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全國環球金華盃羽球錦標賽比賽規程
(110.1.24 修正)

一、 宗旨：為倡導正當羽球休閒活動，促進聯誼及社會和諧，增進身體健康
，推廣全民運動，提升羽球技術及交流。
二、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台北市政府。
三、 主辦單位：台北市環球金華羽球協會。
四、 協辦單位：台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 贊助單位：禾昌投資有限公司、愛笙(MMOA)企業有限公司、百弘(DEFI)
體育用品有限公司、博康美生技有限公司。
六、 比賽用球：摩亞(MMOA)羽球。
七、 比賽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至 6 月 13 日(星期日)共 2 天。
八、 比賽時間：6 月 12 日(星期六) 08:00～22:00
6 月 13 日(星期日) 08:00～21:00
九、 比賽地點：台北體育館（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 7 樓）。
十、 比賽項目：
1.個人男雙組：
（1）40 歲組：40-44 歲
(2) 45 歲組：45-49 歲
（3）50 歲組：50-54 歲
（4）55 歲組：55-59 歲
（5）60 歲組：60-64 歲
（6）65 歲組：65-69 歲
（7）70 歲組：70-74 歲
（8）75 歲組：75-79 歲
(9) 80 歲組：80 歲以上
2.個人女雙組：
（1）40 歲組：40-44 歲
(2) 45 歲組：45-49 歲
（3）50 歲組：50-54 歲

（4）55 歲組：55-59 歲
（5）60 歲組：60-64 歲
（6）65 歲組：65-69 歲
（7）70 歲組：70-74 歲
（8）75 歲組：75 歲以上
3.個人混雙組：
（1）40 歲組：40-44 歲
(2) 45 歲組：45-49 歲
（3）50 歲組：50-54 歲
（4）55 歲組：55-59 歲
（5）60 歲組：60-64 歲
（6）65 歲組：65-69 歲
（7）70 歲組：70 歲以上
4.個人 3P 組：每隊採三人年齡相加，須為兩男一女或兩女一男，每人只可
報三組其中一隊；2019 年全國環球金華盃羽球錦標賽成績
為任一 3P 組同一隊冠軍三人必須報名不同之 3 隊。
(1）200 歲組：三人相加 200 歲（女 60 歲以上，男 65 歲以上）
(2) 210 歲組：三人相加 210 歲（女 65 歲以上，男 70 歲以上）
(3）220 歲組：三人相加 220 歲（女 70 歲以上，男 75 歲以上）
5. 加歲男雙團體組：(女生亦可報名)
(1)100 歲組：第一點 80 歲男雙(年滿 35 歲)、第二點 90 歲男雙(年滿
40 歲)、第三點 100 歲男雙(年滿 45 歲)
(2)120 歲組：第一點 100 歲男雙(年滿 45 歲)、第二點 110 歲男雙(年
滿 50 歲)、第三點 120 歲男雙(年滿 55 歲)
(3)140 歲組：第一點 120 歲男雙(年滿 55 歲)、第二點 130 歲男雙(年
滿 60 歲)、第三點 140 歲男雙(年滿 65 歲)
6. 加歲混合團體組：（第一點混雙，第二點女雙，第三點男雙）
(1)100 歲組：第一點 80 歲混雙(年滿 35 歲)、第二點 90 歲女雙(年滿
40 歲)、第三點 100 歲男雙(年滿 45 歲)
(2)120 歲組：第一點 100 歲混雙(年滿 45 歲)、第二點 110 歲女雙(年
滿 50 歲)、第三點 120 歲男雙(年滿 55 歲)

(3)140 歲組：第一點 120 歲混雙(年滿 55 歲)、第二點 130 歲女雙(年
滿 60 歲)、第三點 140 歲男雙(年滿 65 歲)
7.個人 4P 歡樂示範組：男女不限，每人 70 歲以上，比賽第一天接受現場
報名，以先報名 4 隊額滿為止。
十一、 報名參賽項目：
1. 每人限報名３項，每一組別只可報名一項，1~4 個人組選報 2 項、5~6
團體組選報 1 項。
2. 每隊限定乙名國家退役甲組球員資格，但男子需年滿 55 歲以上，女子
需年滿 40 歲以上，大會不負責資格審核，請報名者遵守參賽資格，違
者以棄權認定之，且不予退費。
3. 參賽者可以降齡，不得越齡，年齡算法以 110 減出生年。
4. 各組報名少於 3 隊，將予併組或取消。
5. 參賽球友必須攜帶有照之身分證明文件，以便於查驗。
十二、 報名手續：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三）17 時截止。
2.報名地點及方式：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82 號 5 樓。
電話：02-25588518

傳真：02-25597310

或電子信箱：az28736666@yahoo.com.tw
3.報名費用：(1)會員：每參加一項減收 200 元。
(2)個人雙打組：每組 1000 元。
(3) 個人 3P 組：每組 1500 元。
(4)團體組：每隊 7 人，每組 3000 元。
(5)80 歲以上，及個人 4P 歡樂示範組免報名費。
4.繳費方式：戶名：台北市環球金華羽球協會
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承德分行
帳戶：495540659681

(銀行代碼 822)

匯款或 ATM 轉帳後，請在報名表上填寫轉帳持卡人中文姓
名及銀行金融卡帳號後五碼，缺一不可。
5.未繳交報名費者視為報名手續不全，不予安排賽程，棄權者亦不退費。
十三、 比賽辦法：
1.採用世界羽聯（BWF）之最新羽球比賽規則（每球得分制），各組比賽
均採用一局 31 分計算，16 分交換場地，先得 31 分者為勝，30 平分不

加分。
2. 團體賽：(球員不可兼點，女子球員可以打男子點)
預賽：三點賽完以總得分計算，平分時以贏點多者為勝。
複賽：(1)每場三點雙打，以先勝二點為勝。
(2)勝一場得 2 分，敗一場得 1 分，棄權不列入成績，以積分多寡
定勝負。
(3)如兩隊積分相等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為勝。
(4)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全隊之：
A、 點數：勝點數【減】負點數，多者為勝。
B、 若點數相等時，再以：勝分數【減】負分數，多者為勝。
C、 若再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
3. 選手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
4. 大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及場地，球員不得異議。
5. 如有抗議事件，得當場向裁判長提出申訴，由裁判長裁決，選手不得異
議。
十四、 賽程公告：(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GCBA )
1.5 月 25 日抽籤，籤表即時公告。
2.6 月 1 日公告賽程。
十五、 獎勵：
1.個人 3P 組第一名獎金 7,000 元及獎牌，第二至第四名頒發獎品及獎牌。
2.個人 4P 歡樂示範組頒發紀念品及獎牌。
3.個人組設有獎品、獎牌。
4.團體組：冠軍獎金 10,000 元及獎牌，第二至第四名頒發獎品及獎牌。
5.各組報名參加隊數：3 隊取 1 名，4-5 隊取 2 名，6-7 隊取 3 名，8 隊以
上取 4 名。
6.凡參加比賽者，大會將致贈每人大會紀念 T 恤乙件。
十六、 本賽事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300 萬元)，承保範圍說明如下：
1.被保險人因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活動委託
辦理之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或工作人員：本次比賽保險單在明知比賽場地及活動
期間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在競賽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
生之意外事故。
2.特別不保事項
(1)：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例如:膝蓋扭傷、阿基里斯腱斷裂….
等）。
(2)：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至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病…
等。
3.本活動已為參賽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對於參賽者本身疾患引起之
病症不在承保範圍內(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參賽
者如另有需要，請自行辦理個人人身意外保險等。
十七、 本次競賽規程，大會有最終解釋權，最終仲裁依據真實情況由大會做出公
正裁決。
十八、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
相關用途使用。
十九、 防疫相關規定：
（1）各球員應於賽事當日繳交『防疫資料備查表』給場館入口工作人員，煩
請配合！
（2）各球員請依應嚴重特殊性肺炎作業流程表規定進場比賽。
（3）各球員於休息區，座位務必保持室內社交距離 1. 5 公尺。
（4）非當日比賽之隊伍，禁止進入比賽會場（除相關競賽人員、工作人員及
裁判）
（5）各隊比賽完後，應儘速離場，切勿逗留於會場內。
（6）當進入場館時，全程務必配戴口罩、測量體溫及酒精消毒等。
（7）本比賽為閉館舉行，賽事期間謝絕民眾進入場館內觀賽。
（8）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 cdc.gov.tw；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專
線 → 1922
二十、 體育局宣導：對他人性騷擾者，若觸犯刑法，將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如遭遇性騷擾事件，可撥打 113 保護
專線尋求協助，或撥打 110 向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報案。
二十一、

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布實施之。

2021 年全國環球金華盃羽球錦標賽
個人組報名表
領隊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領隊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編號

組別/級別(請勾選)
/歲組別(請填寫)

姓名

會員編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口男雙 _______ 歲組
1

口混雙 _______ 歲組
口女雙 _______ 歲組
口３Ｐ _______ 歲組
口男雙 _______ 歲組

2

口混雙 _______ 歲組
口女雙 _______ 歲組
口３Ｐ _______ 歲組
口男雙 _______ 歲組

3

口混雙 _______ 歲組
口女雙 _______ 歲組
口３Ｐ _______ 歲組
口男雙 _______ 歲組

4

口混雙 _______ 歲組
口女雙 _______ 歲組
口３Ｐ _______ 歲組
口男雙 _______ 歲組

5

口混雙 _______ 歲組
口女雙 _______ 歲組
口３Ｐ _______ 歲組

匯款人：

金融卡或匯款帳號後五碼：

★滙款或 ATM 後請傳眞 0225597310 號以便對帳

※ 表格不夠請自行複製 ※

衣服
尺寸 SS~2XL

2021 年全國環球金華盃羽球錦標賽
加歲團體組報名表
隊名：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員：
加歲男雙組：□

領隊：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加歲混合組：□

組別：____________

歲別：須符合參加組別的歲級
編號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1
2
3
4
5
6
7
8

匯款人：

金融卡或匯款帳號後五碼：

★滙款或 ATM 後請傳眞 0225597310 號以便對帳

※ 表格不夠請自行複製 ※

衣服
尺寸 SS~2XL

2021 年全國環球金華盃羽球錦標賽
4P 歡樂示範組 70 歲以上報名表
領隊：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員：

編號

會員編號

電話：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1

2

3

4

5

6

7

8

9

10

匯款人：

金融卡或匯款帳號後五碼：

★ 滙款或 ATM 後請傳眞 0225597310 號以便對帳

※ 表格不夠請自行複製※

衣服
尺寸 SS~2X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