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旨 :為增進夫妻身心健康,培養夫妻情感及默契,共享夫妻羽球運動樂趣,

               及家庭和樂,同時,也嚮應教育部體育署,推展全民運動,提昇國民
               生活品質,促進家庭生活幸福美滿為目的.

一.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體育總會、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二.主辦單位: 臺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
三.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四.比賽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五.比賽地點: 台北體育館七樓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0號)
六.參賽資格 : 凡戶口登記為合法夫妻，家屬及熱愛羽球愛好者, 均可報名參加.
七.比賽組別 : A.夫婦組：以先生年齡為準

30歲組： 30歲 - 34歲
                          35歲組： 35歲 - 39歲

40歲組： 40歲 - 44歲

45歲組： 45歲 - 49歲
50歲組： 50歲 - 54歲
55歲組： 55歲 - 59歲
60歲組： 60歲 - 64歲
65歲組以上：

 B.家庭組： 以父、母年齡為準
     (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30歲組：  30歲 - 39歲                
           40歲組：  40歲 - 49歲                
           50歲組：  50歲 - 59歲                
           60歲組以上                          
 C.兒童組：男童雙打；女童雙打  (男生不可報女生組, 女生不可報男生組)

                                         U8組： 八歲(含)以下
                                       U10組： 十歲(含)以下
                                       U12組： 十二歲(含)以下
                                                註:計算年齡方式:109年-出生年
八.報    名:  A.報名地點 : 臺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

                              地址 : 103 台北市民權西路144巷5弄5號2樓之3

                              電話：(02)2553-7850

                          聯絡人：林瞳霓小姐

                    B.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109年10月25日(星期日)止
                                         如果達到上限隊伍,大會則提前截止報名並公告於
                                        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臉書社團，不另行通知
                     C.互 助 費:  1. 每人每項$400元 (一項400元/人，兩項800元/人) 

             2. 大會在賽前統計參賽正確人數,以便計算參加獎及中餐(便當)，
                 獎盃,獎品,..等整理,所以希望，在報名之同時,一併附上互助費，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報兩項也只領一份)
                      D.報名方式: Email至airshuttle1989@gmail.com索取報名表，

  註明2020牽手盃報名表或

               上臉書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臉書團下載報名表
          (1) E-mail報名後，請致電02-25537850 林小姐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2) 大會將於109年10月27日 -10月29日將各組參賽名單

   公告於臉書粉絲團: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若參賽名單有疑義，
 請來電02-25537850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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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互助費可用ATM轉帳

                                                             轉帳之後,請來電確認 02-25537850

                                                       戶名：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
 E.報名手續:  1.家庭組每人限報一項

2.其他組限報兩項 例:夫妻組一項+家庭組一項
3.謝絕電話報名.
4.謝絕現役國手、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曾認定之甲組球員
  及45歲(含)前退役國手報名.

九.比賽用球 :  天梭羽球 AIRSHUTTLE
十.電腦抽籤日期 : 中華民國1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電腦抽籤結果與賽程將於11/15(星期日)公告於，
                                                          臉書粉絲團 ：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
   @賽程一經公告不得更改名單，僅供名字誤植更正
   @如在公告賽程之前因故退費 將收取$30元手續費用

十一.競賽辦法 :  A.比賽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新制比賽規則.
 B.各組比賽均以一局定勝負, 每局以31分計算,16分換邊,"平"不加分.

                                           (如組數過多將採每局25分計算,13分換邊,"平"不加分)
                                            * 循環賽積分計算方式:勝隊得2分, 敗隊得1分, 棄權得 0 分.
                                            * 二隊積分相等時, 勝者為勝。
                                            * 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則以相關隊總得分多者為勝，若相關
                                               二隊總得分相等時,勝者為勝。
                                            * 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如有棄權情事，該隊即不得晉級，以端正運動風氣！

         (其相關比賽之成績均不以計算)
                                        C.各組比賽視參加隊數多寡決定採取分組循環賽或淘汰賽.

                                        D.大會基於信任原則，授理報名時不主動審核選手資格，
                                   報名時請詳讀資格限制， 請參加比賽者務必攜帶附有照片之證件

                                  ,以資證明身分、若需驗證請於賽前向當場裁判提出
                               ，請抗議者於五分鐘內提出自備佐證,

                                             若提不出證明身份者, 以棄權論.證件如:身分證…等
                                       E. 參加比賽時間超過五分鐘不出場以棄權論. （以比賽場地 掛鐘為準)
                                       F. 如遇特殊事故, 必須改期或補賽時, 由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 

    參賽者不得異議
                                       G. 參賽球員需身體健康,自願參賽者,在比賽期間發生身體不適之情況,  
       責任請自負。
                                       H.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本賽事使用

                                        I. 請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J. 本活動已投保三百萬公共意外責任險
                                       K. 其它未規定事項由大會另行公佈實施.
                                       L. (1) 八組以上,取優勝四名 (三、四名並列)
                                           (2) 六至七組,取優勝三名
                                           (3) 四至五組,取優勝二名
                                           (4) 三組,取優勝一名

十二.獎品: 創辦人林省吾夫婦 提供
十三.午餐: 創辦人林省吾夫婦 提供

                   獻給 "牽手盃" 參賽夫婦

雙雙 對對
恩恩 愛愛
和和 氣氣
快快 樂樂
健健 康康

                   享受 "牽手盃" 羽球賽
創辦人：林省吾夫婦 共勉之

             合作金庫(代號006) 帳號：5126-717-616148 (大同分行)



隊名是為電腦抽籤時可判讀閃同一隊，可不填寫

隊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09/10/27-29核對參賽名單，請上"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臉書粉絲團＊      

編號 選手姓名-1 出生年 選手姓名-2 出生年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報名費

金  額

1 $800

2

3

4

5

6

7

8

9

10

2. 銀行：合作金庫(代號006) 帳號：5126-717-616148 (大同分行)                             

   戶名：台灣羽球運動健康協會 <使用"ATM"轉帳者，請填上您的轉帳帳號後五碼或轉帳姓名【                  】 以利核銷 並請來電確認!

3.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本賽事使用

1. 報名之後,請來電確認。  02-25537850 (日)

2020 第25屆"牽手盃"全國羽球錦標賽規程

報 名 表 

報名費合計:

項目組別



項目組別
夫婦組 30歲 https://isvincent.pixnet.net/blog/post/41048371-excel-%E8%B3%87%E6%96%99%E9%A9%97%E8%AD%89%E4%B8%AD%E4%BD%BF%E7%94%A8%E8%B7%A8%E5%B7%A5%E4%BD%9C%E8%A1%A8%E7%9A%84%E4%BE%86%E6%BA%90%E8%B3%87%E6%96%99

夫婦組 35歲

夫婦組 40歲 (下拉式方法)

夫婦組 45歲

夫婦組 50歲

夫婦組 55歲

夫婦組 60歲

夫婦組 65歲以上

家庭組父子 30歲組

家庭組父女 30歲組

家庭組母子 30歲組

家庭組母女 30歲組

家庭組父子 40歲組

家庭組父女 40歲組

家庭組母子 40歲組

家庭組母女 40歲組

家庭組父子 50歲組

家庭組父女 50歲組

家庭組母子 50歲組

家庭組母女 50歲組

家庭組父子 60歲組以上

家庭組父女 60歲組以上

家庭組母子 60歲組以上

家庭組母女 60歲組以上

兒童組 U8 男雙

兒童組 U8 女雙

兒童組 U10 男雙

兒童組 U10 女雙

兒童組 U12 男雙

兒童組 U12 女雙

https://isvincent.pixnet.net/blog/post/41048371-excel-%E8%B3%87%E6%96%99%E9%A9%97%E8%AD%89%E4%B8%AD%E4%BD%BF%E7%94%A8%E8%B7%A8%E5%B7%A5%E4%BD%9C%E8%A1%A8%E7%9A%84%E4%BE%86%E6%BA%90%E8%B3%87%E6%96%99


https://isvincent.pixnet.net/blog/post/41048371-excel-%E8%B3%87%E6%96%99%E9%A9%97%E8%AD%89%E4%B8%AD%E4%BD%BF%E7%94%A8%E8%B7%A8%E5%B7%A5%E4%BD%9C%E8%A1%A8%E7%9A%84%E4%BE%86%E6%BA%90%E8%B3%87%E6%96%99



https://isvincent.pixnet.net/blog/post/41048371-excel-%E8%B3%87%E6%96%99%E9%A9%97%E8%AD%89%E4%B8%AD%E4%BD%BF%E7%94%A8%E8%B7%A8%E5%B7%A5%E4%BD%9C%E8%A1%A8%E7%9A%84%E4%BE%86%E6%BA%90%E8%B3%87%E6%96%99



https://isvincent.pixnet.net/blog/post/41048371-excel-%E8%B3%87%E6%96%99%E9%A9%97%E8%AD%89%E4%B8%AD%E4%BD%BF%E7%94%A8%E8%B7%A8%E5%B7%A5%E4%BD%9C%E8%A1%A8%E7%9A%84%E4%BE%86%E6%BA%90%E8%B3%87%E6%9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