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麗寶超級房車挑戰賽 

 
賽事規則及技術規則 

 

主辦單位：麗寶國際賽車場、AAI Motorsports全美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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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規則 

1.1 麗寶超級房車挑戰賽(以下簡稱STC)為屬於FIA/ASN認可之全國級(National Event)單站爭先賽。

S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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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STC

的組織應嚴格遵守本規則各項條款。 

1.2 當站賽事仲裁委員會對比賽規則各條款有解釋權；賽事主辦者對比賽規則擁有最終解釋權；本規

則最終解釋權歸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LPR)與全美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AI)

所有。 

 

第2條 總體條件 

2.1 參與STC賽事的所有報名人和車隊代表，代表本人以及其團隊、代理和供應商承諾遵守FIA所制

定的運動總則及其附件和中華賽車會制定的通則、比賽規則、技術規則、註冊規則和所有增加的

規則附件及附錄(以下統稱「規則」)並有義務承擔違反規則所產生的一切責任。 

2.2 根據規則，STC由賽事主辦者統一管理。賽程以行政檢驗作為開始，包括所有練習(包括自由練習、

排位賽，以下統稱練習)與決賽，以及決賽後根據規則進行的投訴，以公佈決賽正式成績作為分

站賽的結束。 

2.3 賽事主辦者有權增加補充規則並公告施行。 

2.4 報名表視為報名人與賽事主辦者的參賽協定，報名人視為參賽團體的法定代表人，報名人是唯一

對所有違反規則的行為承擔最終責任的自然人，因此報名人必須在所有文件上簽字確認，報名人

同時也是唯一有權提出抗議和上訴的自然人。 

報名人所帶領的車隊經理、車隊技術主管和車手是履行比賽規則的直接責任人，與其工作團隊的

所有人員統稱參賽者。當出現違反規則的行為時，即使報名人對違規承擔最終責任，相應的直接

責任人也必須和報名人一同接受賽事仲裁委員會調查，並在相關文件上簽字確認。 

 

第3條 總體責任與義務 

3.1 報名人須保證參加車檢的賽車符合相關FIA發表的技術規則和各項要求，並承擔賽車設計安全性、

改裝工藝及材質符合上述規則的責任。 

3.2 報名人須保證在所有練習和決賽中，其賽車具備參賽資格，並確保賽車始終處於安全狀態，並承

擔由於賽車改裝而產生的安全責任。 

3.3 所有與報名賽車相關或以任何身份出現在維修區後場、維修區或賽道上的人員，必須佩帶規定的

證件。 



 

第4條 STC系列賽 

4.1 STC僅接受符合執照要求的車手和符合技術規則要求的賽車報名參加。 

4.2 STC賽事主辦者為麗寶國際賽車場與AAI Motorsports全美國際有限公司。 

4.3 STC賽事比賽時間為： 

   民國110年04月30日至05月02日。 

   民國110年10月09日至10月11日。(暫定) 

4.4 STC賽事由自由練習、排位賽以及由一回合60分鐘之耐久賽所組成 

 

第5條 STC分組、獎項及成績評定 

5.1 車手分組依車輛規格不同分為： 

組別 超級房車賽 

TCR廠車組 ※ 2014年後生產符合FIA TC1或TC3技術規格之車輛 
範例 1 . Honda FK8 TCR 

範例 2 . Audi RS3 LMS 

範例 3 . VW GOLF TCR 

TURBO改裝組 ※ 1,601c.c.-2,500c.c以下之渦輪增壓或機械增壓引

車款；驅動方式不限。 

範例 1 . Subaru IMPREZA GC8 / GDB / 

GVB / WRX 

範例 2 . Mitsubishi Lancer Evolution 

範例 3 . Audi TT 

範例 4 . VW Scirocco / GOLF R 

範例 5 . Toyota GT-86 (加裝渦輪) 

範例 6 . Ford Focus ST 

S2000組 
※ 2011 年前生產符合 FIA Super 2000 規格車輛 範例 1. Honda Civic Si / Civic FD2 

範例 1. Honda Civic Si / Civic FN2 

範例 2 . Honda Integra DC5 

範例 3. BMW 320i 

N2000組 
※ 1,601c.c.-2,000c.c.以下自然進氣引擎之車款；驅動

方式不限 

※ 2,000c.c.以下之統一規格賽車 

※ 1201c.c~1600c.c 之渦輪增壓、機械增壓引擎車

款；驅動方式不限 

範例 1 . Mugen FD2 

範例 2 . Toyota GT-86(NA) 

範例 3. PEUGEOT RCZ CUP 

範例 4. CLIO CUP 

範例 5. MINI R53 / R56 

範例 6. Nissan TIIDA TURBO 

範例 7. Fiat punto 廠車 

 

5.2 各組參加車數如於各站開跑前如未滿 3 輛，將由競賽委員會另行分配組別，在此狀況下報名車輛

將依照新分配組別規定競賽或是由競賽委員會另行公告。 

5.3 如有特殊規格車輛或非大量生產之車輛，賽事仲裁委員會有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車手所屬組別



的權力。 

 

5.4 獎項 

(1) 車手獎杯：賽事結束後，車手杯冠亞季軍稱號將分別授予本站各組別每回合比賽前三名車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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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度車手獎杯：全年比賽結束後，各組別年度車手杯冠亞季軍稱號將授予全年比賽中總積分前三

名車手。 

5.5 STC車手獎杯在各個分站賽每回合決賽中分別積分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10 8 6 4 2 1 

(1) 同一車手在不同的車隊參賽，個人積分不予累加。 

5.6 如果決賽暫停，且沒有恢復，此時計算積分方法如下：比賽距離如少於2圈，所有車手均不計算

積分；比賽距離超過2圈，但不超過賽制的75%，所有車手按照上述條款所述積分的一半計算；

比賽距離超過賽制的75%，所有車手按照上述條款所述積分計算。 

5.7 完賽認定： 

(1) 賽車必須通過方格旗方為完賽。 

(2) 沒有完賽的賽車不頒予積分。決賽成績表中，沒有完成決賽的賽車排名按照退出決賽的先後順序

排列，後退出決賽的賽車排在前，先退出決賽的賽車排在後。賽事主辦單位將在他們的名字後註

明「DNF」字樣。 

5.8 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賽車積分相同，獲勝者按照以下方法計算： 

(1) 獲得第一名多者為獲勝者。 

(2) 如果獲得第一名次數相同，或都沒有獲得第一名記錄時，則以第二名獲得次數為評判標準。 

(3) 如果獲得第二名次數相同，或都沒有獲得第二名記錄時，則以第三名獲得次數為評判標準，以此

類推。 

5.9 如上述方法仍不能分出名次先後，賽事仲裁委員會將依據其認為合適的標準指定獲勝者。 

 

第6條 保險 

6.1 賽事主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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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車手及相關人員應瞭解，賽車運動是具危險性的運動，因於練習及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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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比賽期間，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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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條 賽事廣告 

7.1 所有報名人及參賽車輛必須遵守官方廣告版位的要求規定和安排。 

7.2 參賽車輛的比賽號碼由賽事秘書處在行政檢驗時統一發放，號碼從1-99號。 

7.3 參賽車隊和車手可以在其車身和賽服粘貼廣告，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內容應符合本規則的有關規定，廣告粘貼不得妨礙車手視線。 

(2) 必須符合車隊商業註冊中車身廣告、賽服廣告相應條款。 

7.4 賽事主辦單位廣告位置及要求如下： 

所有賽事組辦者的廣告必須按要求粘貼在賽車及賽服的指定位置上，並且均不得裁剪、分割、塗

改及汙損(詳見本規則附件)。 

 

第8條 執照資格 

8.1 報名車手執照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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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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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並經CTMSA審核通過亦可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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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條 報名 

9.1 報名表內容作為報名人和賽事主辦者的參賽協定，約束內容如下： 

(1) 報名人必須確認已經閱讀並理解運動總則、通則、比賽規則、技術規則，並代表其參賽的所有人

員聲明遵守上述規則。 

(2) 報名人必須確認已經閱讀並理解《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比賽處罰及抗議、上訴條例》。 

9.2 各組別之參賽申請，統一採線上填寫報名表單，連同本規則第9.7條之報名費及所需文件（比賽

執照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繳交完成後，才視同完成報名手續，具備參賽資格。 

9.3 所有申請者之文件將由 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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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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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提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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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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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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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報名超級房車挑戰賽的每輛賽車參賽費用如下表所示： 

單站報名 備註 

NT$ 29,880 元 報名費包含以下項目： 

1. 麗寶賽車場 T 館飯店雙人房住宿一間兩晚 

2. 04/30-05/02 車手午餐 

3. 車手通行證 2 張、車隊經理證 1 張、維修區人

員通行證 4 張、VIP 通行證 2 張 

4. 車手之夜 

5. 參賽紀念品一份 

9.8 主辦單位已於比賽期間辦理第三者公共意外責任險。 

9.9 車手須在賽事開始之前辦理由主辦單位指定之保險，並於賽事報到進行行政檢查時繳交收據資料。

主辦單位指定之保險將另外通知保單內容及價格，未辦理保險者禁止參加後續賽事。 

9.10 報名費用繳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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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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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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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條 證件 

10.1 STC證件只能由持證人本人根據證件的功能進行使用。賽事組辦者將在每個分站賽行政檢驗當天

開始證件檢查工作。 

10.2 STC證件將在報名結束後，發給各報名人。持證人有義務妥善保存全年證件，並在每站比賽中佩

帶在明顯位置，接受賽事組辦者檢查和管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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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報名1 – 2輛車：發給1張工作車證 

(2) 報名3 – 4輛車：發給2張工作車證 

(3) 報名5台車以上：發給3張工作車證 

10.4 除了本規則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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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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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所有工作人員和車隊人員等必須隨身佩帶證件。不同類別的證件只能出入指定區域，進行指定

工作，對不按規定使用證件的持證人將沒收證件，並罰款新台幣1,000元或更多處罰的處理。 

 

第11條 與報名人的交流方式 

11.1 賽事仲裁委員會、賽事總監或技術代表根據規則以文件的形式與參賽者進行交流。這些文件將

同時分發到相應報名人手中並要求其簽收。 

11.2 所有練習和決賽成績以及賽事組辦者文件將公佈在官方公告欄中。 

11.3 針對某參賽者的決定或通知，應在該決定或通知下達後25分鐘內送至報名人手中，報名人必須

簽字確認。即使報名人對相關文件有不同意見，或決定上訴，也應先簽字再履行上訴程序。 

11.4 針對比賽的投訴必須由報名人書面遞交至賽事仲裁委員會。 

 

第12條 事故 

12.1 事故是指任何涉及一名或多名車手在賽道上的單個或者多個事件，或者在賽車場內代表報名人

的某直接責任人或參賽者做出的某種行為，上述事件或行為由賽事官員報告給賽事仲裁委員會

(或由賽事仲裁委員會發現並調查)，包括如下： 

(1) 違反運動總則、比賽規則或技術規則。 

(2) 一輛或多輛賽車從錯誤的發車位元發車。 

(3) 未保證賽車安全的狀態下釋放進入賽道。 



(4) 導致練習中斷或決賽暫停。 

(5) 兩輛或多輛賽車發生碰撞。 

(6) 因某車手的行為導致其他車手衝出賽道。 

(7) 阻止合理超車。 

(8) 超車過程中影響其他車手。 

(9) 違反安全車規定。 

(10) 引發安全車出動事故。 

(11) 有辱汽車運動道德的行為。 

(12) 違反體育道德的行為。 

12.2 如果賽事總監、技術代表或賽事仲裁委員會決定調查某事故，賽事總監將告知所有參賽者被調

查的責任人。涉及事故的責任人和報名人不得離開賽車場，除非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的批准。

未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批准就離開賽車場的參賽者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相應處罰。 

12.3 在練習、排位賽或決賽中發生事故的車輛，若無法通過自身動力繼續參賽，則該車輛必須經救

援後返回封閉停車區，技術代表同意後，方可由車隊工作人員推回並繼續參賽。 

12.4 根據賽事總監的報告或要求，賽事仲裁委員會全權決定是否對涉及事故的報名人或直接責任人

進行處罰。處罰方式如下： 

(1) DTP（Drive Through Penalty）通過維修區： 

報名人收到賽事仲裁委會處罰決定後，須立即通知車手，車手在見到「DTP」牌和車號起，最多

可以駛完兩個完整圈，然後按照維修區限速通過維修區，不得停站。 

(2) PSP（Pit Stop Penalty）強制進站停靠： 

報名人收到賽事仲裁委會處罰決定後，須立即通知車手，車手在見到「PSP」牌和車號起，最多

可以駛完兩個完整圈，然後在指定區域停靠60秒(或依照當站賽事仲裁委員會決定)。執行PSP處罰

時，任何人均不能對賽車進行維修、加油、換胎或換人等操作。賽車場的PSP處罰區域，將會在

補充規則或通告檔中描述。 

如上述處罰的決定在決賽最後3圈或者決賽後做出，賽事仲裁委員會應在該車手的決賽成績中按照

12.4 (3)加罰時。此時處罰決定應明確處罰是DTP或PSP，但鑒於無法執行，因此按照罰時處理。 

練習期間（包括自由練習、熱身練習和排位賽）出示「DTP」__________字牌和車號是要求車手接

受調查的信號。被出示的車手最多可以駛完兩個完整圈，然後按照維修區限速返回各自的維修車

間，並前往指揮中心向賽事總監報導。調查結束後車手可以返回賽道繼續參加練習。 

(3) 罰秒：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在該車手決賽成績裡直接加入所罰時間，並以書面形式通知車手和報



名人，罰時分別為30秒、60秒或90秒或當站賽事仲裁委員會決定的罰時。 

(4) 罰款：賽事仲裁委員會最大罰款數額限定為新台幣50,000元。 

(5) 警告：針對某參賽者違反規則的行為，對相應的報名人做出的書面警告處罰。 

(6) 取消成績：取消報名人和或車手已獲得的練習或決賽成績。 

(7) 取消當天練習資格：取消報名人或車手參加自由練習或排位賽的資格。 

(8) 取消比賽資格：取消某報名人或車手繼續參加當站練習或決賽的資格，同時取消相應車手此前已

獲得的練習或決賽成績。 

(9) 退後發車：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針對車手的違規情況，處罰違規車手當站或在下站比賽決賽中退

後發車。具體退後發車位元數量由賽事仲裁委員會根據當時情形決定。 

12.5 賽事仲裁委員會做出的處罰根據第12條款規定送達報名人。 

(1) 賽事仲裁委員會須將處罰的書面決定發給報名人，並且要確保這份決定由報名人簽收，決定上注

明處罰方式。 

(2) 指揮中心通過競賽指揮系統通知被處罰的報名人，賽事仲裁委員會同時按照14.5.a 條款向報名人

發送書面決定檔。 

12.6 任何情況下，車手根據第12.4 (1)條款通過維修區接受處罰時，不得對賽車進行維修或調整(例

如：更換輪胎等)。安全車帶隊情況下，車手不能通過維修區完成處罰，除非安全車帶隊時，車

手已經在通過維修區接受處罰，安全車帶隊情況下，車手允許行駛的最大圈數可以超過兩圈，

即安全車帶隊的圈數計入總數。 

12.7 任何不遵守第12.5條款的報名人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第13條 抗議和上訴 

13.1 抗議須以書面形式參照《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賽事組辦者只在初步成績公佈後30分鐘內

接受參賽者交至賽事仲裁委員會的抗議。初步成績公佈30分鐘後不再接受任何抗議。初步成績

公佈時間根據正本檔的公佈時間計算。提出的抗議必須全部繳納抗議費新台幣5,000元。涉及拆

卸賽車引擎或變速箱的，抗議費為新台幣15,000元。 

13.2 如對賽事仲裁委員會做出的判罰有異議，可按照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相關條款和進行上訴。 

 

第14條 處罰 

14.1 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依照比賽規則做出處罰，也可以依照運動總則做出處罰。 

 



14.2 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根據任何參賽者的違規行為，對相應的報名人做出處罰。處罰決定做出後，

報名人在簽字確認後才有上訴的權利。 

14.3 賽事仲裁委員會做出的罰款處罰，報名人必須在決定做出後24小時內上繳至賽事仲裁委員會秘

書處。未按時繳納罰款的報名人，將不允許參加下一區段的賽事。 

 

第15條 車手更換 

15.1 報名截止後，在各分站比賽行政檢驗之前申請更換車手，須繳納新台幣1,000元行政費用。 

15.2 各分站賽賽事周的週四開始至行政檢驗結束前，如欲補充或更換報名車手，須交納新台幣3,000

元行政費用。 

15.3 行政檢驗結束後，不得更換車手，除非出現不可抗力並獲得賽事仲裁委員會批准並繳納新台幣

2,000元行政費用。 

 

第16條 比賽規則 

16.1 車手 

(1) 每輛比賽車可由1位車手固定駕駛或是由2位車手輪流駕駛，如果由兩位車手駕駛則登錄的車手須

區分為A車手及B車手；如果只有1位車手，則該車手無條件登錄為A車手。 

(2) 每一參賽單位，將由一部賽車、1位A車手或是2位車手所組成；在年度賽季中其參賽車輛、主要

車手均不得變更，如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得由參賽車手，車隊經理依規則書第7條向競賽委員會提

出變更之申請。大會保有決定是否同意參賽之權利。 

(3) 賽事由2節各不超過30分鐘自由練習、2節20分鐘排位賽、及1個回合60分鐘的決賽組成。 

(4) 出賽的車手若非報名表上的車手本人，報名人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的調查及處罰。 

16.2 旗號及信號站 

(1) 旗號規則參照《國際汽車聯合會汽車運動總則》附件H。 

(2) 任何不遵守比賽旗語或燈光信號的車手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的處罰。旗語包括黃旗、藍旗、故

障旗以及黑旗等，燈光信號包括發車燈、維修區出口的信號燈和裁判站燈光信號。處罰牌包括

DTP(Drive Through Penalty)通過維修區牌和PSP(Pit Stop Penalty)強制進站停靠。 

(3) 在自由練習和熱身練習中黃旗情況下超車的車手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新台幣2,000元罰款處罰；

在排位賽中黃旗超車的車手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10秒罰時處罰，並將罰時加入排位賽最快單圈

成績；在決賽中黃旗超車的車手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DTP通過維修區一次和新台幣2,000元罰

款處罰。 



如果賽事仲裁委員會認為某車手在黃旗出示的情況下沒有將車速降低到安全的限度，按照違反黃

旗規定的方式處罰；在排位賽中，賽道出現黃旗區域時，做出最快圈速的車手，其做出的最快圈

速將被取消。 

(4) 車手將被領先車手套圈時，未遵守藍旗規定，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DTP通過維修區一次和新台

幣2,000元罰款處罰，如不遵守處罰規定，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除名處罰。 

(5) 不按照故障旗規定返回維修區的賽車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除名處罰，黑旗是對車手進行除名的

信號。在賽道上行駛的車手在見到此信號後，當圈內必須返回維修區。否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

會追加新台幣2,000元罰款或停賽的處罰。 

(6) 只允許車隊計時員在維修區信號站向車手發出指令或溝通資訊，車隊計時員只能從信號站向賽車

出示資訊板。計時站只允許佩戴賽事組辦者明顯標識的並佩戴證件的車隊人員進入。 

(7) 所有練習和決賽中，車手不能在信號站停車、下車、開慢車或改變行進方向，所有車隊工作人員

不得趴扶、倚靠在護網上，否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調查。 

(8) 車隊如果使用無線電通話器材，必須先獲得賽事組辦者批准，無線電通訊器材申請表格須連同報

名表一同呈交賽事秘書處。 

(9) 在練習和決賽中違反紅旗規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的處罰。 

16.3 加油 

     所有的練習賽、決賽期間，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加油。 

16.4 輪胎 

(1) 如輪胎為賽事官方指定產品時，所有比賽用輪胎由官方指定供應商提供，並向賽事主辦單位購買。 

(2) 指定的輪胎供應商將在賽事期間給予車隊技術支援。 

(3) 所有排位賽和決賽期間，所有賽車必須使用當站標記的官方指定輪胎，否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

會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 

(4) 只有在賽事總監宣佈「雨地比賽」的時候才可以使用賽事指定的雨胎。在宣佈使用雨地輪胎後，

賽車也可以選擇使用乾地輪胎，但只能使用標記的輪胎，也可以在同一台賽車上同時使用乾地輪

胎和雨地輪胎。這些輪胎由車檢裁判在預車檢時標記。 

16.5 排位賽 

(1) 大會將於週六進行排位賽作為決賽起跑排位位置之依據，排位賽時間為兩回合各20分鐘。 

(2) 參賽車輛如為一位車手駕駛，必須同時參加A車手回合以及B車手回合的排位賽；如為兩位車手駕

駛，則不論A車手及B車手均只能參加一回合的排位賽。未參加排位賽之車手，除非經競技長特別

同意並公告，不得參加決賽。 



(3) 排位賽之成績以各參賽車輛之最快單圈為成績基準，計算方式以兩位車手於排位賽成績中之最

快單圈成績相加後之成績為基準。如為一位車手駕駛，必須同時參加A車手回合以及B車手回合

的排位賽，再以兩回合的成績相加後之成績為基準，如因故僅參加其中一回合的測時賽，則另

一回合的排位賽則以2:59.999計算成績。 

16.6 引擎與參賽車輛數量 

每名車手全年只可以使用一輛賽車參賽。如因故須更換賽車，必須提交申請並得到賽事仲裁委

員會批准，並於下一回合退後十個發車位。 

16.7 車重及性能平衡(BoP) 

(1) STC 參賽車型最低重量以及性能平衡調整必須按照附件二的規定的要求執行。 

(2) 所有車手於排位賽前必須到秤重區參加秤重，秤重時必須攜帶全部比賽裝備，車手重量由技術代

表記錄。未參加秤重的車手不得參加練習，直至完成秤重。 

(3) 所有賽車必須保證在練習、排位賽和決賽時，賽車達到規定的車重及性能平衡調整要求。如賽車

未達到規定車重及性能平衡要求，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的調查和處罰。 

(4) 競賽委員會擁有於任何賽事時間中修改BoP表內容之權利，BoP表如有修改將另外公告。 

(5) 所有數值之量測均依大會準備之器材為基準。 

16.8 秤重 

(1) 秤重設備由技術代表親自檢查，該設備安裝在車檢區內，位置通常靠近維修區入口第一個維修車

間。秤重結果將通過車檢區的開放式螢幕向所有參賽者顯示。 

(2) 在排位賽後，賽車在返回維修區時必須立即前往秤重區稱秤，秤重時熄滅引擎。賽事仲裁員會將

對沒有前往秤重區秤重的賽車進行調查。 

(3) 賽車秤重後，技術代表將秤重結果以書面形式通知報名人的車手。如果賽車不能夠使用自身動力

前往秤重區，可以在裁判的幫助下前往。 

(4) 所有參與排位賽與決賽的賽車必須稱秤。如果秤重後發現賽車的重量小於規定重量，在該重量下

所獲得的成績將被取消，除非賽事仲裁委員會認為缺少的重量是由於事故或不可抗力所造成的。 

(5) 秤重過程中不得給賽車添加或拆走任何固體、液體、氣體或其它物質，否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

會調查。 

(6) 只有車檢裁判和賽事官員可以進入秤重區。 

(7) 任何不按照規定進行秤重的賽車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調查及必要的處罰。 

 

16.9 車檢 



(1) 所有車手及賽車必須親自接受檢驗。未按規定時間進行預車檢的車手或賽車不得參加比賽。 

(2) 排位賽結束後，賽車必須立即進入封閉停車場接受檢查。任何賽車在排位賽中進入維修車間將被

視為違反車檢規定，賽事仲裁委員會將進行在其排位賽中加罰30秒或取消成績的處罰。 

如果車手在排位賽結束後不慎將賽車開過車檢區，必須在裁判員的監督下，由車隊工作人員將賽

車推回車檢區。如果推車過程沒有裁判員監督，賽事仲裁委員會也將進行在其排位賽中加罰30秒

或取消成績的處罰。 

比賽結束，所有完成比賽且有成績的各組別賽車，必須進入封閉停車區內接受車檢。 

16.10 封閉停車區 

(1) 只有負責管理封閉停車場的賽事官員可以進入封閉停車場，禁止任何人干涉該區域的工作。 

(2) 比賽結束後，所有賽車必須立即進入封閉停車區，經車檢主管同意後才可離開封閉停車區。 

16.11 維修區／Pit房 

(1) 各Pit房門口地面塗有黃線，比賽過程中除維修賽車和更換輪胎時，禁止任何人在黃線外到計時牆

的維修通道區域停留。賽車換胎或維修，每個Pit房門口最多允許6人在黃線外區域，其他人必須

撤離到黃線內區域，只有賽車當圈返回維修區時，相應車隊的成員才可以到黃線外，在維修工作

完成後，需馬上返回到黃線內，違反該規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罰時5分鐘的處罰。 

(2) 只有當維修區通道出口出示綠色信號燈時車手才可以離開維修區。 

(3) 維修區通道將分成兩個部分，靠近計時牆的通道被稱為「快速通道」，靠近維修車間的通道被稱

為「維修通道」，這裡是比賽中唯一可以進行賽車修理的地方。 

(4) 參賽者不得在維修區通道「維修通道」和「快速通道」上隨意標記分割線，除非得到賽事組辦者

批准。 

(5) 在「快速通道」上不得擺放任何工具，車手坐在賽車內時，可以在「快速通道」上短時間停留，

但不得阻礙其他賽車的正常行駛，否則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的調查和處罰。 

(6) 比賽時，只可用內部通道進行維修工作，在賽道上不能進行賽車修理工作。 

(7) 所有賽車無論任何時間，都不能在快速通道上倒退行駛或反方向駕駛，違者將罰款新台幣2,000 

元。由賽道返回維修區時，賽車須提前離開競賽路線，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進入維修區，不得跨

越入口分割線，跨越分割線者，在自由練習和排位賽中罰款新台幣2,000元，在決賽中罰款新台

幣5,000元。如果跨越分割線的車手影響其它賽車正常行駛，或對其它正常行駛的賽車造成危險

隱患，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在上述處罰的同時追加必要的處罰。 

(8) 在維修區出口設有一條與賽道分隔的白色分界線，賽車必須在完全駛過分界線後才可以使用全部

賽道，跨越分界線者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處罰，自由練習和排位賽中將被罰款新台幣2,000元，



在比賽中被罰通過維修區DTP一次和罰款新台幣2,000元。如果跨越分割線的車手影響其它賽車

正常行駛，或對其它正常行駛的賽車造成危險隱患，賽事仲裁委員會可以追加處罰。 

(9) 維修區範圍內嚴禁吸煙，違反規定者，該報名人將受到新台幣2,000元罰款的處罰。 

(10) 維修區行駛的時速限制為40km/h。在維修區超速的車手將受到賽事仲裁委員會處罰，練習中罰

款新台幣1,000元/次，排位賽中罰款新台幣3,000元/次，比賽中處罰DTP通過維修區一次及罰款

新台幣3,000元/次。 

(11) 維修區出口信號燈旁邊有明顯的解除限速標誌指示牌，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這裡練習起步，

其他地方禁止練習起步，違者將罰款新台幣2,000元。 

(12) 決賽過程中，賽車如果駛入Pit房或推進Pit房，視為退出比賽。 

(13) 賽車禁止在維修區內使用自身動力倒車。 

(14) 在任何收費練習，自由練習和排位賽過程中，所有賽車必須以45°角停泊（車尾朝向維修間，車

頭朝向維修區出口方向），此規定適用於輪胎更換或其他維修過程中。 

16.12  車手簡報 

       自由練習開始前，賽事總監將召開車手簡報，報名參賽的所有車手及報名者必須參加車手簡

報，缺席者將被處以新台幣2,000元罰款，及在賽事總監處補開車手簡報後，方可以參賽。如

果賽事總監和賽事主管認為有必要，可以在排位賽或任何回合決賽前再召開一次車手簡報，

所有車手必須到會，缺席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16.13  頒獎儀式及新聞發佈會 

       完成比賽且名列各組別第一、二、三名賽車的所有車手必須出席頒獎儀式和新聞發佈會，缺

席者將被處以新台幣10,000元罰款。 

16.14  總體安全 

(1) 參賽者不得使用與《國際汽車聯合會汽車運動總則》附件H的旗語相似的旗幟向車手發送資訊。 

(2) 嚴禁車手在賽道上逆向駕駛賽車，否則將被立即除名。除非使賽車脫離危險地區而必須這樣做時，

但這時也必須在賽道裁判的指引下將賽車駛離危險地帶。 

(3) 賽車拋錨的車手必須將賽車停在安全的地方，掛上空擋，並將方向盤安裝好，車手必須立即離開

危險位置，不得阻礙裁判員將賽車脫拖離危險地點。 

(4) 參賽車隊在每個維修車間和維修區後場應擺放至少1個5公斤滅火器，並確保能正常使用。 

(5) 《國際汽車聯合會運動總則》和本規則中規定，除了在維修區和發車位上，車手以外的任何人均

不得接觸已經熄火的賽車。 

(6) 參加練習和比賽的車手必須穿著符合《FIA國際汽車聯合會運動總則》規定與認證的連身賽車服、



頭盔、HANS、手套、賽車鞋、防火面罩等裝備，但認證年份不限。在給賽車秤重量時，車檢裁

判將檢查這些裝備。 

(7) 在賽事總監宣佈雨地比賽時，賽車的前後大燈必須始終打開。 

(8) 在練習和比賽期間，每輛賽車只允許2名車隊成員(配發證件)留在維修區信號站內。年齡不滿16

歲者不得進入維修區隔離牆和維修區內部通道及快行道分界地區。 

(9) 動物一律禁止進入維修區、賽道和觀眾區。 

(10) 比賽過程中當賽車沖入緩衝區或由於機械故障停在賽道邊上，車手應該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儘快

離開賽車，在賽道外邊的防護欄等待賽會的救援車輛救援，並且應該服從救援工作人員的指揮將

賽車拖回驗車區，賽車拖回驗車區後由車檢裁判檢查後確認賽車是否可以繼續參賽，可以繼續參

賽的賽車由車隊工作人員經維修通道推回Pit房門口維修。 

16.15  自由練習 

       在自由練習中，車手必須嚴格遵守維修區和賽道的有關規定。 

16.16  中斷練習 

賽道發生嚴重事故，或由於天氣條件或其他原因使繼續練習帶有危險性時賽事總監將中斷練

習，發車區龍門架的紅色信號燈會亮起，同時所有裁判站出示紅旗。 

發出中斷練習的信號後，所有賽車必須立即減速，緩慢開回各自在維修區的停車位，並禁止

超車。 

16.17  決賽 

(1) 每分站賽事由一回合60分鐘之長途賽所組成。 

(2) 決賽起跑採用動態起跑(Rolling Start)方式；排位賽竿位(Pole Position)起跑位置為跑道左側。 

(3) 決賽比賽過程期間必須進入Pit維修區熄火1分鐘(見規則第16.19條)、更換車手，亦允許換胎，不

得添加燃油，其決賽之成績排序將以50分鐘內各參賽車輛所完成之總圈數作為排名基準排序。 

(4) 決賽之起跑必須於賽前向大會驗車組進行登記由A車手或是B車手進行起跑，若未進行登記則視同

由A車手進行起跑；工作人員將於起跑前將確認車手身份，不得更換B車手進行起跑。 

(5) 有關於起跑程序之規定請見本規則第16.18條。 

(6) 如果在沒有進行排位賽的情況下，則長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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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發車程序 

(1) 決賽發車前15分鐘，當維修區出口綠燈亮起時，維修區出口開放，賽車可以離開維修區進行勘路

圈，也可以通過維修區進行多個勘路圈，勘路圈結束後賽車進入相應發車位，同時引擎熄火。 



(2) 決賽發車前10分鐘，當維修區出口紅燈亮起時，維修區出口關閉，尚留在維修區的賽車可以從維

修區發車，但必須聽從裁判員的管理和指揮。車手準備妥當後可以將賽車開到維修區出口。如果

維修區出口位於發車線的後側，在從賽道上發車的全部賽車駛過維修出口開始他們的第一圈比賽

後，該賽車才可以進入賽道比賽。如果維修區出口位於發車線的前側，在從賽道上發車的所有賽

車全部駛過發車線開始他們的第一圈比賽，並且這些賽車均已駛過維修區出口後，此賽車即可駛

離維修區出口進入賽道比賽。 

(3) 3分鐘信號給出後，所有賽車必須四輪著地，否則將受到處罰。 

(4) 在編隊圈的發車位前，出示5分鐘、3分鐘、1分鐘、30秒的信號牌。在3分鐘信號出示時，如果

賽車輪胎尚未安裝完畢，此賽車只能留在最後發車位發車或從維修區發車。 

3分鐘信號出示時，除了車手，賽事官員和車隊技術人員之外，其他人員必須離開發車位。 

1分鐘信號出示時，賽車必須啟動引擎，最後一名車隊技術人員馬上離開賽車，返回維修區。 

(5) 在發車位出示綠旗，所有賽車開始編隊圈，醫療車跟隨編隊圈，賽車必須按各自發車順序行駛。

在進行編隊圈時，禁止進行發車練習，編隊圈時賽車之間保持安全距離並禁止超車，除非在前面

賽車離開發車位稍遲一些，而排在該車後面的賽車為避免影響其後面的賽車發車，這種情況下才

可以超車，但被超越的賽車仍能夠回到其原有的發車位置順序。 

(6) 車手如在編隊圈內沒有發車成功，必須向裁判示意，等待他後面的賽車都通過發車線後，在裁判

的幫助下啟動賽車，在最後一位發車或從維修區發車。如果還不能發車並開始編隊圈的話，應從

最短的路線將賽車推回維修區，車隊維修技師可以開始維修工作，該賽車在完成維修工作後可以

從維修區發車。 

(7) 暖胎圈開始之後，起跑線上之信號燈將顯示紅燈，所有的旗號手位置將出示黃旗提示，帶頭的

安全前導車最高速度將維持在80km/h。 

(8) 暖胎圈帶頭的安全前導車將在暖胎圈結束之後將進入維修區退場，之後車隊將由取得起跑竿位

的車輛作為帶頭，速度必須維持在最低速約70km/h，最高速約90km/h繼續前進，大會裁判將

持續觀察起跑竿位車輛的速度以及是否有超車行為，如果有違反規定的行為將會進行判罰。 

(9) 當大會裁判認為起跑位置不良時，則將不會切換燈號進行起跑，會另外出示「Extra  

Information Lap」板，此時將另外進行額外的一圈暖胎圈，此種動作最多進行2次，接下來將

會強制進行起跑，而起跑位置不良的賽車將會判罰drive through penalty一次。 

(10) 起跑信號將會由大會競技長將起跑信號燈轉換為綠燈作為信號，起跑信號燈由紅燈轉換為綠燈

代表比賽開始，但在燈號轉為綠燈之前禁止進行超越動作。 

(11) 暖胎圈進行中如有發生任何事故的情況下，則起跑信號燈將繼續顯示紅燈，所有的旗號手位置



將出示黃旗，所有的車輛必須維持速度再進行一圈的暖胎圈，安全前導車將繼續回到車隊前方

繼續帶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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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果在發車後，賽車無法啟動，裁判可以將賽車推到維修區，讓車隊維修技師幫助啟動，如果啟

動成功，他可以在維修區出口裁判發出信號後才可以發車。 

(14) 在發車過程中，維修區計時牆內除了賽事官員、消防裁判外，任何人不得入內。 

(15) 任何時候均禁止在發車區或賽道上為賽車加油。 

16.19  長距離賽事中之更換車手以及維修區作業義務 

(1) 決賽經由上述規定起跑後，除非因車輛明顯故障外，否則禁止於起跑後20分鐘內進入維修區進行

作業，在維修區開放前提前進入維修區將會被處罰。 

(2) 所有參賽車輛，在決賽中賽程開始20分鐘後至30分鐘內，必須最少進入維修區一次，在這次必須

進維修區的義務中，必須將車輛停妥於各車隊的維修區並且熄火等待1分鐘，在這1分鐘內可以允

許更換輪胎及更換車手；車輛停妥並且熄火後將由大會工作人員開始計時1分鐘，時間到之後才可

重新發動進入跑道繼續參賽。 

(3) 車手於決賽中進行停留維修區義務時，自引擎熄火後賽會人員開始計時1分鐘，自熄火後第46秒

開始可預先發動引擎，當滿1分鐘後才可重回賽道。 

(4) 除上述規則16.19 (2)項所規定的義務維修區動作外，在賽事進行中如車隊有其他需求，進入維修

區則不限定作業時間。 

(5) 在比賽過程中，同一台車所登錄之A車手及B車手都必須參與比賽過程，任何一位車手的駕駛時間

不得低於總比賽時間之30%。 

(6) 維修區作業時間表 

起跑程序 決賽開始 決賽進行中(第一階段) 決賽進行中(第二階段) 決賽進行中(第三階段) 賽事結束 

約 10 分鐘 開始計時 0 分鐘-20 分鐘 20 分鐘-40 分鐘 40 分鐘-60 分鐘 60 分鐘 

  除車輛有明顯故障外，

禁止進入維修區。 

必須進入維修區，進行熄

火 1 分鐘程序。 

可自由進入維修區。  

(7) 車手如果未進行16.19 (1)項與16.19 (2)項規定之維修區作業義務，將以該回合賽事該名車手實際

完成圈數減算1圈作為該名車手之完賽成績。關於前述調整圈數動作之抗議，一概不予受理。 

當車手進行16.19 (1)與16.19 (2)項規定之維修區作業義務，係指賽車進入維修區，或經換手及停

留1分鐘再返回賽道為止，如在車手停留維修區時遇紅旗而中止比賽時，比賽車尚未回到賽道上，

則視同未完成維修區作業義務。 

(8) 維修區作業進行中，參賽車隊工作人員有義務確保其參賽車輛進出不影響其他車隊之工作進行。 



(9) 在維修區作業進行中，車輛之停放建議與通道平行為原則。 

(10) 在比賽過程中，如果在維修區開放時間中因有事故發生而派出前導車帶領車隊的情況下，在前導

車由維修區出發至跑道後2圈維修區將暫停開放，此時維修區入口燈號將亮起紅燈；2圈之後維修

區入口燈號將亮起綠燈開放維修區，車隊可自由進站；在此狀況下，因前導車而延誤的維修區開

放時間將會被延長。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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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

車輛通過終點線的時間點時，顯示為比賽結束。 

(2) 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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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結束比賽的信號後，所有賽車必須減速，繼續完成此圈後返回賽事組織者指定地點(封閉停車

區)。在未到達指定停車點時車手不能解除安全帶及頭盔。 

(6) 在比賽結束後公佈比賽成績表，參賽者可以根據《中華民國賽車運動總則》和本規則進行投訴。 

(7) 每輛賽車只能夠通過終點方格旗一次，經過兩次終點方格旗的車手將被處新台幣2,000元罰款。 

16.21 安全車 

(1) 在發車前15分鐘，安全車將停放在所有發車位前的位置上，出示5分鐘信號牌後離開發車位(除比

賽在安全車帶隊下發車的情況外)，在賽道上行駛完一圈後回到維修區。 

(2) 根據賽事總監的決定，比賽時安全車可以作為「控制比賽」的作用。 

(3) 當賽事總監下達使用安全車的命令時，所有的裁判站均出示搖動的黃旗和「SC」字樣的信號牌。 

(4) 比賽中，打開閃爍黃色警燈的安全車從維修區通道進入賽道，無須考慮領頭的賽車在什麼位置。 

(5) 當看到全場黃旗和SC牌的時候，所有賽車不允許超車，安全車帶隊時，每輛車之間的距離不能超

過5輛車的距離。 

(6) 安全車帶隊時，賽車可以進站維修，但只能在維修區出口綠燈亮時，才能重返賽道。 

(7) 當安全車退出賽道時，安全車熄滅車頂的黃燈，表示安全車將在本圈返回維修區，此時，位於安

全車後領先的賽車開始起引導車的作用，如有必要，可以距安全車多於五輛車的距離。這時，尾

車通過各裁判站後，相應裁判站依次收回黃色信號旗和帶有「SC」字樣的信號板，之後出示一圈



綠旗。 

(8) 安全車出現在賽道上的各圈均計入比賽圈數內。 

(9) 如果比賽在安全車帶隊的情況下結束，所有賽車應按照正常通過終點方格旗一樣通過終點線，此

時不得超車。 

(10) 安全車返回後，所有的賽車必須通過終點線後方允許超車，否則視為黃旗超車，處罰DTP通過維

修區一次及罰款新台幣2,000元。 

16.22 暫停比賽 

(1) 如果賽道由於發生嚴重事故而被阻塞，或由於天氣原因及其它原因需要暫停比賽。此時發車龍門

架亮起紅燈並且所有裁判站出示紅旗(或紅燈)，同時終點線將會有裁判舉起一面靜止的紅旗。 

(2) 當紅旗(或紅燈)出示時，所有賽車必須減慢車速並禁止超車，不需顧及自己的位置，交錯停在終

點線的裁判前面。不能進入維修區，同時維修區出口會亮起紅燈並關閉。違反該規則將受到賽事

仲裁委員會罰時3分鐘的處罰。 

(3) 若有因賽道阻塞等原因無法回到發車區的賽車，該賽車可等到賽道恢複暢通狀態時，依序駛到終

點線前等候，不能超車。 

(4) 當所有賽車全部停好在終點線前，若比賽可以恢復，發車區裁判會按照紅旗出示前一圈的成績，

將所有賽車單排列重新整理好發車位置，並以安全車帶隊重新發車。 

(5) 決賽中斷期間執行以下程式： 

a. 計時系統不停止。 

b. 在比賽中斷的信號發出時，在維修區或維修通道上的賽車，不會受到處罰，恢復比賽後執行維修

通道發車形式繼續比賽。 

c. 賽事仲裁委員會視情況決定發車區是否開放車隊工作人員進入，開放發車區的情況下每輛賽車只

允許一名車隊工作人員為賽車做啟動的輔助，不能進行任何的維修工作。 

d. 不允許替換車手。 

f. 比賽因紅旗中斷無法再恢復而終止時，比賽成績將按照比賽暫停信號給出前一圈計算。 

16.23 恢復比賽 

(1) 確定恢復比賽，將給出至少五分鐘的倒數計時信號，倒數計時信號將包括5分鐘、3分鐘、1分鐘

與30秒，每個倒數計時信號包括聲音提示。 

(2) 當出示5分鐘牌的時候，安全車會停止在所有賽車的最前方並亮起黃燈，示意比賽以安全車帶隊

重新發車。 

(3) 出示1分鐘的信號後，賽車啟動引擎，所有車隊人員和所有工具必須在出示1分鐘信號後馬上撤出



發車位。如某一車手在出示30秒信號牌後需要援助，必須舉手示意。當其他賽車成功離開發車位

開始比賽後，裁判將指揮將賽車推回維修區。在這種情況下，執黃旗的裁判必須站在此賽車旁計

時牆後警告其後面的車手。 

 

第17條 技術規則 

車輛改裝須依照2014年後發行之TCR國際系列賽技術規則(TCR International Series Technical 

Regulation)及WTCC國際系列賽技術規則執行。 

車重及性能平衡表： 

組別 車型 最低車重 

TCR組 Audi R3 LMS 序列式 1,265 KG 

TCR組 Audi R3 LMS DSG 1,230 KG 

TCR組 VW GOLF GTI 序列式 1,265 KG 

TCR組 VW GOLF GTI DSG 1,230 KG 

TCR組 Peugeot 308 TCR 1,265 KG 

TCR組 Honda Civic TCR FK2 1,265 KG 

TCR組 Honda Civic TCR FK7 1,265 KG 

S2000組 BMW 320i 1,150 KG 

S2000組 Honda Civic FD2 1,150 KG 

S2000組 Honda Civic FN2 1,150 KG 

TURBO組 Subaru WRX  (VAB) 1,350 KG 

TURBO組 Mitsubishi Lancer EVO (CT9A / CZ4A) 1,350 KG 

N2000組 Toyota 86 / Subaru BRZ (NA) 1,090 KG 

N2000組 Honda S2000 1,150 KG 

N2000組 Honda Integra DC5 1,050 KG 

N2000組 Honda Civic (FD2 / FN2) 1,030 KG 

N2000組 MINI (R53/R56) 1,100 KG 

 其他車種 1,150 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