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第三屆久奈司盃全國羽球錦標賽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09 日

臺教體署全(一)字

第 1090022715 號函核准辦理

一、主
旨：響應政府提倡休閒活動，推廣基層羽球運動，提升羽球運動水準。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久奈司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球類運動學系。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球類運動學系學會。
六、贊助單位：

阿默蛋糕、
極騰護具、

德麥食品、
Footland、

欣鋐科技、
台灣威化、

趣活文創、
杏恩醫療、

VOLVO 新凱汽車、
歐福行銷。

七、比賽日期：民國 110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至 6 月 14 日（星期一）
。
八、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詩欣館三樓羽球場（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
九、比賽組別：
(A) 公開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B) 大專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C) 國中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D) 國小三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E) 國小四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F) 國小五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G) 國小六年級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H) 青年男雙/女雙(兩人皆須年滿 19【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I) 壯年男雙/女雙(兩人皆須年滿 35【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J) 長青男雙/女雙(兩人皆須年滿 50【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K) 青年混雙(兩人皆須年滿 19【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L) 壯年混雙(兩人皆須年滿 35【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M) 長青混雙(兩人皆須年滿 50【含】歲，謝絕甲組球員)
(N) VIP 邀請組雙打
十、資格限制
(一) 凡熱愛羽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每人限報 2 組。
(二) 公開組每隊限一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定之甲組球員參加。
(三) 大專組謝絕體育專長生、體育資優生或就讀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學系者婉拒參加,依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及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競賽規程有關參賽資格
之規定,訂定有關本次比賽之參賽規範。
(四) 國小組高年級不能降組打中低年級，中低年級可以跨組打高年級。
十一、報名手續：
(一)
(二)
(三)
(四)
1.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jnice.ef-info.com
日 期：即日起至 1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止。
報名費：個人單打新台幣伍佰元，雙打新台幣捌佰元。
繳費方式：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 ATM 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 AMT 繳款手續費 15 元。

2.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帳戶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行繳費手續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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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費 30 元。
4. 至四大超商繳款，2 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 元。
5. 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6. 因場地時間限制，如參賽人數額滿即不再接受報名，請及早報名。
7. 凡報名成功者即贈送 2021 久奈司盃紀念衫每人乙件。
十二、賽程抽籤：
(一) 時間：11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直播公開抽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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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賽程時間於 110 年 6 月 2 日公告。
十三、比賽用球：JNICE AJ-50 比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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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比賽皆採新制 25 分壹局（24 分平不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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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平不加分）定勝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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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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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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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相等則以
B、（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D、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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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
(七) 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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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各參賽組項若不足五組時，則採併組或取消該單項為原則。
(十)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必需改期或補賽時，得由大會競賽組宣布，各參加隊伍必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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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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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隊不得異議。

(四)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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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獎勵：報名組數 3 隊至 5 隊取一名，報名組數 6 隊至 12 隊取兩名，報名組數 13 隊至 24 隊取
三名，報名組數 25 隊至 45 隊取四名(3-4 名並列)，報名組數 46 隊以上取八名(5-8 名並列)，
各組優勝隊伍皆頒發獎品及獎狀。
獎勵如下：
第一名：每人 6,000 元等值產品或商品兌換券乙張
第二名：每人 3,000 元等值產品或商品兌換券乙張
第三名：每人 1,000 元等值產品或商品兌換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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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符者則取
消參賽資格。
(二) 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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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歡迎工商團體以及各校教職員鼎力贊助，贊助名單將公佈於比賽場地、秩序冊及 JNICE 粉絲團
網頁中致謝。(請與 公關組 游娮熙 聯絡 0912-860-509)
二十、備註：
(一) 敬請密切注意 JNICE 粉絲團之網頁，如有更動事項將公佈於網頁。
(二)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執行秘書 周孝霖 聯絡電話 02-23682068
二十一、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佈實施之。
※JNICE 官方網址：https://www.jnice.com.tw
※JNICE 粉絲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JNIC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