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 107 年社區羽球聯誼賽活動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國民動態休閒活動培養國民終身運動習慣，且有別於傳
統競技項目，活動以趣味化分組、樂趣化、創意活動內容，並
結合地方特色、觀光產業、地方企業等，以鼓勵國民參與運動，
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新竹市羽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大庄國小、舊社國小、實驗中學健身工房
六、贊助單位：實驗中學健身工房
七、活動日期：預賽 107 年 8 月 11、18、25 日(分香山區、北區、東區預賽)；
決賽 107 年 9 月 1 日(各區前三名進行全區決賽)。
八、活動地點：活動時間：預賽、決賽：星期六，08：00-18：00
七、活動地點：預賽：8/11 香山區--大庄國小(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 48 號)
8/18 北區--舊社國小(新竹市北區金竹路 99 號)
8/25 東區--實驗中學健身工房(新竹市東區介壽路 300 號)
決賽: 9/1 實驗中學健身工房(新竹市東區介壽路 300 號)
九、開幕時間：107 年 8 月 11 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 8:00。
十、開(閉)幕地點：開幕:大庄國小體育館。閉幕: 實驗中學健身工房。
十一、活動連絡人：
（一） 連絡人電話：康美文

0928-149588 Line ID:gamma1230

（二） 連絡人電子信箱：05267@ems.hccg.gov.tw
十二、運動嘉年華活動：趣味體驗挑戰活動
(一)

參加對象:凡報名參加社區聯賽人員可獲得 1 張參加體驗劵，每張體驗卷
限參加 1 項活動。

(二)

趣味體驗活動備有新竹名產等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三)

活動安排於當天依照現場公告時間進行趣味體驗活動，視場地容許現
況，決定可參加人次、組數，大會保有最後決定權。

項目

程度

時間

秒發神射手

高高手

３０秒

遊戲規則

獎品

30 顆球，發到指定位置。算總得分。
把球撈進場地中間桶子，分為男生組、女

撈球 PＫ賽

高手

３０秒

生組、親子組（家長、小孩各１次），加
總算得分。

發球連連看
新竹鄉土美
食大搶攻

幸運手

３０秒

老天爺注定

2０秒

９顆球，看連線數量，連線 1 條得１分。

紀念
品

用５顆羽球丟擲目標獎品桶子中。丟中，
可得標示名產獎品。

十二、羽球分區聯誼賽辦理方式:
（一） 活動報名期間：自 107 年 7 月 26 日~8 月 6 日(星期一)止。
（二） 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107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當天 18:00 截止。
（三）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完成繳費後才可報名，若未完成匯款將不予
排入賽程；棄權者亦不退費。
（四） 報名網址:

1. 8/11 香山區預賽-大庄國小 3s.nchu.edu.tw/47

2. 8/18 北區預賽-舊社國小 3s.nchu.edu.tw/48

3. 8/25 東區預賽-實驗中學 3s.nchu.edu.tw/49

4. 9/1 全區決賽-實驗中學

3s.nchu.edu.tw/50

（五） 報 名 費：單、雙打每人都各收 300 元。
（六） 繳費方式：
1. 新竹市農會(新竹本會)-戶名:新竹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2. 銀行代號: 951
3. 帳號:5701-20-000071-10
(備註:請註明匯款人，ATM 轉帳請註明末五碼，上傳圖檔缺一不可)
（七） 報名繳費聯絡人:新竹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新竹市南大路 537 巷 10 號)，
TEL:03-5610133 聯絡人:張旲銘總幹事 0921-853518。
（八） 收費方式:
1. 社會組:男雙、混雙、公開男單、女單。
2. 國中組:男單、女單、男雙、女雙。
3. 國小組:單打、雙打。
備註:單、雙打每人都各收 300 元。
（九） 羽球分區賽活動內容或辦理流程：
(1) 分區辦理:分為香山區、北區、東區，國中、國小以在學地(以 106 學年
學籍認定)、社會組、公開組以戶籍地或工作地為憑(社會組如有重疊，
可自由挑選參加區域，每人只限參加一區)。
(2) 分為社會組、國中組及國小組。
甲:社會組:
1. 青年組(民國 78 年(含)以後出生):男雙、混雙
2. 中年組(民國 62(含)~77 年出生):男雙、混雙
3. 壯年組(民國 61 年(含)以前出生):男雙、混雙
4. 公開組:男單、女單
乙:國中組:
1. 男單、女單
2. 男雙、女雙
丙:國小組:
1.
三年級:男雙、女雙、男單、女單
2.
四年級:男雙、女雙、男單、女單
3.
五年級:男雙、女雙、男單、女單
4.
六年級:男雙、女雙、男單、女單
(3)

各區預賽，各組前四名，可參加新竹市 9 月 1 日(六)總決賽。

(4)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公佈之最新規則:

社會組、國中組、國小組賽制:採一局 25 分決勝負，13 分換邊，25 分平
不加分，全部賽程原則採單敗淘汰制(特殊狀況另行編配)，同單位
與下一場同位置調整對換，第一輪避開。
(5) 分區賽:社會組、國中、國小每組限 16 組(名)，每單位第一輪限報 3

組(名)，第 3 組以後先暫列備取，待有空缺名額，第二輪再遞補報
名第 3 組(名)，依次遞補一名，額滿截止報名(以報名日期,時間為
準，先報名優先)，各組報名少於 3（含）隊則取消該組比賽，報名
參賽者直接進入決賽。
(6) 獎勵:預賽及決賽前四名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牌）
、獎品。
(7) 每位球員限報兩組。屬同一組別，不得重複報名，重複報名者，以
第一次出場時為其歸屬。
(8) 參加比賽之球員，需攜帶附有照片之相關證件，以備隨時查驗，如
對對手資格身分有疑義者，請於賽前提出，如比賽過程中對對手資
格身分有疑義亦可再次提出查驗，該場比賽結束後恕不受理。
(9) 抽籤:訂於 107 年 8 月 7 日(二)18:00 整，於新竹市體育會羽球委員
會(新竹市南大路 537 巷 10 號)，TEL:03-5610133，直接電腦亂數抽
籤。
(10) 賽程將於 107 年 8 月 7 日(二)20:00 公布於報名系統。

十三、社區羽球比賽制度：
(一) 各組報名低於3 (隊)則取消該組比賽，賽制依各報名單位隊數調整。
(二) 選手逾比賽時間唱名 3 次未出場者，以棄權論，如連場則給予 5 分鐘休息。
大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與場地，球員不得異議。
(三)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競賽規則。
十四、參加資格：
(一) 每人最多可參加二個組別，任何組別參賽人員均須符合設籍、工作地或就
學於該區，國中、國小組僅能依學校單位報名，報名時請勾選，出賽時
請攜帶可供證明之相關文件備查，但 1 人不能報名 2 個區域，經查獲取
消其所有參賽資格，所獲獎牌(盃)及獎品並須繳回，未繳回者取消其該年
度後續參賽資格)，另排除現役國手及甲組選手報名。
(二)參賽人員必須攜帶相關身分證明正本或影本，經查無證件者，以棄權論。
十五、獎勵：凡報名人員，可獲得紀念 T 恤一件;各區設立區第 1 名、第 2 名、第
3 名並頒發獎牌，縣市層級頒發冠軍、亞軍、季軍獎盃；趣味體驗
賽提供新竹名產及紀念品。
十六、保險：所有參與人員(含工作人員、裁判、選手)於活動期間均投保意外險
參佰萬元。
十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並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

趣味體驗挑戰賽
(1) 參加對象:凡報名參加社區聯賽人員可獲得 1 張參加體驗劵(不限本人使用)，
每張體驗卷限參加 1 項體驗。
(2) 趣味體驗活動備有新竹名產(新竹貢丸、米粉、肉圓、水蒸蛋糕、水潤餅…)
等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主辦單位留有更動權利)。
(3) 活動安排於當天賽程進行中，開幕典禮後進行趣味體驗活動，名額有限，請
現場登記報名。
(4) 活動內容:

體驗蓋章及登記得分
項 目

秒發神射手

撈球 PＫ賽

發球連連看

新竹鄉土
美食大搶攻

體 驗

得 分

遊戲說明:
項目

程度

時間

秒發神射手

高高手

30 秒

遊戲規則
分社會組及國小組，一人 30 顆球，發
到指定位置。算總得分。

獎
品

頒
把球撈進場地中間桶子，分為成人組、 發
撈球 PＫ賽
高手
30 秒 女生組、親子組（家長、小孩各１次）， 前
5
加總算得分。
９顆球，看連線數量，連線 1 條得１分， 名
發球連連看
幸運手
30 秒
紀
算總得分。
念
用５顆羽球丟擲目標獎品桶子中。丟
新竹鄉土美食
品
老天爺注定 20 秒 中，可得標示名產獎品。
大搶攻

趣味體驗挑戰賽示意圖
項目

秒發神射手

程度

時間

遊戲規則

高高手

３０秒

３０顆球，發到指定位置。算總得分。

得

得

分

分

區

區

發球區

高手

獎品

發球區

３０秒

把球撈進場地中間桶子，分為成人組、女生組、親子
組（家長、小孩各１次）
，加總算得分。

撈球 PＫ賽

紀念
品
幸運手

３０秒

10 顆球，看連線數量，一連線得１分。

發球連連看
發球區

老天爺注定

發球區

2０秒

用５顆羽球丟擲目標獎品桶子中。丟中，
可得標示名產獎品。

新竹鄉土美
食大搶攻

丟擲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