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十三屆嘉義諸羅暨嘉大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草案) 

一、宗旨：響應政府打造運動島計劃，提升羽球運動風氣與倍增運動人口，提升羽球運動技術

水準及聯絡情誼為目的。 

二、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嘉義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羽球隊、嘉義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室 

五、贊助單位： 

 谷全食品、福義軒食品廠有限公司、波力科技複材用品有限公司 

六、比賽日期及地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日至 3月 1日 (星期四至星期日) 

  2 月 27日 (星期四) 校內組 

  2 月 28日至 3月 1日 (星期五~日) 公開、一般、社會組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 F4羽球館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 327 巷 15 號)  

七、參賽資格與分組： 

 1.公開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參賽資格: 

⚫ 凡羽球愛好者均可報名（雙打僅限一名甲組球員）。 

 2.一般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參賽資格: 

⚫ 全國大專院校 108 學年度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 

⚫ 大專體總公告之不得參加一般組的球員限報公開組。 

⚫ 國立嘉義大學之校友均可報名。 

 3.校內組—男單、男雙、女單、女雙、混雙 

 參賽資格: 

⚫ 國立嘉義大學在校學生。 

⚫ 國立嘉義大學校友均可報名參加比賽。 

⚫ 國立嘉義大學(含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教職員工及嘉義大學教職員工

羽球社團之社員均可報名參加。 

 備註: 

⚫ 運動績優者除外。 

⚫ 校友報到時需附畢業證書影本。 

⚫ 大會將不主動審查此項資格，若經檢舉資格不符將被判失格且不退還報名費。 

 

 



 4.社會組 

a. 35歲組(男雙、女雙) 74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限一名全國甲組。 

b. 40歲組(男雙、女雙) 69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限一名全國甲組。 

c. 45歲組(男雙、女雙) 64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限一名全國甲組。 

d. 50歲組(男雙、女雙) 59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限一名全國甲組 

e. 55歲組(男雙，女雙) 54年次(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限一名全國甲組 

 

八、注意事項: 

⚫ 每人限報兩項，有重複以先比賽的賽程為主。 

⚫ 女生可參加男子組比賽。 

⚫ 校內組、一般組、公開組報名隊數不足 12 隊，社會組報名隊數不足 8隊，則取消該組比

賽。 

 

九、報名方法: 

1.報名費用: 

⚫ 公開組/一般組/社會組 

單打：500 元/組、雙打：800 元/組 

⚫ 校內組 

單打：400 元/組、雙打：600 元/組 

 

 

 

 

2.報名時間: 

自 108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五) 報名至 109 年 1 月 3日 (星期五) 23:59止，109年 1月

10日公告名單，名單一經公告，不受理退賽與退費，選手名單公布後未繳報名費者，亦取消

參賽資格。 

 

3.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 

⚫ 報名網址: 

校內、一般、公開組：https://reurl.cc/dr2Z7y 

社會組：https://reurl.cc/gv25QQ 

 

4.繳費方式: 

⚫ 以郵局匯款方式或 ATM 轉帳匯款(請註明後五碼)。 

郵局局號：0051224 帳號：0059336 戶名：國立嘉義大學羽球隊 吳昶潤 

※謝絕無摺存款 

※匯款或轉帳資料請一併於私訊粉絲專頁時填寫清楚。 

※註：大會致贈比

賽紀念衫 

https://reurl.cc/dr2Z7y
https://reurl.cc/dr2Z7y
https://reurl.cc/gv25QQ
https://reurl.cc/gv25QQ


 

十、比賽用球：波力比賽級羽球 

 

十一、抽籤：  

2020 年 1 月 17日(星期五) 12:00於嘉義市西區港坪運動公園體育館舉行，種子選手參考

2019嘉大羽球公開賽。全部賽程將於 2月 14日公布在臉書粉絲專頁(嘉大盃羽球公開賽 NCYU 

OPEN)。 

 

十二、獎勵辦法： 

1. 公開組：優勝者頒發獎金及獎狀，獎金分配如下 

⚫ 單打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報名組數達 12 隊(含)以上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24 隊(含)以上 4000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48 隊(含)以上 5000 4000 3000 2000  

報名組數達 96 隊(含)以上 8000 6000 4000 2000 500 

單位:元 

⚫ 雙打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報名組數達 12 隊(含)以上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24 隊(含)以上 5000 4000 3000 2000  

報名組數達 48 隊(含)以上 6000 5000 4000 3000  

報名組數達 96 隊(含)以上 10000 6000 4000 3000 800 

單位:元 

 

2.一般組 : 優勝者頒發獎金及獎狀，獎金分配如下 

⚫ 單打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報名組數達 12 隊(含)以上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24 隊(含)以上 4000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48 隊(含)以上 5000 4000 3000 2000  

報名組數達 96 隊(含)以上 8000 6000 4000 3000 500 

單位:元 

⚫ 雙打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報名組數達 12 隊(含)以上 3000 2000 1000   

報名組數達 24 隊(含)以上 5000 4000 3000 2000  

報名組數達 48 隊(含)以上 6000 5000 4000 3000  



報名組數達 96 隊(含)以上 8000 6000 4000 3000 800 

單位:元 

 

3.校內組：依報名隊數決定錄取名額，優勝者頒發精美獎品及獎狀。 

4.社會組：依報名隊數決定錄取名額，優勝者頒發精美獎品及獎狀。 

 

十三、賽制規則： 

1.採用世界羽總公佈之最新國際羽球規則 

2.以 25 分為一局定勝負(13 分換邊、24 分平不加分)。 

3.(1) 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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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分和）減（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

   如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4.主辦單位視報名隊數決定比賽賽制，並於抽籤時公布。 

 

十四、抗議規定： 

1.對於球員參賽資格有異議時應及時向裁判提出，經雙方檢查身份證件，如資格有不符者則立

即取消該球員參賽資格且不得退費；若無異議比賽開始則不予受理。 

2.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三十分鐘內題正式抗議書送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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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不成立，保證金

沒收，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十五、選手須知： 

1.參賽者需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工作證等，以備查驗 (學生證需蓋有 108學年度第一學期

之註冊章，若無該學期註冊章請附上在學證明) 

2.唱名出賽逾 5 分鐘未到視同棄權，時間以大會時鐘為準，如遇連場則給予 20 分鐘休息。 

3.凡中途無故棄權者，即取消該球員往後比賽之資格，已賽部份均屬無效，亦不列入名次，如

報名參加兩項比賽，亦取消另項比賽資格。 

4.比賽場次經大會排定後不得要求變更。如遇特殊情形，大會有權更改賽程或補賽。 

5.本次活動大會僅能提供繳費證明，無法開立具統一編號之收據。 

6.代領紀念衫者請出示證件並留下姓名與手機號碼以示證明。 

7.賽程公布後不可換人、頂替或更改場次時間。 

8.凡報名視同同意個資使用於本活動，如刊登姓名於賽程、比賽結果名次欄、保險、刊登本活

動相關之照片...等。 

9.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大會將臨期於臉書粉絲專頁公告相關因應措施，屆時請選手注

意。 

10.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修正公佈實施。 

 



 

十六、備註： 

1. 敬請密切注意嘉大羽球公開賽臉書粉絲專頁 

 「嘉大盃羽球公開賽 NCYU OPEN」(https://www.facebook.com/ncyuopen/)，如有更動

事項將公布於粉絲專頁。 

2.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 

總召 施佑勳同學 電話：0908206975 副召 林倚伶同學 電話：0983753052   

https://www.facebook.com/ncyuopen/
https://www.facebook.com/ncyuopen/


十七、交通資訊＆住宿資訊： 

計程車電話:05-239-2222 

 

⚫ 飯店資訊: 

名稱 地址 電話 

禾楓  SPA 汽車旅館大雅館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256號 05-2718585 

嘉義一間老屋旅店 嘉義市東區成仁街68 巷3 號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一段888 號  

嘉義柏克山莊汽車旅館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一段790 號 05-2757171 

吉祥旅社 嘉義市東區共和路344 號 05-2783857 

中和旅社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390 號 05-2222423 

五洲大旅社 嘉義市中正路718 號 05-2226341 

宏榮大旅社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370 號 05-2276000 

統一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720 號 05-2252685 

麗景精品休閒旅館 嘉義市東區嘉南街137 號 05-2787999 

白雲雅驛汽車旅館 嘉義市東區文雅街17 巷21 號 05-2768383 

湯泉商務汽車旅館 嘉義市大雅路一段730 號 05-2745000 

嘉大蘭潭招待所 嘉義市學府路300 號 05-2717141 

嘉義教師會館 嘉義市和帄路339 號 05-2222472 

勞工育樂中心 嘉義市彌陀路101 號3 樓 05-2286127 

嘉義大飯店 嘉義市光彩街622 號 05-2271347 

國園大飯店 嘉義市光彩街678 號 05-2236336 

萬泰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46 號 05-2275031 

天子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64 號 05-2270010 

青松大飯店 嘉義市延帄街173 號 05-2240125 

皇爵大飯店 嘉義市新榮路234 號 05-2233411 

亞洲大飯店 嘉義市延帄街137 號 05-2235085 

華洲大飯店 嘉義市延帄街195 號 05-2232097 

兆品大飯店 嘉義市文化路257 號 05-2292233 

耐斯王子大飯店 嘉義市忠孝路600 號 05-2771999 

名都飯店 嘉義縣番路鄉內甕村後坑仔28 號 05-2711313 

二階堂商務旅館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42 號 05-221958 

鈺通大飯店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7 號 05-2756111 

嘉義優遊商旅 嘉義市中山路617 號11 樓 05-2281818 

註：其他住宿資料不及備載，請自行洽詢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