辦單位不得使用車隊使用的頻道介入

通訊，以免洩露機密及影響賽事判決。參賽車手及車隊或相關工作人員則不得監聽。或使用與主

辦單位賽事裁判相同頻道。 

 

第 13 條 頒獎典禮 

每站比賽結束後獲得各組前三名的車手，都必須在該站賽事結束之後親自上台參加頒獎儀式，並在指

定的時間內前往新聞中心參加相關新聞發佈會；除非是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並獲得大會競賽委員會同意

之外，缺席者將被處以罰款 NT$ 5,000 元/次；並且頒獎時車手必須穿著除安全帽以及賽車手套外之

完整參賽服裝。 

 

第 14 條 Pit Box 說明 

(1) 報名車手或是車隊使用 Pit Box 統一由大會安排並於賽前公告。 

(2) Pit Box 區僅供賽車停放、車隊維修與工作人員休息使用，不可作為商品展示之相關商業用途，若

被大會發現有商業展示行為，將會被要求現場收納相關產品、帆布與旗幟等。 

(3) 報名車手或是車隊使用 Pit Box 須在比賽期間自行針對所承租 Pit Box 進行布置裝潢(重點項目：

橫型布條門牌、Pit 內裝潢背板等)，以維護大會官方所具有之賽事整體形象。 

 

第 15 條 比賽細則 

(1) 如有本規則書未訂定之事項，以另外發行之大會特別公告為基準。 

(2) 嚴格禁止參賽車輛出現車手代跑之情事發生，在賽事進行期間每部參賽車只能有一位參賽車手，

若經查獲一律取消參賽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3) 賽事中所有參賽車手必須遵守賽車場內裁判、旗號手與主辦單位人員之指揮，以及賽車場內之相

關規定，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當日成績與參賽資格。 

(4) 比賽期間如有賭博、鬥毆、圍堵、破壞他人財物等不法情事者，除報請警方處理外，滋事者及隸

屬之單位即永久喪失參加資格，成績不予以計算，大會亦會將事情經過完整呈報給本賽事認證單

位 CTMSA 中華賽車會(FIA/ASN)作後續之處分。 

(5) 為顧及賽事整體之形象，參賽車手嚴禁飲酒，賽道範圍內嚴禁吸煙及嚼食檳榔，一經查獲立即取

消比賽資格，成績不予以計算；賽道工作人員將有權針對參賽車手隨時進行酒測。 

(6) 驗車時發生車輛不符參賽規定，或與報名資料不符者，即取消參賽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7) 其他相關罰則亦需參照與配合麗寶國際賽車場賽道管制規則條例。 

 

第 16 條  醫療檢核 

(1) 賽事期間，競賽委員會設有賽事醫療主管（Chief Medical Officer，CMO)，CMO 須持有台灣醫

師執照，職責為負責醫療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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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期間的定義，從參賽車手報到開始，至所有賽事頒獎結束為止。 

(3) 醫療主管有權在賽事期間對任何參賽車手提出專項醫療檢查之要求並且強制執行。 

(4) CMO 得依據臨床醫學判斷與賽事需要，對車手進行醫療檢查與醫療相關查核。 

(5) CMO 可指派醫療相關人員協助其完成醫療檢核。 

(6) 專項醫療檢查若無法在醫療中心執行，CMO 得要求至合格的醫療院所進行該項檢查，並在要求

的期限內完成後向 CMO 檢附醫療檢查報告。 

(7) 賽事期間，當有車手發生事故，COC 或 CMO 可以要求秘書處發出醫療檢核通知書予該車手，

不論有無前往醫療中心進行醫療檢查，如要繼續參與後續賽事，必須持醫療檢核通知書向 CMO

取得繼續出賽的同意，並將醫療檢核通知書繳回裁判委員會審查，否則 COC 有權禁止該車手進

行後續賽事。 

(8) 如參賽車手有未配合的醫療檢查要求之情事，裁判委員會可處以 NT$ 2,000~5,000 元之罰金或

禁賽，並移送中華賽車會接受審查。 

(9) 若有上述規則未盡事項，COC 或裁判委員會可於賽事期間逕行主動召開會議審查。 

 

第 17 條  抗議或申訴  

(1) 如車手或車隊於比賽期間遇有賽事或是車輛爭議之事項，車手可依據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來進

行書面抗議或書面申訴。 

(2) 抗議權利僅屬於參加比賽的報名車手或車隊代表人，抗議的對象亦僅限於同場比賽的其他參賽

者。 

(3) 抗議必須以正式書面提出，其內容必須清楚列明抗議對象、抗議事項，並由抗議者親筆簽名，連

同抗議保証金 NT$ 5,000 元在有效時間內呈交競技長，才能被接受。 

(4) 如抗議賽事期間的任何錯處或觸犯規例者，必須於該場賽事暫定成績公佈後 30 分鐘內遞交抗議

書。如仲裁委員會認為有足夠的實際原因，可考慮延長期限接受個別逾時抗議之個案。 

(5) 如提出涉及賽車的機械結構不符規格而提出的抗議書，抗議者需明白，處理抗議期間可能需拆卸

機件而導致要支付相關費用。在此狀況下時，需當場繳交保證金 NT$ 15,000 元。裁判長可下達

指示即時拆解予以檢查。 

(6) 抗議車輛不合規定者應在驗車完成後 30 分鐘內為之，或者在該車完成比賽後發現其性能有相當

可疑之處，仍可在賽後 30 分鐘內提出抗議。 

(7) 每一份抗議書只能抗議一項不符規格事項。 

(8) 抗議之接受與否由競技長決定，其判決裁定權則屬裁判長所有。 

(9) 抗議聽證會，抗議被接納後裁判長應馬上召開聽證會，抗議人及被抗議人均須出席說明，雙方亦

可要求其指定之見證人出席。 

(10) 在進行抗議聽證會後，裁判長未作出最後判決前抗議者可撤回抗議書，並退回抗議保證金；但

一經判決如抗議不成立，則其保證金將被沒收。 

(11) 抗議者可於聽證會提供錄影帶予裁判長參考，同樣被抗議者亦可提供其錄影帶予以辯白，但其

提供時間均須在接到聽證會通知後 30 分鐘內提出。 

(12) 裁判長有權先行審視呈堂之錄影帶，以決定是否作為判決證物，一旦認定為證物則該卷錄影帶

由大會扣留直至作出裁決，且未有上訴發生為止。 

(13) 抗議一旦被接受，有關之成績及獎勵均立時凍結直至抗議被裁定及超過申訴提出之有效時間為

止。如果臨時頒發之獎盃，因事後抗議成立，被抗議者應交還獎盃與大會。 

(14) 抗議之成立及最後之裁定與判決，由當日比賽之裁判委員會(仲裁委員三人)或裁判長決定，一但



14 

裁定後便不再接受任何說明，如被抗議者不服只有上訴。 

(15) 參賽者無權抗議主辦單位不接納其報名參賽，參賽者亦無權抗議任何裁判長指定之邊審員

(Judge of Fact)的主觀判定。 

(16) 參賽者不能因自已誤解旗號導致失格或影響其成績而提出抗議或申訴(相關辦法請參照中華賽

車會官網公告「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 

(17) 抗議者在提出抗議前必須充份了解本抗議規則及程序，未符合本規則之抗議將不會被接受。 

 

第 18 條 公告通知 

(1) 賽季進行期間如果有規則的修改或是通知事項將會以書面告知各車隊，並公告於麗寶國際賽車場

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官方頁面上。 

官網：http://www.lihpaoracing.com.tw/tw/Index  

Facebook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lihpaoracingpark 

(2) 賽事期間賽會將設置社群軟體比賽群組，所有參加比賽者(包含車手與車隊人員)與裁判皆需加入

群組，車手與車隊需隨時注意賽會在群組內所發佈之比賽相關訊息。 

比賽過程中的違規警告，以及針對違規情事進行判罰前，賽會裁判會透過群組通告車隊人員，同

時也讓抗議的車隊了解大會已經進行判罰，以避免賽後產生的紛爭。 

 

第 19 條  FFC 大會競賽委員會 

賽事管理機構設有組織委員會和競賽委員會。 

(1) 組織委員會常設辦公地址：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一段 185 號 麗寶國際賽車場 

電話： 04 - 25560822 

傳真： 04 – 25760983 

E-mail : knight@lihpaoland.com.tw 

(2) 競賽委員會成員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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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極限原廠組 競賽規則及技術規則 
 

第 20 條  極限原廠組主旨：  

(1) 為推動國內專業賽事及普及賽車運動，麗寶國際賽車場特別推行計時賽賽事；讓更多車主人口可

以加入台灣賽車運動行列，期許透過計時賽事可以讓更多車主先從入門體驗基礎賽事。 

(2) 極限原廠組將依照本規則書第 1 條至第 27 條執行賽事。 

 

第 21 條 賽事分組： 

(1) 賽事分組模式如以下分組 

a) 自排組 : 限定 2019.02 以後 FOCUS Mark IV( C519 ) ST-Line 車型參賽 

b) ST 組 : 限定 2019.12 以後 FOCUS Mark IV ST 之 Hatchback 五門掀背車型參賽 

(2) 各組車輛最多為 25 台同時下場，兩個組別分別頒獎。 

 

第 22 條 比賽方式  

(1) 比賽形式：採用單圈計時賽型式 

(2) 賽程將進行安全講習課程 / 簡報 / 2 階段計時 

(3) 比賽於週日上午與下午各進行 1 階段計時賽段，2 個階段計時賽段為各 25 分鐘，除非跑道被阻斷

或繼續比賽將發生危險(大會裁判長有權利決定提前結束賽事)，否則賽事不會因而中斷。 

(4) 最後各組比賽名次之認定，將依照當日兩個回合之中的最快單圈作為計算分組名次之頒獎依據。 

(5) 賽程依現場流程時間及天候因素可能調整或縮減。 

(6) 計分方式各組車輛為同時混和下場，依組別不同分開計算成績及頒獎。 

(7) 一但進入測時賽即為正賽開始，不得換車及更換車手，如發現換車或是更換車手，則取消當站所

有成績。 

 

第 23 條 車手執照課程  

(1) 必須持有2021年有效之CTMSA核發之CN(P)或CN級以上場地賽車手執照以及中華民國駕照。

如果沒有車手執照的狀況下，競賽委員會將在賽前一週以及比賽當週開課。 

(2) 執照應隨身攜帶以茲識別；未帶執照者須能提出相關證明，否則禁止參加比賽。 

(3) 如尚未持有 CTMSA 車手執照者，請於賽事參加車手執照講習，講習及執照費用已內含於報名費。

將於比賽當週於麗寶國際賽車場各舉辦一場新手執照講習課程，詳細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告。 

(4) 參賽者需比賽報到時由本人親自簽署切結書與相關查驗，始可參賽。 

 

第 24 條 獎項  

(1) 車手將依第 21 條規則分組，各組前三名將頒發獎盃各一座。 

(2) 得獎車手另外提供獎品，發放辦法另行公告。 

 

第 25 條 參賽車手裝備： 

(1) 汽車參賽車手裝備須使用： 

a) 狀況良好之 3/4 罩或全罩安全帽，並且需使用頭套。 

b) 完好無破損之賽車鞋與賽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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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賽車服不限。 

d) 安全裝備未符合上列規定者，禁止出賽。 

(2) 汽車參賽車手不論練習或是比賽過程中，車手必須全程配戴安全帽並且將安全帶綁緊。 

(3) 計時賽車手服裝雖不強制但建議穿著賽車專用之服裝，若無則必須穿著整潔，嚴禁穿著無袖之內

衣、拖鞋、涼鞋、高跟鞋上場，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第 26 條 參賽車輛技術規則： 

(1) 引擎系統，除了空氣濾芯以及機油濾芯、火星塞可以使用替代品外，其餘必須保持原廠形式不可

更動。 

(2) 引擎管理程式與變速箱控制程式須維持原廠設定。 

(3) 可加裝引擎室拉桿或底盤拉桿。 

(4) 所有參賽車輛必須具備 3 點式以上之安全帶；若改裝賽車桶型座椅，則不可搭配使用原廠三點式

安全帶，而必須加裝四點式以上之安全帶。 

(5) 參賽車輛必須外觀鈑件與燈光必須完整，可以加裝前後下巴、側裙、尾翼等空力套件但不可超出

原廠外觀尺寸 10cm 以上。另外，前後保桿與車身不能加裝小型側翼或是擾流鰭片，如果加裝之

空力套件有安全上之疑慮，大會驗車主管有權要求拆除。 

(6) 車輛必須符合街車設定，包含座椅、內裝與冷氣等必須保留不可拆除內裝以及安全氣囊等安全配

備，建議可加裝多點式防滾籠者。 

(7) 避震器可進行改裝套件之替換，但不可對底盤結構進行任何變動與破壞。 

(8) 車輛噪音值須符合第 2 條第(4)項規則，排氣系統需維持原廠規格與設定但允許改裝尾飾管。 

(9) 參加車輛之頭燈、煞車燈、雨刷需保有原有功能，車身外表配件不齊全者不得下場，前後保桿需

完整且具原廠功能。 

(10) 參加自排組限定使用 MICHELIN Pilot Sport 4  235/40/R18 輪胎。 

參加 ST 組限定使用 MICHELIN Pilot Sport 4S  235/35/R19 輪胎。 

正式比賽(含排位賽)所使用之輪胎必須加註有大會驗車組所指定的記號；標記動作將在發放輪胎

時進行，未經過大會標記過之輪胎不得用於賽事。 

(11)  報名車手費用內已內含 4 條輪胎費用，輪胎領用方式大會將於賽前另外公告。 

(12)  輪圈可更換款式但需維持原車出廠規格尺寸。 

(13)  所有車輛須經賽前檢驗噪音並安裝計時感應器未驗車者不得下場參賽。 

(14)  所有驗車工具以大會準備或認可之工具為準則。 

(15) ST-Line 參賽車輛使用原廠卡鉗者，大會免費提供高性能來令片(前、後輪一套)，大會將在比賽

前通知報名車手到指定店商進行更換，參賽車必須進行更換後始得下場比賽；另外，允許加裝

提升煞車冷卻效果的煞車散熱導管。 

(16)  為使車輛性能維持最佳狀態，ST-Line 參賽車建議加裝變速箱冷卻器、機油冷卻器。 

(17) 賽會針對 ST-Line 參賽車提供之高性能煞車來令片，以及建議改裝升級之機油冷卻器、變速箱

油冷卻器等項目，提供乙份「參賽車輛技術說明」(詳見附件四)，內容包括改裝升級項目之說明、

安裝位置建議、安裝流程說明等。 

 

第 27 條 賽會嚴禁與注意事項 

(1) 比賽過程嚴禁碰撞與頂撞前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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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當後車與前車距離小於 3 呎時，裁判組將會對後車舉旗進行第一次警告。 

b) 後車接受兩次警告仍未保持安全距離者，經第三次警告後將進行裁罰。 

c) 嚴重碰撞或是頂撞前車之行為，將直接進行裁罰，賽會裁判長有權裁示黑旗處分、Stop & Go

或是賽後加秒等裁處。 

(2) 惡意阻擋後車，賽會將以旗號警告，前車經警告兩次而不予理會者，第三次警告後將於比賽終了

接受加罰 15-30 秒之判罰。 

 

第 28 條 其他注意事項 

(1) 賽事報到時間以賽前公告流程為準。 

(2) 報到時包含車手簽到及車輛號碼貼確認。 

(3) 報到後需依公告之流程時間行進至大會指定區進行賽前驗車及裝置計時感應器。 

(4) 參賽車輛賽前需嚴格執行之自主檢查項目如下： 

① 機油無滲漏之情形 

② 座椅不能鬆動、晃動 

③ 安全帶必須正常無損壞 

(5) 參賽車手及車隊人員必需詳讀基礎規則書後才填寫下列報名表，如未詳讀基礎規則而觸犯規則不

單危及自身權利與安全，同時也危害他人權利與安全，此為不適合從事賽車運動之人，請所有賽

車相關人員需特別注意。 

(6) 參賽之車手亦需詳讀改裝規則，如因此觸犯改裝規範而遭取消成績實為不值得之事，亦損耗相關

比賽資源，請所有相關人員亦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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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高手改裝組 競賽規則 
 

第 29 條 高手改裝組相關事項 

(1) 爭先賽事將依照本規則書第 1 條至第 19 條以及第 28 條至第 48 條執行賽事。 

(2) 車手必須持有 2021 年有效之 CTMSA 核發之 CN 級以上場地賽車手執照。 

(3) 賽事分組： 

a) 自排組 : 限定為原廠自排車型參加 

b) 手排組 : 限定為原廠手排車型參加 

c) ST 組 : 限定為渦輪增壓引擎之 ST 車型參加(不限手排/自排) 

(4) 各組車輛為同時混合下場，依組別不同分別頒獎 

 

第 30 條 決賽出場車輛數 

(1) 決賽出場車輛數最多為 20 輛車。 

(2) 高手改裝組最多報名車輛數原則上以 20 輛為限，如報名車輛數超過 20 輛，將根據測時排位賽成

績，取前 20 名參加決賽。 

 

第 31 條 測時賽 

(1) 大會將於週六進行兩回合各 30 分鐘測時賽作為週日下午兩回合決賽起跑排位之依據。 

(2) 測時賽之成績以各參賽車輛之最快單圈為成績基準。 

(3) 如果在沒有進行預賽的情況下，則決賽的起跑順位將由大會競賽委員會另外發行特別規則

書另行規定。  

(4) 無論前述之規定如何，大會競賽委員會擁有決賽起跑順位的最後決定權。 

(5) 未參加測時或是發生車輛故障而無法做出成績者，決賽將從維修區或是起跑格位最後一位起跑。 

(6) 有關於起跑程序之規定請見本規則第 34 條至第 35 條。 

 

第 32 條 決賽 

(1) 每站賽事兩回合各 12 圈爭先賽賽事所組成。 

(2) 決賽起跑方式均採用靜態起跑(Standing Start)方式；測時賽竿位(Pole Popsition)起跑位置為跑

道左側。 

(3) 有關於起跑程序之規定請見本規則第 34 條。 

(4) 兩回合排位賽成績，分別為兩回合決賽起跑排位之依據。 

 

第 33 條 事件 

(1) 「事件」表示以下由賽事裁判所調查，包含一或多個車手的單一或連續之事件，或任何車手的任

何動作： 

a) 構成本規則 38 條規定中需要停止賽事之要件 

b) 構成違反本規則 

c) 由一個或多個車手引起的起跑犯規 

d) 引起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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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迫使其他車手離開跑道；並以正常路線為調查基準 

f) 車手惡意不合理的妨礙其他車輛合法之超越 

g) 超車過程中不合理的妨礙其他車手 

h) 後車因碰撞導致前車發生明顯失誤並產生落後 

(2) 在前述受到調查的事件中，若有車手在事件中被認定必須受罰，將由賽會裁判組決定。 

(3) 事件調查過程中，任何涉入本規則(1)項所述之事件或碰撞當中之車手，在收到賽事組工作人員 

   之調查通知後，未獲得賽事裁判之同意前不可離開賽場。 

 

第 34 條 裁罰 

(1) 賽事裁判可以依據本特別規則對違反規定之競賽者或涉入規則 32 條所述之事件當中之車手給予

警告、罰秒、通過維修區處罰、罰款、除名或禁賽等處罰，或在國際賽車運動總則規範下替換或

外加其他可行之處罰。 

(2) 賽事裁判可以對必須受罰的車手施以下列處罰： 

a) 違例處罰：裁判委員會可依據 FIA 國際賽車運動總則、CTMSA 等相關監管機構的規定以及

賽事的相關規則、增補條例處罰違例者。違例者須向賽事主辦機構繳付有關處罰款項。 

b) 任何有關比賽車輛的違規改裝，賽會驗車主管將有權禁止該車輛進行賽事。 

c) 凡比賽中車手有明顯之犯規動作，如不合理變換行進方向、直線道蛇行阻擋後車、彎道中劣

勢強行超越、應加速時煞車、頂撞前車或碰撞等行為，如有使車手獲得利益者將進行判罰，

情節輕微者或未獲得實際利益者將處以警告處分。 

d) 黃旗路段超車行為之處罰： 

① 如為決賽過程中發生，判罰通過維修區處罰 (drive through penalty)。 

② 如為測時排位賽過程中發生，車手將被取消最佳單圈計時成績改以次佳單圈作為成績。 

③ 如為自由練習中過程中發生，車手將被罰款 NT$1500 元/次。 

e) 決賽起跑過程中如有違規行為，視影響情節之不同，決定是否得加重其處分，包括處以 drive 

through penalty。 

f) 如有車手因違規處以黑旗取消比賽資格，賽會工作人員會在終點線上出示最多連續 3 圈黑旗

及該被處罰車手號碼。車隊人員也需使用自身訊號通知車手返回維修區。 

g) 如有車手不理會黑旗旗號指示，賽會可對其增加懲罰。另外，在年度賽事中如有車手累積遭

二度黑旗處分時，將會予以自年度錦標賽除名。 

h) 違反維修區限速規定者，會被賽會處以罰款為 NT$1000 元/次。 

i) 不能及時參加頒獎儀式者，會被賽會處以罰款為 NT$5000 元/次。 

j) 出 Pit Lane 壓線或違反維修區限速(Pit Lane 時速 60 公里以下，其他在時速 30 公里以下)規

定者，會被賽會處以罰款為 NT$1,500 元/次(自由練習&測時賽階段)；若於總決賽則將施以

drive through penalty 一次。 

k) 多次通過方格旗，如為測時賽及決賽過程中發生，車手將被罰款 NT$3,000 元/次。 

l) 若有違規之事實發生在賽事的最後三圈內或賽事結束之後，則處罰將以取消該站賽事成績或

加罰賽後總時間 30 秒來取代。 

(3) 通過維修區處罰 (drive through penalty)，車手必須由通道回到維修區並依維修區指定速限通

過再由維修區出口重新加入賽事；通過維修區處罰將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a) 競技長必須指派工作人員通知給車隊代表，並同時於起終點旗號台舉出附帶受罰車輛車號之

drive through penalty 訊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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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終點線工作人員的訊號板舉出後，相關車手必須在五圈的賽程內回到維修區，並依指定速

限通過維修區再從維修區出口重新加入賽事。 

c) 處罰結束後車手可以重新加入比賽。 

d) 任何違反或未履行(3).b)項或(3).c)條之規定者，將該處罰將不實施而改以加罰賽後總時間來

取代。 

(4) 如果裁判委員會決定取消某個車手參賽資格或判罰某個車手時，均會立刻宣佈，並以書面通知  

有關車隊工作人員。 

(5) 如有任何導致罰款發生，則該受罰之競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內至賽會秘書室繳交費用；如未繳該項

罰款，賽會有權加重其處罰或以任何其他可能之處罰替代。 

(6) 雖然上述規定已包括了處分的細則，但如裁判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時仍可加重處分。 

(7) 如果有本特別規則書、補充通告、最後指引及制裁的闡釋沒有包括在現有的規例時，將由出席的

裁判委員會投票決定，以票數多的決定為準。裁判委員會的議決為最終決定。 

 

第 35 條  賽事起跑 

(1) 參賽車手必須至少參與 1 次練習，並在測時賽中至少完成 1 圈計時圈，才擁有起跑資格。 

(2) 賽事主管/賽事總監可向仲裁委員會建議批准未取得出賽資格的車手參加決賽。該委員會的相關決

議不接納任何上訴。 

(3) 在起跑前 10 分鐘，維修區出口將開放車輛進場進行排位勘查圈以及排位，開放時間為 5 分鐘。

在起跑前 5 分鐘，維修區出口將封閉禁止下場，如果在維修區出口封閉之後仍未進場之車輛，則

將必須由維修區出口起跑。 

(4) 在起跑格位上出示 5 分鐘板之前，可在起跑排位上進行作業。 

(5) 在起跑程序進行前，會在起跑線前方依序出示 5 分鐘板、3 分鐘板、1 分鐘板、30 秒板；出示告

示板的同時將會伴隨警告笛音。 

(6) 當車輛進入跑道，進行暖胎圈前，車隊工作人員得以進入起跑格位中，進行起跑排位確認以及起

跑準備作業，期間將有倒數時間主動告知提醒。 

① 5 分鐘板 - 起跑程序將進入倒數程序，禁止再有人員進入起跑格位區，禁止再對場上所有之 

車輛進行整備作業；除了車手、一部分車隊工作人員、大會工作人員之外其餘人員必須離開

起跑格位區。 

② 3 分鐘板 - 當 3 分鐘板出示後，除了車手、大會工作人員外，亦准另一名技師或助手留置，

其餘人員需離開起跑格位置。 

③ 1 分鐘板 - 車手必須在車輛上就位並且發動引擎維持起跑狀態。 

④ 30 秒板 -  出示此板 30 秒之後，起跑格位前方起跑台將開始揮動綠旗，同時帶頭的安全前

導車將帶頭出發，所有的競技車輛必須保持隊伍排列，開始進行暖胎圈。 

⑤ 暖胎圈開始進行之後，在這一圈中禁止進行起跑練習、明顯擾亂對伍及超車；必須與前車保

持適當距離，車隊必須排成單一縱隊並不得從左右邊超出前車行駛的路線，如有違反規定者

將被處罰；在全部車輛隊伍後面將配有大會車輛追隨車隊確保跑道淨空。 

(7) 如果在暖胎圈開始時車輛無法啟動的狀況下，車手必須從駕駛座的車窗(有網子時要拆下網子)伸

手向大會工作人員示意放棄起跑作業，監看該列之大會工作人員將出示黃旗揮動警告其他車手，

在這場合下，等所有車輛離開起跑格位後，大會工作人員將會將車推離跑道，通過 Pit-Lane 快

速通道閘門進入 Pit-Lane 區域，進入 Pit-Lane 區域後由所屬工作人員接手作業，當大會工作人

員 接觸到車輛後，車手必須放棄且停止啟動引擎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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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暖胎圈發車後，因跑道距離以及賽事流程考量，當所有車輛進入第一彎後，確認無法自

行啟動之車輛狀況，將強制視為放棄起跑，大會工作人員將會協助進行重回 Pit-Lane 作業，如

無法重回 Pit-Lane 將進行安全放置作業。 

(8) 如有延遲加入暖胎圈之車輛必須跟在車隊的最後一列進行暖胎圈，另外，如有車輛速度無法維持

跟隊伍後方之大會車輛一樣，必須退到大會車輛後方並自行回到維修站。 

(9) 暖胎圈開始之後，所有的旗號手位置將出示黃旗提示，帶頭的車最高速度將維持在 80km/h，所

有車輛禁止超車。 

(10) 排位勘查圈或暖胎圈時，任何在賽道上熄火或停下的賽車，將被取消該場比賽資格。賽車只可

以推往最近的安全地點。如賽車在上述期間發現有機械故障，但仍然可以安全行駛時，則該賽

車可駛回維修區進行修理。如賽車能及時完成修理，可在維修區出口起跑參賽，即待發車位上

的賽車起跑後從維修區出口進入賽道加入比賽。 

(11) 在暖胎圈結束之後將由取得起跑竿位的車輛作為帶頭，回到原有各自之起跑位置，當車輛回到

各自之起跑位置後，在最後起跑點後方將出示綠旗；車陣前方紅燈將會開啟。一般而言，紅燈

亮起至熄滅之間隔會在 2 至 5 秒之間，起跑信號燈由紅燈熄滅之後代表比賽開始。 

(12) 賽事委員會將根據以下行為確認發車搶跑： 

a) 賽車（任何部份）停在或超過發車位置的前方白線。 

b) 起跑紅燈亮起到熄滅期間，賽車發生任何移動。 

(13) 如有未規定到之相關事項，以 FIA 國際賽車運動規則附錄 H 項內規定為主。 

(14) 在比賽起跑期間除了賽會工作人員或消防員以外，維修區之跑道牆必須保持淨空。 

(15) 在起跑訊號出示後或綠旗搖動後 1 分鐘內，任何未能開動之賽車必須推離賽道返回維修區。賽車

不得接受外界幫助推行，除非此舉為賽會工作人員因需要清除現場，否則車手資格會被取消。 

 

第 36 條  延遲起跑 

(1) 暖胎圈進行中如有發生任何事故的情況下，所有的旗號手位置將出示黃旗，所有的車輛必須回

到各自之起跑位置；若賽事裁判認定起跑必須延遲，在此狀況下則起跑信號燈將顯示為黃色閃光

燈號，代表賽事延遲起跑，當每次發生上述情形時，賽程將被減少一圈。 

(2) 在此同時發生問題之車輛將被移往維修區。車隊可以嘗試進行故障排除，若成功後該車輛可以在

維修區通道末端等候出發進行比賽。 

(3) 若有一部以上之車輛發生相同狀況，其出發順位將以到達維修區通道末端之先後決定。 

 

第 37 條 賽事中之維修區作業 

(1) 所有參賽車輛，在每回合決賽中可自由進入維修區更換輪胎或其他維護 

(2) 在每回合決賽中，參賽車輛禁止進行燃料補給動作。 

(3) 維修區作業進行中，參賽車隊工作人員需確保其參賽車輛進出不影響其他車隊工作進行。 

(4) 在維修區作業進行中，車輛之停放建議與通道平行為原則。 

(5) 在決賽中，參賽車輛禁止進行燃料補給動作。 

 

第 38 條 比賽結束及名次認定 

(1) 比賽結束之定義為總和順位第1名之車輛(以下稱為領先車輛)在大會指定比賽時間結束之後，以領

先車輛通過控制線的時間點時，顯示為比賽結束。 

(2) 名次的判定基準為比賽時間結束時通過終點線方格旗之各車輛的完成圈數，如圈數為同一圈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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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則以比賽結束時通過終點線方格旗之先後順序決定名次，但是出示紅旗的狀況下不適用此項規

定。 

(3) 領先車輛在完成規定的時間前，就出現比賽結束的信號(方格旗)時，表示比賽在此時間點就結束。

另外，比賽結束的信號延遲出現時，比賽則在領先車輛完成規定的比賽距離時結束。 

(4) 結束最後一圈的車輛，其總圈數必須在該組別優勝車輛之80%(捨去小數)以上始能視同完賽。若

未達80%則不列入排名認定。 

(5) 賽車通過方格旗後，所有賽車必須減速，不得超越任何車輛，繼續完成此圈返回賽會指定的車檢

地點。未到達車檢停車點時，車手不能脫下安全帽。任何賽車如非通過維修站入口離開賽道者，

將會被即時取消資格。任何賽車如在慢駛圈中接受外力協助(賽會工作人員除外)推動者，亦會被

取消資格。 

(6) 成績於當天賽後現場立即公佈，事後發布於賽事場官網與臉書粉絲頁面。 

(7) 賽事進行期間僅在決賽結束後進行車輛保管。 

 

第 39 條 比賽中斷及重新開始 

當賽道因意外而堵塞、或因天候不佳或其他等因素對繼續比賽構成危險而必須暫停比賽時，競技長將

要求所有旗號座必須同時出示紅旗暫停賽事 

(1) 賽事之中斷： 

① 當中斷的訊號(紅旗)出示之後，禁止超越其他競賽車輛、維修區出口將封閉，所以車輛必須持

續緩慢的以當時排位順序單列方式停在賽道上紅旗線後方，在此時間點禁止進入維修區，賽事

重新開始時之排位順序將以在紅旗線上的順序為準。 

② 如有因為賽道封閉而有無法回到起跑格位上的車輛，則該車輛需等到恢復使用賽道時依序回

到起跑格位，賽事重新開始時之起跑位置將依賽事中斷時最後通過終點線的順序為準，並由

審查委員會進行認定。 

(2) 比賽中斷時之處置將依下列規定進行： 

① 計時系統將不會停止計時，圈數監視器的時間顯示比賽繼續。 

② 賽事中斷之後進入維修區通道之車手，或是由起跑格位上將車輛推入維修區通道之車手，將會

於比賽重新開始之後加以處罰；當賽事中斷的信號出示的同時已經進入維修區通道之車輛，將

會被視為進行正規的維修區作業不會加以處罰。 

③ 在維修區以及賽道上，所有的作業將會被視為進行正規的維修區作業不會加以處罰。 

④ 僅允許已登錄的車隊工作人員以及大會工作人員可以移動到起跑格位上。 

⑤ 所有車輛禁止於賽事中斷時進行燃料補給作業。 

(3) 比賽重新開始： 

出示紅旗中斷賽事之後，將由大會競賽委員會考慮到所有全盤的狀況之後作出恢復比賽之決定，

如果賽事將重新開始的情況下，將向所有參賽車隊及所有入場人員宣布比賽將被重新恢復。 

① 中斷時間將會被盡量縮短，如果重新恢復比賽的時間決定之後將會以廣播方式向所有參賽車

隊及入場人員宣布比賽將被重新恢復。 

② 重新恢復比賽的時間決定之後會在該時間五分鐘前以廣播的方式宣布，準備重新恢復比賽。 

③ 重新起跑的時候，所有車輛將依據第 34 條第 4 項重新進行起跑程序，大會輛將會在重新開

始 3 分鐘之前將會由工作人員告知。 

(4) 賽事結束： 

出示紅旗中斷賽事之後，大會競賽委員會考慮到所有整體的狀況之後，如果決定賽事無法重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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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情況下，將向所有參賽車隊及入場人員宣布比賽結束，在此時情形下賽事結果將依照賽事暫

停訊號發出當圈往前倒數一圈結束時之排位順序而定為比賽結果。 

 

第 40 條 年度積分 

(1) 高手改裝組將依 2 站共 4 回合決賽中，除了各回合前 3 名車手進行頒獎外，各回合比賽之後前 10

名車手將比照第(3)項給予積分以決定年度名次。 

(2) 但是如果比賽結束之時間未達原本比賽時間的 50%以上的話，車手也將給以 50%的積分。 

(3) 積分標準： 

① 在週六上午的測時賽與週六/週日共計兩回合的決賽中，各組別(含所屬相關細類分組)單圈成 

績最快之車手/車輛將各給予積分 1 分。 

② 各組別決賽積分 

(4) 年度名次的決定將依照下列規定： 

① 各組別年度 4 回合獲得最多積分的車隊為年度冠軍 

② 積分相同的情況下，較高之名次應頒給： 

   a) 取得冠軍次數最多者； 

      b) 若取得冠軍次數相同，則為亞軍次數最多者； 

   c) 若獲得亞軍次數相同，則為取得季軍次數最多者，以此類推直至優勝者產生； 

   d) 若上述步驟無法產生結果，則競賽委員會將依照上述條件提名其認為適合之優勝者。 

(5) 各場次決賽第一名車輛通過終點線後，凡完成該場分組賽程 80%圈數之車手，均有資格依上述積

分計算方式獲得該場獎盃與相關積分。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第6名 

10 8 6 4 2 1 

 

第 41 條 獎項 

(1) 2 站共 4 回合決賽中，依各回合、各組別分別頒發獎盃一座。 

(2) 各組別參賽車不足 5 輛(含)，僅頒發冠軍獎盃與獎項；各組別參賽車超過 5 輛以上，頒發冠、亞、

季軍獎盃與獎項。 

(3) 依第 39 條規定產生之各組年度前 3 名車手，將依下表頒發給獎項。 

年度冠軍 麗寶樂園渡假區商品 + 麗寶賽車場賽道活動參加名額 

年度亞軍 麗寶樂園渡假區商品 

年度季軍 麗寶樂園渡假區商品 

(4) 各組獲得年度前 3 名之車手需有參加 2 站以上的比賽並且完賽才能頒發年度獎項。 

(5) 各組參賽車手如未達 5 人，則僅取年度冠軍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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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高手改裝組 技術規則 
 

除了本技術規則許可的項目之外，其他禁止一切的改裝、更動或是調整，即使有未記註的事項也應符

合並遵守本技術規則之一般規定及安全規定，所有參賽車手和車輛除非得到車檢主管書面特別許可外，

必須遵守下述各項規則。 

 

第 42 條 個人安全裝備 

(1) 所有參賽車手必須佩帶保護性安全帽。頭盔須正確固定，且佩帶合適、狀態良好，頭盔必需有經

過下巴的帶狀“保護系統”。 

(2) 安全帽可由一塊以上的外殼製成。假設出現事故，頭盔可以以解開或切斷帶子的方法迅速而輕易

地從車手頭上移除。 

(3) 安全帽須符合下列條款之一： 

① 符合 FIA 8860-2004 或是 8860-2010 規定的國際標準頭盔。 

② 符合 FIA 8858-2002 或是 8858-2010 規定的國際標準頭盔。 

③ 符合美國 USA SNELL  SAH2015、SA2015 規範規定的國際標準頭盔。 

④ 或賽事監管機構認可、批准的其他安全帽。 

(4) 全部參賽車手必須穿著經 FIA 8856-2000 規章認證之全套賽車服、手套、賽車鞋；如有贊助商的

商標需要縫製請注意縫線不得穿過防火保護層，建議委由專業廠商處理。 

(5) 全部參賽車手必須使用經 FIA 8858-2002 或是 8858-2010 規章認證之 FHR 頸部保護裝置。FHR

裝置如為 HYBRID、HYBRID PRO 形式時，胸帶必需明顯服貼於連身服上，車手必須穿戴裝後逕

行檢驗作業。 

(6) 所有的個人安全保護裝備均須在車檢時一併交予技術主管檢查；未通過檢查之裝備將暫時留置於

驗車區並於賽後歸還。 

(7) 所有參賽車手及車隊工作人員，於車輛下場前必須確實確認車手座椅已調整至最合適位置，且安

全帶須確實繫緊固定車手身體，避免車手膝蓋與方向機柱過於靠近，失去應有之緩衝空間，造成

車手之人身傷害。 

 

第 43 條 最低車重 

(1) 所有參賽車輛在賽事期間必須維持最低車重為 1100kg 以上。 

(2) 上述之重量不包含車手，但包含燃料、機油、冷卻水、壓艙物等。 

(3) 所有數值之量測均依大會準備之器材為基準。 

 

第 44 條 引擎 

(1) 參賽車輛之引擎改裝程度不限制，但必須使用原廠配置的引擎型式。 

(2) 溫度調節器(水龜)可自由配置。 

(3) 車輛之冷卻風扇允許自由配置。水箱容量跟水箱蓋壓力值可以變動但是禁止修改車輛本體的固   

定位置，管線類可以自由更換。 

(4) 車輛之空氣濾芯允許自由配置。 

(5) 機油泵浦及機油濾芯可自由更換。 

(6) 原廠燃料噴射系統可改裝更換零件或是修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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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使用高流量汽油泵浦。 

(8) 排氣管出口的位置必須超過後輪軸後方垂直面，並且不得凸出於後保桿必須保持與後保桿之邊緣

齊平。 

(9) 參賽車輛通過大會驗車之後，在比賽期間消音器都需保持在固定的位置，意即是說如果在比賽過

程中如果消音器如果有發生脫落的情形，將會被要求進行修復。 

(10) 允許裝設或是變更機油冷卻器，但是機油冷卻器必須以螺栓鎖固並固定於車身鈑件，不可裝置於

車身外部。 

(11) 參賽車輛需配備有機油回收儲油桶，使用機油回收儲油桶的話，排氣量在 2000cc 以下的車輛儲

油桶容量需在 2L 以上，排氣量在 2000cc 以上的車輛儲油桶容量需在 3L 以上。 

① 使用超過 1 個機油回收儲油桶的話，至少要有 1 個儲油桶符合前項規定。 

② 機油回收儲油桶在裝置上僅能能以自然重力方式回收機油並回流到油底殼的方式，並且相關

的管線及接頭應確實安裝以防脫落；另外，為了裝設儲油桶，僅承認對引擎汽缸頭及油底殼

作最小限度之加工。 

(12) 在原廠設計沒有搭載渦輪或機械增壓器的車輛，不得加裝增壓器。 

(13) 除了競賽委員會特別公告知車輛外，所有車輛必須符合下列排氣噪音規定： 

104dBA  @ 6000rpm，噪音量測方式將以噪音計距離車輛排氣管出口 90cm、夾角 45 度、高

度與排氣管高度同高處進行量測。 

① 取樣噪音之空載引擎轉速，必須於大會規定之區域進行檢驗。 

② 以車輛儀錶板之轉速表為基準 6,000rpm 為取樣轉數。 

③ 具備引擎保護裝置之車輛，依照空載最高轉速進行計測。 

④ 進行噪音檢測時，請確認變速箱檔位至空檔，及啟用煞車鎖定裝置(手煞車)。 

(14) 電子系統： 

① 除了最初裝置在車內的電腦設備以外，可追加電子調整裝置(包含 ECU 等所有電腦類控制器

裝置)。 

② 點火裝置(包含火星塞、線圈、線組、裝置托架)允許更換或修改。 

③ 電池以及其裝置托架、螺絲可以自由更換，電池可以更換搭載位置，但是必須有良好之固定，

另外電池之正極需進行絕緣包覆(見附圖二)。 

 

 

 

 

 

 

 

 

 

 

                      附圖二、 電池安裝範例 

 

④ 參賽車輛必須在車體內部及外部配有電源開關，且必須為防火花之型號。該開關必須能夠在

車體內、外分別進行操控，並搭配有一個三角型閃電標識來標示位置，並可由工作人員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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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便可從車輛外部操作。外部的電源開關必需安裝在前擋玻璃的下方位置(見附圖三)。 

                                  

 

 

 

 

 

 

 

 

 

 

 

                                  附圖三、 外部斷電開關安裝範例      

 

第 45 條 底盤 

(1) 手排或自排變速箱都可以使用，允許更換使用序列式變速箱。 

(2) 可以加裝或是更換LSD限滑差速器。 

(3) 輪圈： 

① 輪圈直徑尺寸不限定，輪穀的螺絲長度可以變更，但是材質必須與原廠型式相同。 

② 輪圈的材質限定為鋁合金製造；不得使用其他材質。 

③ 輪胎及輪圈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可與車輛其他部分接觸，且不可超出葉子板輪拱以外，輪圈的

ET值(offset)無限制。 

(4) 懸吊裝置與避震器： 

只要在車體上的裝置部位及方法、數量及動作原理不變動的情形下，則允許對懸吊裝置作變更。             

可加裝輔助彈簧但是必須與主要彈簧在同一中心線上。也可隨著調整車高而變更彈簧座、追加插

入物。 

(5) 參賽車輛之防傾桿及防傾桿襯套可自由更換或加裝 

(6) 剎車： 

① 可更換或變更剎車卡鉗、剎車來令片、剎車碟盤、剎車管線以及比例分配閥。 

② 可解除與防鎖死剎車系統(ABS)之連接，或拆掉防鎖死剎車系統(ABS)。另外，允許因為拆卸

而需要做的管線修正與變更作業。 

(7) 方向盤及轉向系統： 

① 方向盤樣式不予限定，但建議加裝方向盤快速拆卸裝置。 

② 禁止對轉向機柱進行變更或改造。 

③ 方向盤快拆裝置僅允許與方向機柱平行之軸向快拆裝置。 

④ 基於安全因素，方向機柱如有可調整角度之機構則必須拆除或限制其使用，原廠之方向機柱

鎖定裝置必須拆除。 

(8) 踏板類： 

為了提高安全性與操作性的前提下，允許變更踏板相關零件。為了增加踏板強度，僅能針對剎車

總泵或剎車油壓缸與車體之間使用連桿或板作簡易的補強，也可與引擎室拉桿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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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橡膠支撐及襯套類： 

在不改變形狀與尺寸的情況下，材質與硬度皆允許變更；也可從軟質換成硬質的零件，但是禁止

變更為金屬製品。 

 

第 46 條 輪胎使用規定 

(1) 爭先賽可使用之廠牌及輪胎型式(競技胎或是市售有紋道路胎)將不限制，可使用全光頭胎。 

(2) 在天候狀況不良，大會競技長宣布為雨天賽事(WET RACE)時之情形下，參賽車輛必須使用溼地

輪胎或有紋路半熱融胎始可進行比賽。 

(3) 禁止使用任何型式之暖胎器。 

(4) 不可使用各廠品牌非一般市售之競技用特殊胎款(此指胎壁上未標示廠牌明確之款式型號者)。 

 

第 47 條 車體 

(1) 外觀、形狀： 

車體的外觀鈑件與形狀需保持完整，車體寬度可以變更，允許因裝置安全油箱及防漏油環而在車

體作加工或切除動作。可以加裝前後下巴、側裙、尾翼等空力套件但不可超出原廠外觀尺寸10cm

以上。另外，前後保桿與車身不能加裝小型側翼或是擾流鰭片；空力套件安裝需確實固定，不可

在比賽時脫落，如果加裝之空力套件有安全上之疑慮，大會驗車主管有權要求拆除。 

(2) 防滾籠( Roll Cage)： 

① 參賽車必需加裝防滾籠並且必須符合CTMSA中華賽車會運動總則第八章8.8節之規定。 

② 防滾架結構允許以金屬熔接或螺栓鎖固方式完整化防滾籠結構，但使用螺栓鎖固場合下，僅

允許使用防滑螺帽進行鎖固作業。 

③ 防滾籠必須為六點式固定型式且側面需有防撞保護，側面防撞保護的高度以不超過門板高度

為原則。 

④ 如使用防撞護墊，需使用經過FIA 8859-1997認證之防火護墊。 

(3) 座椅： 

① 座椅本體之使用，其結構應通過 FIA 8855-1999 規章(FIA Technical List 12)、FIA 8858-1999

規章或是 FIA 8862-2009 規章(FIA Technical List 40)認證，並且不得修改座椅結構。 

② 依照 FIA 規章，8855-1999 使用年限為 5 年，8862-2009 使用年限為 10 年。 

③ 座椅結構必須完整，出現裂痕或任何結構性損害，如有結構疑慮由驗車主管認定是否可使用；

不可對座椅進行變更或修改規格，如有此狀況，該座椅將被視為不可使用。 

④ 座椅滑軌應全部以「口」字型固定於車體。 

⑤ 為了方便易於救出車手，座椅滑軌的調整機構應可從外部不需要專用工具就可以控制。 

⑥ 固定座椅之螺栓不可與安全帶磨擦，進而造成安全帶結構損壞之虞，如有實際接觸時，必須

以膠帶等隔絕材隔離。 

(4) 安全帶： 

① 必須配有四點式(含)以上之競賽用安全帶，必須具備快速釋放鎖定裝置，其鎖固裝置必須為快

拆式。 

② 不可使用Ｙ型 3 點式安全帶。 

③ ③其中安全帶必須通過 FIA 8853/98、FIA 8854/98 及 FIA 8853-2019 規章。 

④ 依照 FIA 規範，安全帶使用期限為出廠後 5 年，逾期不得使用。 

⑤ 安全帶整套部件必須使用同依規範，不可雜湊使用不同規範部件為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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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安全帶固定扣點必須使用吊環螺栓固定於車體(附圖四)，並不得與座椅共用螺栓。 

⑦ 吊環螺栓必需額外使用強化背板(附圖五、附圖六)，不得直接使用吊環螺栓鎖固於車體。 

⑧ 六點式安全帶之第五及第六點不可共用同一吊環螺栓。 

(5) 車內後視鏡： 

車內後視鏡必須保留，除了 LRP 特別認可的情況外，不可追加、變更車內後視鏡。特殊安裝方

式需經驗車主管認可後，方可使用。 

(6) 外部後視鏡： 

外部後視鏡無限制。但最多僅能車輛的左右兩邊各裝置1個合計2個後視鏡。除了設置室內冷卻用

的空氣孔以外，不可兼具其他功能。 

(7) 車窗玻璃： 

① 參賽車輛除了前檔玻璃以外，其他可換為輕量材質。顏色須與原始車輛相同無色透明。 

② 駕駛側車門玻璃可以安全網取代, 安全網固定方式必須為快拆形式, 必須為符合FIA附則J要求

的安全防護網產品。車手在整個賽事期間，都應保持其處於安裝穩定和牢固的狀態。 

③ 參賽車輛之引擎蓋、後車廂蓋必須廢除原廠扣勾改用快速插銷型式固定，並可由工作人員從

外部操作打開引擎蓋或後車廂，另外車輛出發時進入跑道時建議使用膠帶貼住避免脫落。 

 

 

附圖五、吊環螺栓加強片 

 

 

附圖四、吊環螺栓安裝於車體體方式 

 

附圖六、吊環螺栓加強片固定於車體方式(攝於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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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七、 快速插銷型示範例 

 

(8) 車門板： 

除了駕駛座位置的車門板以外，其他可換為輕量材質；外觀形狀須與原始車輛相同。後車箱蓋材

質也可更換車門板可拆卸隔音組件，但進行拆卸動作的同時不可因此變更車門的形狀。不可拆除

作為衝擊緩衝裝置的車門防撞樑。可用耐燃性的緩衝材填充於車門內部。電動車窗可改為手動車

窗搖桿，但裝置時儘允許最小限度的改造範圍。 

(9) 參賽車輛之引擎蓋、後車廂蓋必須廢除原廠扣勾改用快速插銷型式固定，並可由工作人員從外部

操作打開引擎蓋或後車廂，另外車輛出發時進入跑道時建議使用膠帶貼住避免脫落。 

(10) 車燈及雨刷： 

頭燈、尾燈、剎車燈、方向燈以及雨刷都必須正常運作。玻璃製的車燈類須有無色透明之薄膜，

以防破裂時碎片飛散。 

(11) 輔助性附加物： 

如有必要，可將輔助性附加物及其配線拆除；例如擋泥板、下防護板、防護燈罩、室內照明燈、

收音機、暖氣、冷氣、喇叭、後雨刷等等，但必須維持除霧功能。 

可裝載行車資料紀錄器，但裝載時需注意其安全性，並只能為裝載而作必要最小幅度之改造也可

拆除馬錶或計量類裝置。 

可拆卸車輛底部、引擎室、後車箱內、輪罩內的絕緣材料。 

除了支撐底盤或車體的機械性零件以外，其他以螺絲固定但沒有使用的支撐體則可以拆卸。 

(12) 千斤頂： 

可使用氣壓式千斤頂，但搭載壓縮空氣之容器禁止裝設於車上。 

 

第 48 條 管線與其他 

(1) 安全防爆油箱： 

① 建議裝設通過FIA規章(FT3-1999 , FT3.5-1999 FT5-1999)標準之安全防爆油箱。 

② 可因裝載安全油箱而做管線必要之變更。油箱底部須至少離地10cm以上。 

③ 建議使用FIA規章(FT3-1999 , FT3.5-1999 FT5-1999)標準之快速加油器。 

(2) 室內冷卻用導風管： 

可以設置供車手及室內機器使用之冷卻導風管。但不可因此改變外觀形狀，以柱子簡易固定之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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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風管，則不視為外觀形狀之變更。 

(3) 拖車勾： 

參賽車輛之前方或後方必需有拖車繩或是勾環並以明顯之箭頭符號標示位置以利拖吊作業。 

(4) 滅火器： 

① 參賽車座艙必須搭載5磅或是2KG以上的乾粉滅火器，或是使用經FIA認證之電子滅火器。 

② 固定位置必需在車手伸手可及之處並使用快拆器具固定(如附圖八)。 

③ 電子滅火器將會檢驗控制器，驗車作業時必須啟動電源供檢視燈號；正賽開始前，大會驗車

主管將會再次檢查，必須啟動電源，如無法啟動，則必須配置手動滅火器。 

④ 滅火器需配有壓力表，並且內部壓力需在正常值內，如無壓力表則車手需提出填藥證明，填

藥日期必須在比賽日2年內。 

 

 

 

 

 

 

 

 

 

 

 

                     附圖八、 滅火器以及固定座範例 

 

(5) 攝影機： 

① 基於安全的因素，所有車輛不得於下列位置或器材加裝微型攝影機： 

a. 不得於車身外側加裝微型攝影機 

b. 不得於擋風玻璃之內側或外側加裝微型攝影機 

c. 不得以任何吸盤或其他真空裝置固定微型攝影機 

② 攝影機、計時器或其他行車資料紀錄器僅允許以螺絲鎖固方式裝置於車室內側並有妥善之固

並且不影響車手之作業。 

③ 車身外側已裝置妥善的GPS天線或是無線電天線不在此限。 

(6) 水壺： 

可以設置供車手飲用之水壺以及所需要之泵浦。但以不影響車手之作業為原則。 

 

第 49 條 技術規則處罰 

(1) 參賽車輛在下列項目檢驗時如無法滿足技術規則要求，將無法進入賽道 

- 第 43 條第(11)項  機油回收儲油桶 

- 第 46 條第(2)項  防滾籠 

- 第 46 條第(9)項  快速插銷 

- 第 46 條第(10)項  大燈以及煞車燈必須以塑膠腹膜避免碎裂 

- 任何形態之液體滲漏可能與滲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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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體外觀有任何搖動或不穩固之狀態，得以強制使用膠布貼覆或於時限內改善，不得以車體彩

繪或 其他商業理由拒絕改正 

(2) 如有被登記無法滿足技術規則要求的車輛，第一回參賽時將會由驗車組登記並由競賽委員會告。 

(3) 如有參賽車輛經過公告仍然尚未改善再次參賽者，將會由驗車主管向競技長報告，競技長和裁判

委員會有權檢視 其違規內容並做出裁罰；在此狀況下，參賽車手將有可能被禁止出賽或被處以  

加罰秒數、罰金等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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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Ford FOCUS 麗寶挑戰賽 2021    車手參賽申請書 

參賽車手資料 

車手姓名： 
車手國籍： 

 (注意不可變更) 

車手執照號碼： 所屬車隊名稱：            
 

車手身分證字號： 車手出生年月日: 車手血型： 

 

 

車手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手機或電話： e-mail :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 手機：： 

 

 

參賽內容  

組別： □高手改裝組          □極限原廠組 希望參賽號碼：            

  

(1)               或(2)  

 

高手改裝組組別：   □自排組  □手排組  □ ST 組 

極限原廠組組別：   □自排組  □ ST 組 

 

 

 

車輛資料   

年份： 車架號碼： 

 

 

 切結內容  

本人證實在填寫此申請表之前已閱讀及了解 FFC 比賽特別規則以及中華民國賽車運動規則之規定，本人並同意代表

自己及所有與我參賽有關之人員，遵守並受上述規則及其補充條款之約束。本人並願依國際賽車慣例，在此切結若因

參加比賽或其他原因而導致自身及比賽車手之傷亡，絕不向主辦單位及其相關任何人員或其他參賽者責難和追究責任

及要求賠償，即使事故是因大會人員之差錯而起也是如此。本人對參加項目保有判別能力，對個人之健康狀況安全裝

備及改裝都已合於規格始能參賽。本人同意大會最終分組認定,絕無異議。 

 

車隊代表簽名 : 車手簽名 : 簽名日期:  

本申請書必須完整確實地填寫，並由領隊以及車手親自簽

名後，連同相關文件影本及參賽費用，於指定時間內親自

或郵寄、傳真繳交至 LRP；若有一位以上之車手請自行影

印填寫 

      銀行名稱: 土地銀行 豐原分行(銀行代碼 005) 

      戶    名: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帳    號: 02200-111-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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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Ford FOCUS 麗寶挑戰賽 違規裁罰一覽表 

 

 

 

 

 

 

項
次 

狀況 自由練習及其他
時間 

測時賽 決賽 

1 未參加車手簡報 
(規則第 6 條 2 項) 

遲到罰款 
NT$ 3,000 元/次 

禁止出場 禁止出場 

2 在非指定區域練習
起跑或進行維修動
作 
(規則第 20 條 2 項) 

罰款 NT$ 1,000
元/次 

罰款 NT$ 1,000
元/次 

加罰完賽成績 30 秒 

3 未參加頒獎儀式者 
(規則第 16 條) 

X X 罰款 NT$ 5,000 元/次 

4 多次通過方格旗 
(規則第 22 條 e 項) 

警告 罰款 NT$ 3,000
元/次 

罰款 NT$ 3,000 元/次 

5 無視藍旗未讓快車 警告 罰款 NT$ 3,000
元/次 

通過維修區處罰或加罰完賽成績
30 秒 

6 造成非必要之事故
或碰撞 

黑旗 罰款 NT$ 5,000
元/次外加其他處
罰 

視裁判團檢視事件結果 

7 出示黑旗三圈之後
未回到維修區 
(規則第 22 條 f 項) 

取消資格 取消資格 取消比賽資格 

8 紅旗狀況下超車 
(規則第 22 條 c 項) 

罰款 NT$ 1,500
元/次 

取消最佳單圈成
績 

通過維修區處罰或加罰完賽成績
30 秒 

9 黃旗路段超車 
(規則第 22 條 c 項) 

罰款 NT$ 1,500
元/次 

取消最佳單圈成
績 

通過維修區處罰或加罰完賽成績
30 秒 

10 維修區內超速行駛 
(規則第 22 條 h 項) 

罰款 NT$ 1,500
元/次 

罰款 NT$ 1,500
元/次 

通過維修區處罰或加罰完賽成績
30 秒 

11 決賽起跑違規 
(規則第 22 條 d項) 

X X 通過維修區處罰 

12 違反維修區安全規
定 

罰款 NT$ 1,000
元/次 

罰款 NT$ 1,000
元/次 

視裁判團檢視事件結果 

13 跨越維修區出口白
線 
(規則第 22 條 h 項) 

罰款 NT$ 1,500
元/次 

罰款 NT$ 1,500
元/次 

罰款 NT$ 1,500 元/次 

14 維修區通道區域 
逆向行駛 

罰款 NT$ 5,000
元/次 

罰款 NT$ 5,000
元/次 

罰款 NT$ 5,000 元/次 

15 跑道區逆向 罰款 NT$ 5,000
元/次 

罰款 NT$ 5,000
元/次並禁止下場 

罰款 NT$ 5,000 元/次並禁止下場 

16 資料異動(更換車
輛/車手/車隊名稱) 

行政費 NT$ 
3,000 元/次 

行政費 NT$3,000
元/次 

無法受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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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賽道旗號指示 

 

下列之旗號將會在整個賽事中使用，旗號及顏色之釋義如下： 

 

藍旗（揮動）- 隨後之賽車欲超越。 

 

黃旗上有紅色直條 - 小心，路面有油漬。 

 

黃旗（靜止）- 危險！小心！不准超越。 

 

黃旗（揮動）- 非常危險！不准超越！預備隨時需要停車。 

此旗號可能連同黃燈或其他燈號一同顯示。 

 

黑旗，連同顯示車號的黑底白字板（用於終點線）-  

表示該號碼之賽車需於當圈立即返回修理站。 

 

黑白旗，連同顯示車號的黑底白字板（用於終點線）-  

警告該號碼之賽手危險駕駛。 

 

黑旗中間有橙色圓形，連同顯示車號的黑底白字板（用於終點線）-  

表示該號碼賽車存在機器故障，必須在當圈進入修理站。 

 

白旗 – 非常小心！工作車輛或有慢車正在賽道上。 

 

綠旗 – 賽道已暢通無阻；危險解除。 

 

紅旗(用於終點線及所有旗號站出現)，表示賽事立即停止，所有賽車小心駕駛，隨時預停車，練習時

減速返回修理站、比賽時返回紅旗線後方。 紅燈可能同時亮起。 

 

黑白方格旗 - 表示賽事或練習已完結。每一賽車只可以過黑白方格旗一次. 

 

任何參賽車手如在賽事期間不跟隨紅旗所示執行，將根據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取消該車手當場賽事參

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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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FOCUS Mk IV ST-Line 改裝升級說明 

引擎機油冷卻器改裝升級說明： 

第四代 Focus ST-Line 動力系統搭載 1.5 升 EcoBoost 三缸渦輪增壓引擎，最大輸出可達到

182ps/6,000rpm、24.5kgm/1,600-4,500rpm。透過 VDE 汽缸間歇系統與 PFI 歧管噴射/GDI 缸內

直噴的雙噴油系統技術，使其在擁有高性能輸出的特性下，同時也兼具降低碳排放與最佳油耗的雙重

特性。面對賽道激烈的駕駛狀態，會因為引擎溫度升高而影響到動力輸出性能，透過加裝引擎機油冷

卻器，可以有效穩定機油溫度變化，讓引擎得以維持在優異工作狀態，使車輛持續發揮優異性能。       

＊引擎機油冷卻器安裝說明請參考以下範例所示： 

  

(一) 車身正前方 (一) 車身右前方 

  

(三) 管線由車輛右下方進入 (四) 車身正下方 

  

(五)接頭位置 (六) 引擎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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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速箱冷卻器改裝升級說明： 

負責動力傳遞的變速系統，是攸關車輛性能表現的重要因素，第四代 Focus ST-Line 搭載的全新

SelectShift 八速手自排變速箱，具備更快速、更細緻的換檔速度特性，藉由 SOWC 單向離合器與制

動離合器進行整合，縮小變速箱體積變小，改善車輛起步時的重拖現象，達到輕快的起步，以及提升

燃油效率及加速性。EcoBoost 1.5L 引擎的馬力、扭力輸出與 SelectShift 八速手自排變速箱的齒比

搭配相當完美，使得動力輸出高峰能夠與變速箱檔位完美的配合，因此也讓第四代 Focus ST-Line 擁

有絕佳的性能表現。變速箱配備精密電腦，用以控制動力傳遞，確保日常行駛最佳工作溫度；但為了

面對賽道的極致試煉，在不變動變速箱控制程式的情況下，透過加裝變速箱油冷卻器能有效降低變速

箱溫度，使車輛持續發揮優異性能。 

＊變速箱冷卻器安裝說明請參考以下範例所示： 

  

(一)車身正前方 (二)車身左前方 

 

 

(三)接頭位置  

 

高性能來令片改裝升級說明： 

第四代 Focus ST-Line 使用 EBB 電子式煞車增壓輔助系統，以電機驅動取代傳統真空助力器，煞車

施以很小的力，系統便能敏銳察覺，並作出適當的反饋，因此讓車輛在一般道路與山路操駕時，擁有

非常敏銳且精確的制動能力。麗寶國際賽車場屬於多彎且帶有上下坡型態的賽道，容易因為煞車溫度

升高而影響到參賽車輛的單圈成績，因此賽會為每輛參賽車免費提供了賽車等級的前、後高性能煞車

來令片一套，進一步提升制動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