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3 賽季舞動華江羽球系列賽-中秋場
一、宗旨：為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市民身心健康，期達提升本市競技運動水準及
提倡全民運動之目標。
二、主辦單位：舞動陽光有限公司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四、贊助廠商：
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
老虎牙子
大大羽球
五、比賽日期：2022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至 9 月 11 日(星期日)
六、比賽地點：華江高中運動中心（108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13 號）
七、比賽組別：
（一）國小組
1.國小低年級：男單、女單
2.國小三年級：男單、女單
3.國小四年級：男單、女單
4.國小三、四年級：男雙、女雙
5.國小五年級：男單、女單
6.國小六年級：男單、女單
7.國小五、六年級：男雙、女雙
（二）國中組
1.國中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三）高中組
1.高中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四）社會組（謝絕甲組選手、高中生參賽）
1.青春挑戰組（19 歲（含）以上）：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
2.球魂不滅組（31 歲（含）以上）：男雙、女雙、混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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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國中組可以越級參賽，但不得降級參賽。若該組別報名隊數少於
七隊(含七隊)將予以取消或合併至前/後一級組別，參賽球友不得異議。
（三）女生不得跨報男生組賽事，男生亦不得跨報女生組賽事。
（四）選手須以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或學校統一開具證明為憑。
（五）選手年紀以 111 年減出生年計算。例如：111-76=35。
（六）本賽事甲組資格認定以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布之甲組球員名單為主。
（七）本賽事種子依據參照 2022 舞動華江羽球系列賽-端午場賽事成績。
（八）每人僅限參賽三項且不得於同一組別重複報名同一項目（例：男雙亦可報

混雙）。
（九）比賽皆採新制 25 分壹局（24 分時不加分）定勝負，13 分時交換場地。
（十）各隊抽籤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改名單。選手逾出賽時間 5 分鐘未出場（以
會場現場掛鐘為準），以棄權論，棄權後之該項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成績
不予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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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遇賽程延遲時，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
未到場比賽者，及宣判棄權，如連場則給予 5 分鐘休息。不得異議。
（十一）比賽指定用球為
Yonex ACB-33。
（十二）請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人身險。
（十三）其它未規定事項由大會另行公佈實施。
（十四）本賽制採預賽循環賽制，決賽為單淘汰賽制，賽制規定如下。
1.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勝一場得 2 分，敗一場得 1 分，棄權得 0 分，積分多者為勝
（2）兩隊積分相等時，勝者為勝。
（3）三隊以上積分相同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I.（勝點和）-（負點和）之差，大者為勝；若相等則以
II.（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若再相等則以
III.（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
IV.若再相等，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九、比賽報名費：
（一）單打：500 元，雙打：800 元
（二）每人最多報名參賽三項。
十、報名辦法：
（一）線上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
1.報名網址：
2.繳費方式：請使用報名完成時，系統顯示的虛擬帳號繳費(請注意繳費期限)。
（1）可使用信用卡繳費，手續費 4%。
（2）至四大超商繳款，2 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 元。
（3）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ATM 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 ATM 繳款
手續費 15 元。
（4）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網路銀行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
行繳款手續費 15 元。
（5）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
費 30 元。
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013）嘉泰分行（2099）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6）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7）報名截止前未繳費視同未完成報名，則不納入抽籤作業不予出賽。

3.報名截止：2022 年 8 月 21 日 18:00 報名截止。
（主辦單位得視報名狀況提前
截止或延長報名）
4.公告報名結果：2022 年 8 月 22 日（如有錯誤請於 8/24 18:00 前提出，逾時
不候）報名相關問題請洽 MY Livescore 客服。Line ID: @695fbizo。
※修改截止日期前可申請退費（扣除行政手續費 100 元），抽籤後不予退費。
十一、抽籤：2022 年 8 月 26 日進行抽籤，逾期未繳費者不列入抽籤名單，
2022 年 9 月 1 日公佈賽程，賽程將公佈於：
（一） 舞動華江羽球系列賽官方網站：https://hjcup.onstart.co/
（二）舞動華江盃羽球系列賽 Facebook 粉絲專頁。
（三）活動聯絡人：Line ID:@708gosmc
十二、獎勵
（一）報名組數於 48 組（含以上）以上，獎勵取前 8 名，獎狀取前 16 名發放。
（二）報名組數於 24 組（含以上），未滿 48 組，獎勵取前 4 名，獎狀取前 8 名
發放。
（三）報名組數滿 8 隊，未滿 24 組，獎勵取前 2 名，獎狀取前 4 名發放。
（四）報名組數未滿 8 組，獎勵取 1 名，獎狀取前 3 名發放。
十三、舞動華江系列賽積分大獎季後賽辦理辦法
（一） 積分大獎季後賽採計方式以舞動華江盃羽球系列賽整年度賽事為完整期
程，自每年中秋場起算至隔年端午場結算。每場分站賽該組別選手組數達
24 組(含)以上，即列入積分採計。
（二） 22’-23’舞動華江系列賽季預計辦理賽事場次與日期
（仍以實際章程公告日期為準）
2022
中秋節 9/9(五)-9/11(日)
雙十節 10/8(五)-10/10(一)
2023
元旦 2022/12/31(六)-1/2(一) [1/1 元旦為周日]
二二八紀念日 2/25(六)-2/28(二)
清明節 4/1(六)-4/5(三) [4/4 兒童節.4/5 清明]
端午節 6/22(四)-6/25(日) [6/22 端午節]
（三） 積分累計方式依個人與報名組別個別累計，跨組別、單雙打皆不重覆計
算。
1. 第一名獲得 1000 點積分
2. 第二名獲得 800 點積分
3. 第三名獲得 500 點積分

4.
5.
6.
7.

第四名獲得 300 點積分
五到八名(同為並列第五)獲得 200 點積分
預賽出循環獲得 100 點積分
參賽即獲 50 點積分

註一：單雙打組積分不得合併計算，例:選手 A 獲得國小四年級組男單冠軍與國小三、四
年級組男雙亞軍，選手 A 累計積分為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1000 分；國小三、四年級組男雙
800 分。
註二：雙打組別以個人成績累計，例:選手 A 與選手 B 搭檔於中秋場獲得國小三、四年級
男雙並列第五名；選手 A 與選手 C 搭檔於雙十場獲得國小三、四年級男雙亞軍，選手 B
與選手 D 搭檔於雙十場並未獲獎，積分計算為 A 選手 1000 分，B 選手 250 分，C 選手 800
分，D 選手 50 分。
註三：選手 A 獲得國小三年級男單冠軍，獲得國小四年級男單並列第五；累計積分為國小
三年級男單 1000 分，國小四年級組男單 200 分。

十四、舞動華江系列賽積分大獎季後賽參賽資格：
統計整年度賽事積分，取各組別前 8 名積分最高選手由主辦單位邀請參加舞
動華江系列賽積分大獎季後賽，不需額外支付報名費。
（雙打選手亦取前 8
名，可自行找參賽搭檔，搭檔條件不得違反分站賽賽事資格）如積分排名高
者放棄參賽資格或積分排名高之雙打選手搭檔造成組數不達 8 組，將依序取
積分高者遞補順位。積分採計前 4 高選手為種子選手，其餘抽籤決定。
如遇積分相同時其比序方式依序如下：
(一)參加分站賽次數多者
(二)總勝場率(總勝場數/總負場數)高者
(三)總勝分率(總得分數/總負分數)高者
(四)若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之。
十五、舞動華江系列賽積分大獎季後賽獎勵：
積分大獎季後賽取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狀乙紙、獎盃乙座及獎品
十六、附則：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賽事解釋權，如遇爭議將由主辦單位裁決最終結果，選手
不得有任何異議。
十七、防疫聲明
1. 因應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治，並依循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及台北市政府相關規範及指引，主辦單位得採取一切必要之措
施或調整賽程，敬請務必配合辦理。
2. 如因疫情影響本賽事需延後或取消辦理時，造成報名選手無法出席參賽
者，主辦單位於扣除必要費用 50 元後將退還報名款項。
3. 參賽選手如因個人因素（如居家隔離匡列對象、確診等）
，無法出席賽事，
主辦單位恕不退費。
4. 如因參賽選手本身對於疫情疑慮而不出席賽事，報名修改截止日期前可

申請退費（扣除行政手續費 100 元），抽籤後不予退費。報名時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