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NAPA 盃 智能羽球挑戰賽》 

競 賽 章 程 

一、宗旨：為鼓勵及推廣智能體育活動，同時鼓勵羽球運動風氣，特邀全台球友共享羽球運動

之樂趣。 

二、主辦單位：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承辦單位：津心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四、協辦單位：緯創運動行銷有限公司大溪所 

五、比賽日期：2020 年 05 月 23 日（星期六） 

六、比賽地點：桃園市大溪國小運動中心（桃園市大溪區仁愛路 2 號） 

七、比賽用球：RSL NO.2 Tourney 比賽級羽毛球 

八、比賽項目： 

1. 男子雙打（分齡） 

2. 男女混雙（不分齡） 

九、參賽資格： 

1. 不限國籍種族，對羽球愛好之球友。 

2. 以身分證或護照為憑，以 2020 年（民國 109 年）減去出生年計算。 

3. 符合下列資格之選手謝絕參賽： 

1) 現為或曾為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學生。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競技學系 9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0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4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學系 12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 

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1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6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學系、陸上運動學

系、水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技擊運

動學系 

14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 

15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學系 

    



    

7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運動技術學系、球類運動

技術學系、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16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17 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國術系 

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競技運動

學系 
18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19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2) 「曾經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之入學管道並經榜示

或遞補錄取者」係指曾參加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單獨招生、轉學（插

班）考試加分等，包含國中升高中（含專科）及高中生大專之學生，其入學管道

係經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規定錄取並經榜示或遞補

錄取者（經轉學插班考試者不在此限）。 

3) 高中職時期獲得全中運或本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與全大運相同競賽種類）前八

名運動員。 

4) 高中職及五專以上曾入選各運動種類之國家（地區）代表隊運動員，參加國際運

動總會舉辦之正式錦標賽者（含世界盃、世界錦標賽、世青、世青少、亞洲盃、

亞洲錦標賽、亞青、亞青少、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凡列入國際各運動種類總

會之國際排名者。 

5) 依據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規範之甲組運動員或職業運動員資格者。 

十、比賽分組： 

【男子雙打】 

․ 少年組－18 歲~25 歲； 

․ 青年組－26 歲~33 歲； 

․ 壯年組－34 歲~41 歲； 

․ 熟年組－42 歲(含)以上 

【男女混合雙打】 

․ 不分齡－25 歲(含)以上  

＊本次賽事一人僅限報兩組。 

    ＊各組若參加組數不足六隊，則大會自動將該組併入臨近組別 

  



十一、 報名及繳費辦法： 

1. 報名限制： 

 個人賽：每隊 2 人 

2. 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 550 元整，以隊為單位報名繳費。 

 若為「運動迷 APP」會員，報名費則每人新台幣 500 元整。 

3. 報名贈品： 

 參賽禮每人紀念排汗衫乙件。 

 贈品於比賽當天領取。 

4.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4 日中午 12 點整。 

5. 報名繳費方式：請進入【MIEVENT 活動迷報名繳費系統】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 

 網址：http://misport-im.com/08.aspx?gid=24 

1) 報名時注意選填賽事紀念衫的尺寸，報名截止後不可更改衣服尺寸。 

2) 參賽者可於報名時選擇是否加保旅遊平安險，每人新台幣 39 元整（金額含保險

及相關手續費）。 

3) 參賽者享有專屬加價購，可於報名時以專屬優惠價訂購商品。 

4) 參賽禮及加購商品將於活動當天統一由報名聯繫人領取，領貨時請提供報名單

號。 

6. 連絡方式：(02)2955-6036  NAPA 盃活動組 

十二、 比賽辦法： 

1. 預賽採循環賽制，複/決賽單淘汰制。 

2. 賽事自八強賽起需全程使用【NAPA 智能羽球拍】，並在指定之智能球場上進行比賽；

其餘場次不限，現場備有智能羽球拍借用攤位及體驗區。 

3. 賽制規則： 

1) 落地得分，一局 25 分，13 分交換場地。 

2) 循環賽制中勝場數高者優先晉級。 

3) 若遇勝場數相同者（例：四角循環中三組皆兩勝一敗），則比較該循環相關組別

對戰得分加總，總得分高者優先晉級。 

4) 若相關組別對戰得分加總相同，則比較總得分／總之分之比率，比率大者優先晉

級。 

http://misport-im.com/08.aspx?gid=24


5) 若比率相同，則由大會競賽組抽籤選出晉級組別。 

4. 出賽時間請參考電子/實體秩序冊，每場次出賽前都會由大會競賽組唱名。大會有權

依情況調整出賽時間。 

5. 若該場次主審制比賽場地唱名超過 5 分鐘，視同未到之隊伍棄權（0:25）。 

6. 如中途受傷無法繼續，採受傷方目前分數為該點（場）方數，對方該點（場）為滿分

（25 分）。 

7. 為使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及安排比賽場次。 

8. 比賽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主辦單位另行宣布與協調。 

9. 比賽時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以備查驗，提不出證明者以棄權論。 

10. 大會基於信任原則，受理報名時不主動審核選手資格，若有其他疑問者請檢舉者提供

相關事證。 

11. 比賽期間凡選手經檢舉資格不符規定時，經查證屬實大會有權取消該隊/該選手之比

賽資格及所得之名次，如有獲獎則需繳回獎品、獎牌及獎狀，該獎項從缺，並禁止參

與所有本公司主辦之賽事一年，不得異議。 

十三、 賽程公佈： 

1. 將公布於【Napa Taiwan】【Misport 運動迷】官方臉書粉絲專頁。 

2. 賽程抽籤後即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符合疫情規定者除外)。 

十四、 活動獎項： 

1. 比賽獎項： 

 每組參賽低於 15 隊（含），取前 2 名。 

 每組參賽高於 16 隊（含），取前 3 名。 

不舉行季殿賽，並列季軍 

2. 獎項內容： 

 冠軍獎金$6000/組，市值$6600 元【NAPA 智能羽球拍】兩支。 

 亞軍獎金$3000/組，市值$6600 元【NAPA 智能羽球拍】兩支。 

 季軍市值$6600 元【NAPA 智能羽球拍】兩支。 

十五、 退款辦法： 

1. 報名繳費後，於報名截止前不克參加者，報名費將扣除手續費新台幣 30 元後退回。 



2. 報名截止至賽程抽籤前，因故不克參加者，將扣除手續費、行政處理費、耗材等費用

後，退回 50%報名費。 

3. 賽程抽籤後，因故不克參加者，將不予退費。 

十六、 個資法相關規範： 

1. 報名前請詳閱競賽章程，了解並同意主辦單位為執行報名作業、製作選手證及其他參

賽權益等事宜，並使用報名時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例如：姓名、生日、

年齡、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等等資訊。 

2. 參賽者同意主辦或被主辦單位授權之單位得使用本賽事的錄影、相片、姓名、選手證

及成績於主辦單位及相關網站於世界各地播放或展出與販售；參賽者亦同意主辦單位

或被主辦單位授權之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及寄送相關

賽事及商品優惠活動訊息，或參賽者肖像及成績於宣傳活動上。 

3. 完成報名及繳費之參賽者，視同同意本章程之個資法相關規範。 

十七、 其他注意事項： 

1. 防護站：提供基本防護與基本傷口處理，如需運動貼布、護具等，均請參賽者自備或

現場購買，由防護員代為包紮固定。 

2. 為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所有符合居家檢疫、居家隔離以及自主健康管理

未解除者，一律不得參賽；已完成報名遇上述事件者，得於賽前至少前一日出示證明

文件，經確認後可由符合資格之親友遞補(參賽紀念衫尺寸恕無法更改)，如需退賽則

依照退款辦法辦理。 

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會將於賽前網路公告及現場公告防疫流程及

規範，無法配合者將禁止參賽、觀賽。 

4.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布實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