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新苗後山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主    旨：響應政府提倡休閒活動，普及羽球運動，提升羽球運動水準。 

二、 主辦單位：臺東縣新苗羽球發展協會 

三、 承辦單位：臺東縣新苗羽球發展協會 

四、 協辦單位：臺東大學羽球隊、臺東大學東翔羽球社 

五、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1日（星期五）至 3月 3日（星期日） 

六、 比賽地點：臺東縣立體育館(臺東市桂林北路 52巷 120號) 

七、 開幕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八、 開幕地點：臺東縣立體育館 

九、 比賽組別： 

(一) 社會團體組-(謝絕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1】 上場順序為雙打、80歲雙打、100歲雙打 

【2】 第一點無年齡、性別限制 

【3】 第二點 80歲雙打選手頇滿 35歲，兩人合計為 80歲以上 

【4】 第三點 100歲雙打選手頇滿 45歲，兩人合計為 100歲以上 

(二) 公開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均設有獎金，雙打限全國甲組球員一名) 

(三) 社會組-男雙、女雙、混雙(謝絕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四) 社會 60歲組-男雙、女雙、混雙(參賽選手頇滿 25歲，兩人合計為 60歲以上，謝絕

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五) 社會 80歲組-男雙、女雙、混雙(參賽選手頇滿 35歲，兩人合計為 80歲以上，謝絕

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六) 社會 100歲組-男雙、女雙、混雙(參賽選手頇滿 45歲，兩人合計為 100歲以上，謝

絕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七) 社會 120歲組-男雙、女雙、混雙(參賽選手頇滿 55歲，兩人合計為 120歲以上，謝

絕全國甲組球員參加) 

(八) 臺東休閒組-男雙、女雙（限設籍臺東地區或實際於臺東地區就學、就業之選手參賽，

臺東羽委會分組名單內之男子甲/乙/丙組選手、女子甲組選手謝絕參加） 

(九) 高中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雙打可不同校組隊) 

(十) 國中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雙打可不同校組隊) 

(十一) 國小組高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雙打可不同校組隊) 

(十二) 國小組中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雙打可不同校組隊) 

(十三) 國小組低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雙打可不同校組隊) 

 



十、 參加資格： 

(一) 凡熱愛羽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每人限報 2組。 

(二) 年齡計算公式：108年 - 出生年。 

(三) 個人賽可以跨組向上挑戰、不能降組。 

(四) 女子選手可以參與男子組賽事，男子選手不可參與女子組賽事。 

十一、 報名手續： 

(一) 採「現場報名」或「網路」報名 

【1】 現場報名：可至中正路早安美芝城(台東市中正路 340號)登記並繳費 

【2】 網路報名 

團體項目報名網址  1/1(星期二)公告，報名至 1/29(星期二) 

單打項目報名網址  1/1(星期二)公告，報名至 1/29(星期二) 

雙打項目報名網址  1/1(星期二)公告，報名至 1/29(星期二) 

(二) 日  期：即日起至 108年 1月 29日(星期二)止 

(三) 報名費：社會團體組新台幣 1200元、個人單打新台幣 300元、個人雙打新台幣

500元。 

(四) 繳費方式： 

【1】 由郵局各分行取無摺存款單直接存入(存款人請寫單位姓名)，免手續費。 

【2】 由其它金融機構採存簿電滙入戶(存款人請寫單位姓名)。  

【3】 金融卡轉帳及郵局劃撥繳費。 

【4】 存入戶名：臺東縣新苗羽球發展協會李致中 

【5】 存入銀行帳號：郵局（代號 700）/ 台東大同路郵局 

帳號：026-1009-143-9466 

※ 匯款後，請註明相關資料或保留匯款證明，以便查詢。 

十二、 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 時間：108年 2月 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 地點：臺東專科學校志清堂(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 911號) 

(三) 缺席者由大會代抽，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球員名單，各隊不得異議。 

十三、 比賽用球：比賽級用球 

十四、 比賽辦法： 

(一) 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依世界羽球聯盟 BWF新制

所訂規則)。  

(二) 社會團體組採總分制，三點均頇完賽，總分大者為勝。 

(三) 社會團體組每隊最少報名六人、不得超過八人。 



(四) 比賽皆採新制 25分壹局（24分帄不加分）定勝負（13分交換場邊）。 

若報名組數過多，學生組賽程則改制為 21分壹局（20分帄不加分）定勝負 

(五) 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採循環賽或淘汰賽，於抽籤時宣布。 

(六) 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 勝 1 場得 2 分，敗 1 場得 1 分，棄權得 0 分，積分多者為勝。 

【2】 2 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 3 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差，大者為勝；若相等則以 

B、（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若再相等則以 

C、（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 

D、若再相等，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七) 比賽時務必攜帶貼有相片文件正本或服務識別證以備查詢，若提不出證件者，

裁判可判其棄權。 

(八) 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  

(九) 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  

(十) 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

(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

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

三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棄權，不得異議。  

(十一) 各參賽組項若不足 6組時，則採併組或取消該單項為原則。  

十五、 競賽相關規定事項： 

(一) 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計算，以後之出

賽權亦予取消；如因傷棄權，棄權當日之賽程亦予以取消，惟隔日如有賽程，

仍可出賽。  

(二) 團體賽需在賽前 20分鐘填寫完成出賽名單，並繳回競賽組。 

(三) 參加比賽應攜帶證明身分相關文件，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在學證明，

以備查驗。 

(四) 如遇特殊事故必頇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隊不得異議。 

(五) 獎狀發放時，教練欄位最多填寫二人。 

(六)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與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七) 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 10分鐘休息，並請務必於賽前告知競賽組，以便調

整賽程。 

 



十六、 獎勵：  

(一) 公開組： 

【1】 報名組數 5隊（含）以下取消或併組。 

【2】 報名組數 6~15隊（含）取 2名：第 1名 2000元、第 2名 1500元。 

【3】 報名組數 16~40隊（含）取 4名： 

第 1名 3000元、第 2名 2000元、第 3名 1500元、第 4名 1000元。 

【4】 報名組數 41隊（含）以上取 8名： 

第 1名 6000元、第 2名 5000元、第 3名 4000元、第 4名 3000元、 

第 5~8名獎品乙份 

(二) 其他組別視報名隊數擇優頒發，5隊（含）以下取消或併組，6~12隊取 2名，

13~25隊取 3名，26~39隊取 4名，40隊以上取 8名。各組優勝隊伍頒發獎品。 

十七、 申訴規定：  

(一) 對球員身份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雙方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份證件，如

有不符者則判定該點為棄權。  

(二) 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頇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

練簽章，送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二仟元整，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

不得再抗議。若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不成立保證金沒收，不得異議，抗議

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十八、 附則：本次比賽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  

十九、 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佈實施之。  

二十、 本規程經奉核後實施。 

 

 

※新苗羽球網址：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tbad 

臉書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70709443193866/ 

若有其他建議事項致電張教練 0911-738765 

https://www.facebook.com/ttbad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70709443193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