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攻擊我們網站或以任何方式對我們的運營產生負面影響的賬戶、自動投注系統或 IP 地址都將

立即關閉。任何時候都應遵守對賬戶分配的限制，賬戶通過非正常投注活動違反這些限制將被視

為違反條款，因此獲得的任何資金將被沒收。 

一般規則和政策 (General Rules) 
1. . 我們的規則與 Las Vegas Sportsbooks 的規則非常一致，用於保護我們的公司和您，即投

注者。 

 

2. 所有客戶的帳戶都是私人和保密的，所有電話都被錄音並保留 21 天以備爭議。 

 

3. 合法賭博的年齡因玩家所在州或居住國而異。玩家有責任遵守其所在州或國家/地區製定

的規定。 

 

4.  我們保留隨時無理由拒絕任何客戶投注的權利，並且可以拒絕居住在禁止體育博彩的州

或省的客戶投注。 

 

5. 本出版物中列出的所有規則、規定和收益如有更改，恕不另行書面通知。 

 

6. 每個客戶在每次通話和登錄時都必須通過其帳號和密碼來識別自己。客戶對其設定的密

碼和帳號負全部責任。 

 

7. 賬戶餘額將反映對未來提議或等待中的任何投注。 

 

8. 客戶的投注不能超過他們賬戶中的可用資金。 

 

9. 所有玩家都必須在通話結束時使用他們的密碼與客服確認他們的投注。在確認投注之前

，來電者有責任聽取接線員的回讀。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在流程完成之前掛斷電話，則

投注將由管理層決定。 

 

10. 來電者確認並結束投注後，不得取消任何投注。客戶取消賭注的唯一方式是在他最初下

注的比賽的另一邊再下注。 

 

11. 高/低分投注，加時賽將計入最終分數。 

 

12. 在下半場投注時，加時賽將作為下半場的一部分。 

 

13. 所有最低、最高和賠率的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書面通知。 

 

14. 任何過關投注的最高彩金因您的代理而異。確認投注時，投注者有責任了解賠率。 

15. 所有投注爭議均應通過電話錄音來解決，並應為最終結果。 

 



16. 對於暫停、有爭議或結果被推翻的比賽，我們遵循拉斯維加斯博彩規則，除非運動規則

中有明確規定。否則我們不承認出於投注目的的暫停、有爭議或推翻結果的比賽。 

 

17.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體育賽事必須在預定日期進行。如果某項賽事被推遲或重新安

排或場地發生變化，則該賽事投注將自動不繼續進行，這意味著該賽事的所有款項將被

退還（除非體育特定規則另有規定）。將使用該 sport/betting 選項的賠率表重新計算所

有 parlays/exotic，不包括過關投注的部分。 

 

18. 單人網球比賽因退賽/受傷或取消資格而未能全部完成的網球比賽無效。如果由於日程安

排和天氣問題、光線不足等原因重新安排比賽，則所有投注均有效。 

 

19. 所有派彩均根據當時投注的賠率計算。 

 

20. 過關禁止同時加入讓分盤和獨贏盤。多重投注不接受如果一邊的結果對另一邊的結果有

關係的投注（相關投注）。 

 

21. 我們不會向任何金融機構或政府機構報告您的交易。向適當的應稅司法管轄區報告任何

此類信息是客戶的唯一責任。 

 

22.  客戶有責任保護他們的登錄信息。如果客戶將密碼和帳號透露給其他人，我們概不負。 

 

23.  每個人只能擁有一個賬號。如果已知一個帳戶有多個人訪問它並且代理沒有收到通知，

則該帳戶可能會被暫停，投注會被取消，並且資金沒收。 

 

24. 每個人只能擁有一個賬號。除非得到其代理人的批准，否則用戶不得開設多個賬戶。通

過 IP 地址、設備、賬戶信息或任何其他方法查到單個用戶的多個賬戶可能會被暫停、取

消投注並沒收資金。 

 

25. 玩家有責任向他們的經紀人坦率告知是誰下注。如果您在未通知您的代理人的情況下將

賬戶提供給專業集團或其他任何人，您的投注將會被刪除、賬戶被關閉和資金被沒收的

風險。代理人有權知道是誰在下注。 

 

26. 事件或比賽的獲勝者將在賽事結束之日計算。 

 



27. 除非您的賬戶或您的代理人另有說明，否則所有投注均以美元為單位。 

 

28. 您在託管平台下注。所有金融交易都是在您和您的代理人之間進行的。在任何情況下平

台均不負責為您的賬戶提款或存款。每個代理/玩家都有責任確定其管轄範圍內的合法性

。 

 

29.  如果給出過期的盤口、預定時間或最大投注上有明顯錯誤，所有投注將被視為無效投注

，所有款項將退還。 

 

30. 我們保留隨時取消任何獎金的權利，無需解釋。 

 

31. 我們保留對任何因惡意用戶意圖或意外過程操縱/不准確而明顯不正確的投注進行調整的

權利。以這種方式進行的投注將根據標準投注賠率/規則作廢或調整。 

 

32.  顯示的賽事日期和開球時間僅供參考。投注將在廣告開球時間之前被接受。由於任何原

因在賽事或比賽開始後無意中接受了投注，受影響的投注將無效。這適用於體育博彩和

賽馬博彩。 

 

33.  贏家和輸家在以下情況下是成立的： 

 

a. 足球 - 90 分鐘的比賽。加時賽和罰球不包括在內。 

b. 橄欖球 NCAA 和 NFL 55 分鐘的比賽 

c. 籃球 NBA 43 分鐘的比賽。 

d. 籃球 NCAA 35 分鐘的比賽。 

e. 曲棍球 NHL 55 分鐘的比賽。 

f. 所有其他體育賽事 55 分鐘比賽 

g.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在投注總分、獨贏和讓分時，加時賽、四分之一或加時賽將

計入最終比分，包括平局在內的足球盤除外。 

h. 在半場投注中，加時賽包含在下半場中。 

i. 所有時期和季度投注僅針對該特定時期或季度。 

j. 其他運動涉及預定比賽時間或時間限制的必須要比賽結束，或者在比賽結束時被

視為正式投注時剩餘的預定比賽時間為 5 分鐘或更少。 



美式足球 (FOOTBALL) 

1.特定體育規則可能因您的經紀人而異。 

2. 投注在開賽 55 分鐘後被視為有效投注。如果沒有進行 55 分鐘的比賽，投注將被視為無效，並

相應減少過關投注。上半場和下半場以及所有季度的投注將在相關時段結束後結算。 

3. 讓分、獨贏、整場比賽總分和所有下半場的投注均包括加時賽得分。第 4 節的投注不包括加時

賽得分。比賽必須在預定的日期和地點開賽。 

4. Teaser  

投注時會給出有關 teasers 的賠率和規則。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繫客戶服務或您的代理。 

5. Quarter Lines  

對於提供 quarter lines 的比賽，加時賽不包括在最後一節中。 quarter lines 投注不允許有 teasers

或 parlays。 

6. Super Bowl  

如果超級碗的日期或場地因惡劣的天氣條件而改變，所有現有的公開投注繼續。 

7. Futures & Props  

除非另有說明，Futures 和 props 始終是有效。任何關於 Futures 或 props 的問題或混淆的措辭都

應與客戶服務聯繫，因為所有投注均被視為最終投注。 

 

籃球 (BASKETBALL) 

1. 讓分、獨贏、整場比賽總分和所有下半場的投注均包括加時賽得分。第 4 節的投注不包括加時

賽得分。 

2. 特定體育規則可能因您的經紀人而異。 

3. 43 分鐘比賽 (NBA) 或 35 分鐘比賽 (NCAA) 後的投注被視為官方有效投注 ，如果未進行夠比賽時

間，則投注將被視為無效，過關投注也因此減少。比賽必須在預定的日期和地點進行。季后賽是

一個例外，只要比賽在原定日期的 30 天內完成就可以生效，這同樣適用於季后賽的比賽主題和球

員主題投注。 



4.Teasers: 投注時會列出有關 teasers 的賠率和規則。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繫客戶服務或您的代理

。 

5. 如果一場比賽沒有進行，這個比賽將被替換為一個開放的位置，以便玩家填寫。 

6.籃球運動員主題盤：運動員必須參賽。 

 

棒球 (BASEBALL) 

1. 特定體育規則可能因您的經紀人而異。 

2. 除非主隊在 4½ 局後領先，否則比賽的輸贏（在輸贏盤上）在 5 局比賽后是法定的賽果。如果

比賽被取消或暫停，勝負以最後一個完整的局的比分來決定。除非主隊追平比分或者在下半局取

得領先，在這種情況下勝負就以比賽中止時的比分確定。如果主隊扳平比分並暫停比賽，則將退

還本金。 

3. MLB 季前賽和常規賽不會延續到下一天（除非另有說明）。我們不承認出於投注目的的暫停比

賽、爭議、賽果改變等。 

4. MLB 季后賽和大學棒球賽（Wildcard, League Series, World Series）的所有投注將由最後的比分決

定。如果比賽暫停，所有投注將繼續進行，並將在完賽后進行結算。 （注意：這與常規賽和大多

數拉斯維加斯場所不同。） 

5. “Action”投注將根據新投手的開盤價計算。投手投出第一球後即視為首發投手。 

6. 投注總分高/低時，賽事必須打完 9 局 (主隊領先則為 8½局) 投注才有效。如果在兩名列出的投

手投擲至少一個球之前發生投手更換，則總分的投注將被退還。 

7. 跑壘盤的規則與棒球總分相同。 

8. 請記住，在棒球上進行過關投注時，您不能在同一過關投注中將同一支球隊的跑壘和總分一起

選擇，因為它們被視為相關投注。 

9. 過關投注的彩金是由電腦計算。請在使用密碼確認之前確認彩金金額。 

10.MLB Series Prices.  只要有兩場或以上完整賽事就有效。系列賽事三場比賽後，一旦某球隊有兩

場勝利該系列賽事開始排名分序。 



11.MLB Grand Salami.    所有預定的和寫進的比賽都必須打滿 9 局才能生效（如果主隊獲勝，則為 

8½ 局）。如果一場比賽被取消或推遲，MLB 滿貫全壘打的投注將無效。 

12.Player Props  Player Props 通常是根據指定的投手。在任何球員主題盤上，球員必須上場。擊球

手的得壘分數計算如下：跑單壘得一分、跑雙壘得二分、跑三壘得三分、或跑完全壘得四分。被

球打到、 失誤、投手犯規或捕手漏接球的都不予計分。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球員主題盤在打

滿 9 局後被視為有效（如果主隊獲勝，則為 8.5 局）。 

13.MLB First Half Wagers (1st 5 innings).  必須根據前 5 局完賽時的結果來結算。如果前 5 局比賽未

完成，上半場的所有投注仍然有效。如果主隊獲勝並且比賽在 4½ 局後中止，則上半場/前 5 局的

輸贏盤投注仍然有效。上半場/前 5 局的跑壘盤和高低盤要求完成前 5 局比賽（不是 4½ 局）。所

有投注均根據指定的投手。 

14.MLB Second Half Wagers (Last 4 winnings).  投注根據第 6 局開始到比賽結束的比分。比賽必須打

滿 9 局，如果主隊領先，則必須打完 8 ½ 局。比分包括加時賽。所有投注均根據指定的投手。 

15.MLB Total Hits+Runs+Errors.  必須完成整場比賽（9 局，如果主隊領先，則為 8½ 局）。所有投

注均根據指定的投手。 

16.MLB 7 inning games. 在計劃進行 7 局（而不是正常的 9 局）的比賽中，是在需要 9 局比賽（如

果主隊獲勝，則為 8½）的規則將改為只需要 7 局比賽（如果主隊獲勝則為 6½ ）。 

17. 無論他們開始/結束日期如何，NCAA 棒球錦標賽、NCAA 壘球錦標賽、國際錦標賽和青年聯賽

錦標賽比賽的最終結果都有效。 

18.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任何棒球，壘球或者小型聯賽的比賽出現“慈悲規則”提早結束的情況，所

有的投注都有效。 

 

曲棍球 (HOCKEY) 

1. 特定體育規則可能因您的經紀人而異。 

2. 賽事有效時間為開賽 55 分鐘或以上（有效）。加時賽的進球包括在比賽投注中。除非另有說明

（僅常規時間） 



3. 季前賽和常規賽的賽事不會延續到下一天（除非另有說明）。季后賽是一個例外，只要比賽在

原定日期的 30 天內完成就有效，這同樣適用於季后賽的比賽主題盤和球員主題盤。 

4. 投注類型 

Canadian Line: Canadian line 是進球和輸贏盤的組合。輸贏盤是 20 美分用於單關。 

Money Line: 根據 NHL 規則，所有輸贏盤的選項都是最終贏得比賽。 

Totals (Over/Under): 由比賽中的總進球數決定。在 NHL 中，加時賽或點球大戰的獲勝者會被計入

一個進球數。出於結算目的，該進球計入最終分數。 

5. 國際曲棍球，歐洲曲棍球線僅限於規定時間（不包括加時賽和點球大戰）。 

6. 加拿大曲棍球 

加拿大曲棍球線包括加時賽和點球大戰。 

 

英式足球 (SOCCER) 

1. 投注足球的輸贏盤提供平局盤就像側盤。如果出現平局，比如：(1-1)，任何一方的所有投注都

將被視為輸家。同樣，在平局的情況下，只有投注在平局盤上的投注才會被視為獲勝。此規則不

適用於讓分盤投注。 

2. 雙讓分盤：這種投注類型將一個投注分成兩個投注，每個投注都有相同的賠率，但跟單讓分盤

不同。 

3.賽果根據 90 分鐘外加傷停補時的時間決定。除非另有規定，否則賽果不考慮加時賽/金球。 

4. 如果比賽被中止或推遲，所有投注將無效。 

5. 如果場地發生變化，投注將有效，除非比賽將在原客隊的場地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投注

均無效。 

 



高爾夫球 (GOLF) 

我們針對所有主要的高爾夫賽事提供 2 種類型的投注：贏得錦標賽以及錦標賽和每日輪次的個人

球員對決的賠率。 

1. 對決 兩名高爾夫球手對決中，兩名高爾夫球手都必須開球才能進行比賽。如果一名

球手淘汰出局，他的對手將被視為獲勝者。如果兩名球手都淘汰出局，則得分較低

的人獲勝。如果兩位球手的分數相同，則所有投注都將退還。如果一名球手在開球

後退出或淘汰出局，則打出最多洞的球手獲勝。季后賽不計入讓分盤投注。 

2. 您可以投注直到開球時間。 

3.  在下雨或延誤的情況下，所有投注均繼續且有效。 

4.  如果錦標賽在開始後縮短時間，則所有投注均有效。 

5. 如果錦標賽被正式中止，所有投注均無效。 

6.  如果球手沒有開始比賽，那麼投注在該球手獲勝的投注將無效。唯一的例外是聲明

了 All-In / No Refunds 時，那麼即使該球手沒有開始比賽，投注也會生效。 

7. 個人輪次或錦標賽的高爾夫讓分盤：如果一名球手晉級，而比賽中的另一名球手沒

有晉級，他將自動彌補差價。如果一名球手因任何原因比另一名球手完成更多洞，

他們將自動贏得讓分。如果參與對決的兩名球手之間進入季后賽，無論季后賽得分

如何，獲勝者將被視為領先 1 桿。 

 

拳擊 (BOXING) 

1. 如果比賽被放棄或推遲，但在原定日期的 14 天內進行，所有投注均有效。 

2. 如果比賽場地在同一國內變更，投注仍然有效。如果比賽場地在不同國家變更，投注“無效”。 

3. 對於總回合投注，1 分 30 秒將代表半回合。例如，如果投注“超過 10.5 回合”獲勝，則在第 11 

回合中，比賽時間必須超過 1 分 30 秒。如果原定的回合數被更改，則初始盤的所有賭注都將變為

視為無效。 

 



綜合格鬥 (MMA) 

1. 比賽結束時的結果為最終結果。對於裁判記分卡的任何重新計分和管理機構隨後做出的任何更

改均不再視為結果。 

2.Total Points/Rounds (Over/Under）總分/回合的高低：如果拳手未能開始回合，則上一回合被視

為最後一回合。在半回合規定的情況下，各回合的中點（3 分鐘局為 1 分 30 秒或 5 分鐘局為 2 分 

30 秒）將決定高或低。如果比賽恰好在指定的半輪時間結束，則結果將被視為“高”（例如：總分

高/低於 1.5 回合，比賽在第二回合的 1:30 結束 - “高”將是獲勝者）。 

3.Knockdown/Count in Round:擊倒/回合數：只有裁判給出“count”的擊倒或裁判打出“count”的才算

有效。 

4. Draws 平局：如果一場比賽以平局告終，並且沒有投注平局的賠率，則所有投注均無效。 

5. Disqualifications 取消資格：如果一名選手被取消資格，結果將被視為他的對手獲勝。總分仍然

有效，並使用停止比賽后的時間進行結算。 

 

賽車 (AUTO RACING) 
1. 如果車手在比賽開始前退出比賽，對該車手的投注將無效。如果車手開始比賽，但在比賽開始

後的任何時間退出，則對該車手的投注仍然有效。 

2. 比賽對決，若雙方車手均未完成比賽，則以完成更多圈數的車手獲勝。如果兩位車手完成的圈

數相同，則投注將視為無效。之後的處罰或降級不會影響投注的結果。 

3. 如果推遲的比賽在預定開始時間的 72 小時內開始，所有投注均有效。如果比賽延期超過 72 小

時，所有投注將無效。 

 

賽馬 (HORSES) 

1.  在 racebook 下注時，FINAL ODDS 會告訴您投注的派彩，因此您會在等待的投注中看到'To 

Win'金額為 0 美元。獲勝的金額將根據最終比賽賠率在結算時候給出。這不適用於在常規體育

博彩中的投注，例如重大賽事或賽馬對決。 



2.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在常規體育博彩中投注的獲勝賠率為最終的，這意味著無論是否參賽，

所有投注均有效。 

3. 賽馬的投注限額和派彩由您的代理人處理。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與他們聯繫。玩家有責任

了解和理解他們的經紀人制定的投注規則。 

 

網球 (OTHER) 
  

1. 一場比賽必須在沒有球員退賽、傷退或被取消資格的情況下完成，投注才有效。如果比賽

因日程安排、天氣問題、光線不好等原因重新安排，則所有投注均有效且所有投注繼續等

待。 

2. 在網球投注中，當“games”被添加到投注選項中時，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它將作為 games

或 sets投注之間的區別。 

 

樂透 

 1.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樂透投注始終為初始安排的日期。 

2. 樂透抽獎結果來源於各州官網的發布信息。 

 

自行車 

  

1. 以賽后公佈的結果為準。之後如有通過抗議、興奮劑檢測或其他方式推翻的結果將不採取，也

不會影響投注的結果。 

2. 正面交鋒中，在官方積分榜上時間最快的車手將贏得比賽。 

3. 在 single-race 比賽中，兩名車手必須出賽，並且至少一名選手必須完成比賽，投注才生效。 

4. 如果比賽被推遲，當且當比賽在原定開始日期的一周內開始時，所有投注才生效。 

5. 在 multi-leg 比賽中，獲勝者將是比賽結束時分級中最高的選手。如果兩個選手都沒有完成比賽

，那麼獲勝者將是完成最多階段的選手。如果兩位參賽者完成相同數量的賽段，則獲勝者將是在

最後完成的賽段或賽段之後排名更高的選手。 

 

 



 

ESports  

  

1. 顯示出來的電子競技比賽開始日期和時間僅供參考，不保證正確。這意味著如果提供的比賽日

期和/或時間不正確，投注仍然有效。 

如果一場比賽被正式宣告暫停或推遲，並且在實際開始時間後 12 小時內未恢復，則該比賽的投注

將無效並退還本金。 

除了任何對球隊/球員晉級的投注外，無論暫停或推遲，那些投注都將有效。 

 

1. 如果戰隊/選手姓名拼寫錯誤或者更改了他們的名字，但投注的比賽或賽事仍然很清楚，那麼投

注仍然有效。 

2. 如果在正式比賽中選手使用錯誤的暱稱或使用 smurf 帳戶進行比賽，投注仍然有效，除非很明

顯這不是應該參加比賽的選手。 

3. 如果沒有平局選項，則加時賽將包含在官方結果中。 

4. 所有投注將使用相關比賽管理機構公佈出來的官方結果進行結算。 

5. 讓分和總分的投注指的是回合或地圖，具體取決於所投注的比賽而定。 

6. 如果地圖因取消資格或退賽而未完成，投注仍將根據官方宣布的獲勝者進行。 Counter-Strike 地

圖是個例外，對於 Counter-Strike，如果戰隊退賽或被取消資格，則所有對 Spread、Moneyline 和 

Total 的投注都將被取消。 

7. 如果由於任何原因更改了地圖/回合的數量或提供了不正確的地圖/回合的比賽，則所有讓分盤

和總分盤的投注都將被取消，但在 輸贏盤上的投注仍然有效。 

8. 如果選手或戰隊在地圖開始前因係統的決定而走過場或獲勝，則所有在此地圖上的投注將被取

消。 

在 CS:GO 中：如果戰隊退賽、獲得系統判定的勝利或在地圖上的所有預定回合開始前被取消資格

，則在此地圖上的所有投注都將被取消。 

在 Dota2、英雄聯盟和其他遊戲中：如果在地圖的前 10 分鐘內由系統判定棄權或獲勝，則地圖上

的所有投注將被取消。如果系統判定在 10 分鐘後獲勝，則此地圖將使用官方結果進行結算。 

如果系列賽中至少有一張地圖上的投注由於以下列出的原因被取消，則該系列賽上的所有投注也

將被取消。此外，如果系列賽中有至少一張地圖被推遲超過 12 小時，則該系列賽上的所有投注都

將被取消。 

1. 投注不會因戰隊有替換替補隊員或隊員而取消。 

2. Props： 



a. Minutes:  可以在地圖的持續時間的總分鐘數（以分鐘為單位）。 

b. First Tower:  ：首先被摧毀任何一個塔的戰隊將輸掉這個投注。 

c. First Blood:  在遊戲中宣布獲得“第一滴血”的戰隊將贏得此投注。 

d. 1st to 10 kills:  在遊戲內記分板上第一個達到 10 次擊殺的戰隊將贏得此投注。 

e. 1st Round:  贏得第一輪的戰隊贏得此賭注。 

f. 1st to 5 Rounds:  先贏 5 局的戰隊贏得此賭注。 

g. 在 Dota 和英雄聯盟中，任何殺戮分數都將使用屏幕頂部顯示的遊戲內的記分牌進

行結算。 

如果 5v5 或 6v6 比賽的開局人數分別少於 10 或 12，則該地圖和系列賽上的所有投注將取消。在 

Dota2 和英雄聯盟中，如果玩家在前 10 分鐘內斷開連接並且無法重新連接或在接下來的比賽中被

替換，則該地圖和系列賽上的所有投注都將取消。在 CS:GO 中，如果玩家少於 10 人進行了至少 5 

輪比賽，則所有該地圖和系列賽上的投注都將取消。 

一名或多名玩家在 Dota2 或英雄聯盟比賽中 10 分鐘後斷開連接並不足以成為取消對該地圖或有關

的任何投注的理由。 

1. 如果地圖在部分完成後被重製或刷新，則在此之前已經認定的任何附加投注將根據部分完成的

地圖的結果進行判定。任何未完成的附加投注將根據重製或刷新後的地圖的結果進行判定。 

2. 在一場比賽中，如果一支戰隊/隊員在比賽中獲得了一張或多張地圖的優勢（例如，由於一支戰

隊從雙淘汰制中脫穎而出），我們提供的“map 1 " 是指實際玩過的第一張地圖，“map  2” 是指實際

玩過的第二張地圖，依此類推。如果優勢來自系統判定的棄權/默認勝利，例如由於一支戰隊在比

賽中出現遲到則不適用。 

3. 在絕地求生（PUBG）、堡壘之夜和其他大逃殺遊戲中，總冠軍將根據官方排名進行判定。隊員

/戰隊之間的正面交鋒也將根據官方排名進行判定。如果官方錦標賽規則沒有明確解釋排名情況，

投注將按以下方式進行判定： 

單個回合的投注將根據該回合中戰隊或隊員的排名進行判定。 Placement 指的是哪個戰隊持續時

間更長。 

投註一整天的比賽將根據相關戰隊或隊員當天獲得的總積分（排名積分 + 擊殺積分）進行判定。

即使當天只進行了一輪/場比賽也適用。 

對投注整個賽事（例如“總冠軍”）也將根據每支戰隊或隊員在賽事過程中獲得的總積分（排名積

分 + 擊殺積分）進行判定。 

1. 如果我們在特定地圖上為特定的隊員提供附加投注，該隊員必須從該地圖開始才會讓投註生效

。如果在整場比賽中為特定球員提供道具，則該球員必須在該比賽的所有地圖上開始投注才能有

效。 

   



政治 (Politics) 
  

1. 所有總統投注均為有效投注，因此將由選舉團 270 分或以上的結果決定。任何一方對選舉團結

果的異議均不採納。此外，任何候選人在選舉結算後生病或死亡都不會影響選舉團的選舉結果。 

  

其他 (Other) 
  

1. 我們偶爾會提供大學世界系列賽、奧運會、政治選舉等季節性體育賽事，請致電客服了解這些

特殊賽事的規則和投注限制。 

 

賽季勝利者 (Season Wins) 
我們提供各種運動的賽季總勝場投注，包括 NFL、NCAA 橄欖球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NFL 

球隊必須參加每場原定的比賽才有效。只計算常規賽的比賽。 

NCAA Football 橄欖球 

碗杯賽和聯盟冠軍賽不包括在賽季總勝場數中。僅限常規賽。 

任何原定比賽被取消但在之後與不同球隊補賽的將被視為無效，所有投注款項將相應退還。 

MLB 

球隊必須參加 160 場常規賽才能生效。任何參加少於 160 場比賽的球隊的投注將無效，所有投注

款項將被退還。 

比如確定分區獲勝者或外卡參賽的任何附加季后賽將不包括在賽季總勝場中。 

 

所有聯賽中的那些棄權的比賽都將被視為所有 RSW 和未來投注的官方投注。 

 

Internet Types of Bets 
互聯網 

1. 您應該確定我們的服務是否在您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允許下。 



2. 玩家每次登錄互聯網時必須在投注前確定賬戶的餘額。當您確定並接受您的賬戶餘額時，您將

同意所有之前的交易都是正確的並且您沒有任何異議。此時會解除所有索賠或爭議。對於爭議、

索賠、其他帳戶信息或報告帳戶差異，請聯繫客戶服務。 

3. 所有互聯網交易都會定期的記錄和備份，在有任何爭議的情況下，管理層和客戶雙方都同意日

誌備份將作為爭議的最終判定方式，所有投注將相應調整。索賠必須在下注之日起三天內提出。

在這三天期限之後，將不會接受任何索賠。玩家有責任確定所有賬戶交易的準確性。 

4. 任何對流程或讓分的操縱都可能導致投注被標記為輸。 

5. 通過自動投注程序（機器人）或任何類似行為進行投注的賬戶將有可能沒收所有資金，除非官

方在投注前得到特別提醒並批准該行為。 

Straight Bets  
Straight Bets（ 直接投注）是對體育賽事的一邊或總分中下注。讓分的直接投注通常涉及到分差。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特定的讓分調整比分後，您的球隊得贏得投注時給的時間段（全場比賽、上半

場、下半場）。當您投注總分時，您投注的是定好（全場比賽、上半場、下半場）的比賽時是否

高於或低於指定的分數。 

投注比賽的總分時，投注的是在您投注的時間段內，即上半場、半場或全場比賽的比賽總比分高

於或低於指定分數。整場比賽或下半場的總分投注包括加時賽，但足球比賽會提供三項投注（平

局作為投注選項）除外。如果平局作為選項提供，則加時賽不包括在比賽總分數的計算內。 

Money Line  
輸贏盤在大多數主要體育項目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在輸贏盤投注中，您投注的是比賽的直接

獲勝者，與任何分差無關。 

例子： 

奧蘭多魔術隊-280 

休斯頓火箭隊 +240 

如果您投注奧蘭多 -280，您下注 $280 即可贏得 $100。 

如果您投注休斯頓 +240，您下注 $100 即可贏得 $240。 

Run-Line  
當您投注棒球時可以選擇跑壘盤作為您的投注選項。棒球跑壘盤是分差和輸贏盤的組合。在一個

跑壘盤上，你在喜歡的球員下注 1.5 次跑，你也可以下注或獲得金錢，這取決於喜歡的程度。對

於失敗者來說，情況正好相反。您得到 1.5 次跑，然後根據失敗者的程度再次下注或獲得金錢。

一個跑壘盤的示例： 

Marlins +1.5 -140 

Yankees -1.5 +120 



在此示例中，您在 Marlins 下注了 1.5 跑，但您必須下注 $140 才能贏得 $100 。如果您選擇

Yankees，您必須打出 1.5 跑，但每下注 $100 ，您將獲得 $120 。 

注意： 

您不能在同一比賽的跑壘盤和總分之間進行過關投注。 

跑壘盤始終是指定投手，比賽必須進行至少 8 1/2 局或更多。 

Teasers  
Teaser 是一種在 2 支或更多球隊在一次投注並調整了分差的投注。在 teaser 中，您可以在

一邊添加分數，或者在兩邊和總分相加或減去總分數。如果一邊輸了，teaser 將視為輸。 

示例：$100 美元的 2 隊 teaser 5 分 

湖人隊 +4 +5 分 = 現在 teaser 盤是 +9 

尼克斯 -3 +5 分 = 現在 teaser 盤是 +2 

當您在投注的时候會列出賠率和規則。 如有其他問題，請聯繫客戶服務或您的代理。 如

果籃球或足球比賽被取消並且 teaser 無法恢復，則比賽將由一個空位代替，以便玩家方便

時填補。 

這些是所有可選擇的 teaser 的賠率表： 



 

 

Parlays  
過關投注是一種您可以在一次投注中選擇 2 個或更多球隊或總分，可以在風險較小的情況下獲得

較大的獎金。您可以將不同的運動混合和匹配到過關中，甚至可以使用相同的比賽創建過關（有

一些限制）。 

過關投注任何部分的損失均構成損失。不允許相關聯的投注。比如說是同一場的上半場跟全場的

讓分或同一場棒球比賽的跑壘盤。在有一個不算輸贏和其他獲勝的情況下，過關投注將下降一級

。 

例如，一個 6 隊的過關投注裡有一場不算輸贏其他 5 個都贏的情況下將變為 5 隊的過關投注來進

行派彩。如果是 2 隊的過關投注，一個不算輸贏，另一個勝，那麼過關投注將變為直接投注，過

關投注金額用作“risk”金額。 

 

例如，2 隊的過關都在標準 -110 的投注將支付 91% 的過關金額。 

 

 

If-Bets  
If bets 可以幫助根據第一個投注的結果希望在多場比賽中投注的客戶。 

If bets 有 2 種類型，If bets 只贏，If bets 平局或取消。 

If bets 只贏示例： 

501. Dallas Cowboys  -5 $110 贏 $100 

If bets 只贏 

504. Carolina Panthers  +4 $110 贏 $100 



如果 Cowboys 輸了，投注就停在那裡，輸了 - $110；如果 Cowboys 贏了 +$100 ，則繼續進行下去

投注 Panthers；如果 Panthers 獲勝，則彩金為 $200 ；如果 Panthers 輸了，則彩金為 $10 。如果

Cowboys 恰好以 5 分獲勝，那麼 Carolina Panthers 將不會生效，並且將 $110 返回給您的帳戶。 

If bets 平局或取消示例：（單項操作） 

501. Dallas Cowboys  -5 $110 贏 $100 

如果獲勝/平局或取消（雙重行動） 

504. Carolina Panthers  +4 $110 贏 $100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 Dallas 以 5 分或更多分獲勝，客戶將對投注的第二部分生效。 

If bets 的第二部分的投注金額，不得超過第一部分的投注金額。 

Reverses  
Reverses（反向投注）將兩個隊結合到兩個跟隨投注中。第一個跟隨將 A 隊與 B 隊聯繫起來，第

二個投注將 B 隊與 A 隊聯繫起來。請記住，Reverses 是需要您選擇 If bets 只贏或 If bets 平局或取

消的跟隨投注。 

例子： 

一位客戶想投註一個 $100 的 Action Reverse 是 New England Patriots  -9 和 Denver Broncos +6 的比

賽。 

A 部分： 

New England Patriots -9 下注 $110 贏 $100 ，如果該比賽獲勝或沒有輸贏，那麼 Denver Broncos 將

生效 +6 並下注$110 贏 $100 。如果 New England Patriots 達不到 -9 的分數 ，那麼 Denver Broncos 

+6 將不會生效。 

B 部分： 

Denver Broncos +3 下注$110 贏 $100 ，如果這場比賽獲勝或沒有輸贏，那麼 New England Patriots

將生效 -9 並下注 $110 贏 $100 。如果 Denver Broncos 沒達不到  +6 的分數，那麼 New England 

Patriots -9 將不會生效。 

總下注金額為 $220，但玩家有可能贏取高達 $400 金額。 

13. Contest Wagers  

contes 投注是指有 3 個或更多選項且第 3 個選項不是平局的投注。這些例子包括贏得超級碗、年

度最佳防守新秀、比賽第一次達陣得分的球員等的賠率。在 contes 投注中有 2 名或更多獲勝者的

比賽中，將適用平局告終（dead heat） 規則。 



Future Propositions  
在我們的網站上，我們針對選定的大學和職業比賽提供命題投注。這些可以包括個人球員提議和

團隊提議。 

Future 賭注也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找到。這些包括贏得冠軍、會議、分區等的投注。賽季勝利的

高/低贏也有。所有投注均在相關賽事或賽季結束時派彩。如果發生此處未涵蓋的爭議，則採取拉

斯維加斯的規則。 

各種提議有不同的限制，它們只能作為直接投注進行，不允許進行過關投注。 

  



Live Betting 
1. 主要的投注頁面上提供的 Commercial Live 投注遵循每個投注項上所概述的特定規則。 DYNAMIC 

LIVE BETTING 規則是不同的。 

2.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 Commercial Live 投注適用於整場比賽或規定時間（取決於運動和聯賽）的

結果。有關比賽何時結束的更多信息，請參閱一般投注規則或體育特定規則。 

3. 請查看 DYNAMIC LIVE BETTING RULES 了解適用於這些投注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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