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 JNICE 天虹盃羽球公開賽 2018 Double Rainbow Open 章程 

一、活動名稱：第二屆《天虹盃羽球公開賽 Double Rainbow Open》 

二、活動宗旨：為推廣羽球運動風氣，增進球友和球隊間交流，秉持不分族群兼

容並蓄，促進身心健全的發展與友善包容的平等精神，並藉此活

動達到各族群球友交流球隊聨誼之目的，特舉辦本活動。 

三、主辦單位：佐澍網羽用品社 

四、協辦單位：偉勁國際體育  

五、贊助單位：JNICE 久奈司體育事業集團 

六、比賽日期：107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詩欣館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 號 

八、比賽項目： 

    (一)初階組：48 組 

    (二)進階組：64 組 

    (三)競技組：16 組 

    (四)女生組：16 組 

    (五)獎金組：24 組 

註 1： 初階組、進階組及競技組皆以男雙之競技為主。獎金組不限男雙、女雙或

混雙。 

註 2： 本賽事分級依據如下： 

    (一)初階組： (A)凡未曾參加過各級社會性比賽者(不論國內外)；  

 (B)若只曾參加過下列所述之比賽： 

                  (a) 大專院校之系際比賽，如生科盃、機械盃等同性質之比

賽； 

                  (b) 各校之新生盃； 

                  (c) 曾只參加過第一屆天虹盃初階組(若有加報其他組別者

不包含於此項資格)未獲前二名者； 

                  (d) 參加過活力盃歡樂組或 BLB 初階組(若有加報其他組別

者不包含於此項資格)未獲前三名者； 

 皆可報名此組別。 

    (二)進階組：(A)凡曾經參加過各級社會性比賽且未獲得前三名者(不論國內

外)； 

(C)凡參加過全大運北中南區預賽且未曾晉級全大運一般組決

賽賽程者； 

 (B)參加第一屆天虹盃初階組獲前二名者； 

 皆須報名此組別。  

 



    (三)競技組： (A)曾參加過中華民國羽球排名賽、全國團體賽、高中盃(全中

運)以及大專盃(全大運)之決賽賽程者； 

(B)大專盃團體賽獲得前三名者。(不論是否有下場比賽，有在

團體名單內即算。) 

 (C)曾參加過各級社會性比賽且曾獲得前三名者(不論國內外) 

 (D)以及第一屆天虹盃進階組獲前二名者； 

 皆須報名此組別。 

    (四)女生組： 僅限生理性別女性報名。若生理性別女性欲報名以男雙為主之

初階組、進階組或競技組，將視同為各組之參賽男性，除遵守

各組之分級規定外，將不讓分。 

    (五)獎金組：中華民國羽球甲組球員及任何喜愛羽球競技之球員皆可報名。 

 

註 3： 本賽事為求公平、考量參賽選手之體能及賽事安排，一人限報兩組別，但

須依以下規定跨組。初階組可跨進階組、競技組和獎金組。進階組可跨競

技組和獎金組。競技組可跨獎金組。女生組可跨獎金組。若有加報其他組

別者，則選手之資格必須符合所報之組別中最低程度組別之資格，如初階

組跨進階組，選手之資格須符合初階組選手之資格。 

註 4：本賽事皆以雙打比賽為主，因此每一隊之兩人皆必須符合各組資格之規

定。 

 

九、報名辦法：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臉書搜尋「天虹盃」。 

    (一)報名費：新台幣 800 元 

    (二)截止日期： 107 年 7 月 15 日（星期日）。各組如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將於網頁上公告。 

    (三)繳費方式： 

       (1)匯款銀行：中國信託銀行（822） 

      帳號：285540196448 

          戶名：江浩偉 

* 請於 107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前完成匯款。 

     * 匯款後請在報名表上填寫帳號後四碼。 

       (2)臨櫃繳費： 可至「偉勁國際體育（萬華店）」現場付費。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146 號）。 

◎ 大會聯絡人：黃旻偉 0978153627。 

◎ 報名成功以收到報名費為準，大會將以電郵回覆報名者確認，如有問題可透

過臉書訊息洽詢天虹盃粉絲專頁。 

十、比賽用球：JNICE AJ-40 比賽級 



十一、抽籤： 

    (一) 抽籤日期：於 107 年 8 月 3 日（五）20:00 粉絲專頁直播公開抽籤。 

    (二) 種子：依第一屆天虹盃之成績決定種子序。初階組最多 8 組種子(前八  

              名)。進階組最多 16 組種子(前十六名)。競技組最多 4 組種子 

              (前四名)。 

註 5： 種子隊伍的兩位選手必須同為第一屆天虹盃雙打之搭檔始可被列為種

子。 

    (三) 並於 108 年 8 月 12 日（一）17：00 公告賽程。 

    (四) 抽籤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選手名單。 

十二、比賽辦法： 

    (一)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布之最新羽球規則（依世界羽球聯盟新制所

訂規則）。 

    (二) 賽制 

       (1)預賽： 循環賽制。比賽採一局 21 分決勝 （11 分需換邊，20 平分不加

分，先得 21 分者為勝方。每組循環取兩隊（四取二）進入複

賽。 

       (2)複賽： 單淘汰制。比賽採一局 21 分決勝 （11 分需換邊，20 平分不加

分，先得 21 分者為勝方）。 

    (三) 比賽賽程經抽籤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改，參加選手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

出場者，以棄權論（以大會掛鐘為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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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隊積分相等，則依兩隊對戰結果，勝者為勝。 

       (3) 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其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 以每相關隊之「得分和」除以「失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b) 若仍有二隊相同，則依兩隊對戰結果，勝者為勝。 

         (c) 若仍有三隊以上相同，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註：三隊積分相同時的計算，於秩序冊賽程圖解說頁會有範例說明。 

    (五) 凡有未出場比賽、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員)，

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以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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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競賽規定事項： 

    (一) 各參加比賽選手，應於賽前 30 分鐘到場，並及早熱身準備。 

    (二) 超過比賽時間 5 分鐘未出賽者，以棄權論（以大會掛鐘為準），且往後

成績不予計算。 

    (三) 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及安排比賽場次，各隊不得異議。

若前場比賽提早結束，則後續賽程可提前開始，請各隊務必配合出賽。 

    (四) 參加比賽應攜帶證明身分相關文件，如身份證或健保卡等有照片及身

份證字號之證件，以備查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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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裁判長得取消其比

賽資格。 

十四、特殊競賽規定事項： 

    (一) 請遵守本賽分級原則，評估自身能力於適合的組別，可高報、但不可

低報，請參照比賽項目之註 3。每一隊雙打兩名選手皆須符合各分級規

定(註 4)。 

    (二) 對於另一方參賽選手之報名級數是否符合規定之申訴，於比賽中場（11

分換邊時），向裁判提出，並由大會裁判長及本會人員處理。比賽完

成後將不予以受理。 

    (三) 如經裁判長判定能力高卻離譜低報者，本會得以取消本屆參賽資格，

且不退還報名費，但可保留於下屆比賽報名更高組別之資格。 

十五、選手資格及身分之確認： 

    (一) 關於選手資格之抗議，請抗議之一方自行提出有效之佐證並由裁判長

及本會人員判定之。 

    (二) 關於選手身分之確認，為免除冒名頂替等糾紛事件發生，各組選手請

於出賽時，請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或其他有照片及身份證

字號之證件，以備查驗。 

十六、報名截止後，本會會於 8/6(星期一)至 8/(星期五)在天虹盃粉絲專頁公佈報

名清單，請各位選手密切留意並上粉絲專頁核對報名資料。若有錯誤請通

知本會更正。 

十七、獎勵辦法： 

    (一)初階組、進階組、競技組及女生組各組前八名頒發獎牌(狀)及獎品。 

      (1)冠軍：中高階羽球拍 (一組兩支) 

      (2)亞軍：羽球後背包 (一組兩入) 

      (3)季軍：造型質感水瓶 (一組兩入) 

      (4)殿軍：酷炫運動毛巾 (一組兩條) 

      (5)五至八名：高級羽球運動襪 (一組兩雙) 

    (二)獎金組： 

       取冠軍一組頒發獎金新台幣 5000元，亞軍一組頒發獎金新台幣 3000元。

季軍一組頒發獎金新台幣 1000 元。 

十八、本章程若有未盡之事宜，大會保有解釋及修改的權利。 

十九、本章程之規定與適用以最新公告版本為主。 

二十、相關活動訊息，請見 Facebook「天虹盃」臉書粉絲專頁臉書搜尋「天虹盃」。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DoubleRainbowOpen/ 

 

https://www.facebook.com/DoubleRainbowOp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