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103年度行事曆           2014.04.28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107-0109 2014 亞世青選拔賽  南投縣 本會  冠名 

0107-0112 韓國超級系列賽（Superseries） 首爾 韓國羽球協會 美金 25 萬 參考 

0111-0117 第 1 次全國排名賽 屏東縣立體育館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114-0119 馬來西亞超級系列賽（Premier） 吉隆坡 馬來西亞羽球協會 美金 40 萬 0118-0119 大學學測 

0121-0126 印度公開賽(G.P. Gold) Lucknow  印度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118 第 2 次理監事暨第 1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雲林縣西螺鎮 本會  0125~27 大學體育術考試 

0211-0216 中國國際挑戰賽 陵水 中國羽球協會 美金 5 萬  

0216-0223 2014 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台北市立體育館 本會   

0225-0302 德國公開賽(G.P.Gold) Mulheim an der Ruhr 德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304-0309 全英超級系列賽（Premier） Birmingham 英國羽球協會 美金 40 萬 參考 

0311-0316 瑞士公開賽(G.P.Gold) Basel 瑞士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320-0323 波蘭挑戰賽 華沙 波蘭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0325-0330 越南挑戰賽 河內 越南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0325-0330 馬來西亞公開賽〈G.P.Gold〉 Johor Bahru  馬來西亞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401-0406 印度公開賽(Superseries) 新德里 印度羽球協會 美金 25 萬 參考 

0402-0406 大阪挑戰賽 大阪 日本羽球協會 每進 1.5 萬 參考 

0408-0413 新加坡超級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球協會 美金 30 萬 參考 

0412 第 2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中 本會   

0414-0419 紐西蘭公開賽 奧克蘭 紐西蘭羽球協會 美金 5 萬  

0415-0420 中國大師賽  江蘇 中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0407-0418 2014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馬來西亞 BWF  參考 



0419-0423 全中運(含會外賽) 桃園 高中體總  參考 

0422-0427 亞洲羽球錦標賽   美金 20 萬 參考 

0430-0503 丹麥挑戰賽 Frederikshavn 丹麥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0503-0504 B 級裁判講習 台東縣 本會  實習課程安排於團體賽 

0506-0511 全國團體錦標賽 台東縣 本會  冠名 

0506-0512 世界中學生羽球賽 台北巿 ISF  參考 

0517-0521 全大運 雲林科技大學 大專體總  3 月中下旬分區會外賽 

0518-0525 湯優盃 新德里 BWF   

0603-0608 泰國公開賽〈G.P.Gold〉 曼谷 泰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610-0615 日本超級系列賽（Premier） 東京 日本羽球協會 美金 25 萬 參考 

0617-0622 印尼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雅加達  印尼羽球協會 美金 75 萬 參考 

0617-0622 第 2 次全國排名賽 台中市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624-0629 澳洲超級系列賽（Superseries） 雪梨 澳洲羽球協會 美金 75 萬 參考 

 印尼挑戰賽 東爪哇 印尼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0625 第 3 次理監事暨第 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北市 本會   

0701-0706 加拿大公開賽(G.P.) TBC 加拿大羽球協會 美金 5 萬 參考;0701-0703 大學指考 

0708-0713 美國公開賽(G.P.Gold) 紐約 美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715-0720 中華台北公開賽 台北小巨蛋 本會 美金 25 萬 冠名 

0724-0729 世界大學錦標賽 西班牙   參考 

0817-0822 第 2 屆青年奧運 南京    

0825-0831 世界羽球錦標賽 丹麥 BWF   

0902-0907 越南公開賽(G.P.) 胡志明市 越南羽球協會 美金 5 萬 參考 

0909-0914 印尼公開賽〈G.P.Gold〉 TBC 印尼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0910-0913 比利時挑戰賽 魯汶 比利時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0918-0921 A 級教練講習 台北市 本會   

0918-0921 奧克蘭挑戰賽 奧克蘭 紐西蘭羽球協會 美金 5 千  

0919-1004 第 17 屆亞運 韓國仁川    

0925 第 4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北市 本會   

0925-0928 雪梨挑戰賽 雪梨 澳洲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0930-1005 倫敦公開賽〈G.P.Gold〉 倫敦 英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1013-1019 全國國中盃錦標賽 雲林縣西螺鎮 本會  冠名 

1018 第十一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雲林縣西螺鎮 本會   

1007-1012 荷蘭公開賽(G.P.) Almere 荷蘭羽球協會 美金 5 萬 參可 

1014-1019 丹麥超級盃（Premier） Odense 丹麥羽球協會 美金 40 萬 參考 

1021-1026 法國超級系列賽 巴黎 法國羽球協會 美金 20 萬 參考 

1021-1026 全國高中盃錦標賽  本會  冠名 

 巴林挑戰賽 麥納瑪 巴林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1101-1102 B 級裁判講習 台北市 本會  實習課程安排於國小盃 

1104-1109 韓國公開賽〈G.P.Gold〉 TBC 韓國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1111-1116 中國超級系列賽（Premier） 廣州 中國羽球協會 美金 35 萬 參考 

11/11-11/16 馬來西亞挑戰賽 古晉 馬來西亞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1102-1109 全國國小盃錦標賽 新竹市 本會   

1118-1123 香港超級系列賽 香港九龍 香港羽球協會 美金 25 萬 參考 

1125-1130 澳門公開賽〈G.P.Gold〉 澳門 澳門羽球協會 美金 12 萬 參考 

1209-1214 印度挑戰賽 Mumbai 印度羽球協會 美金 1.5 萬 參考 

1210-1214 2013 超級系列總決賽  BWF 美金 50 萬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