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104年度行事曆       2015.09.30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105-0111 第 1 次全國排名賽 台北體育館 7 樓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113-0118 馬來西亞公開賽〈G.P.Gold〉 古晉 大馬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120-0125 印度公開賽〈G.P.Gold〉 Lucknow 印度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224-0301 德國公開賽(G.P.Gold) Mulheim an der Ruhr 德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303-0308 全英超級系列賽（Premier） Birmingham 英國羽協 美金 50 萬 參考 

0310-0315 瑞士公開賽(G.P.Gold) Basel 瑞士羽協 美金 12.5 萬 參考 

0311-0331 全大運資格賽 台北、彰化、高雄市 大專體總  3 月中下旬分區會外賽 

0317-0322 越南挑戰賽 河內 越南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0321-0324 全中運資格賽 新北市 高中體總   

0324-0329 印度超級系列賽 新德里 印度羽協 美金 27.5 萬 參考 

0331-0405 馬來西亞超級系列賽（Premier） 吉隆坡 大馬羽協 美金 50 萬 參考 

0401-0405 大阪挑戰賽 大阪 日本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0407-0412 新加坡超級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美金 30 萬 參考 

0408-0410 2015 亞青（U19）選拔賽 南投埔里(維農羽球館) 本會  冠名 

0411-0414 2015 亞青（U17&U15）選拔賽 雲林西螺(東南國中) 本會  冠名 

0413 第 5 次理監事暨第 6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雲林西螺 本會   

0414-0419 中國大師賽(G.P.Gold)  常州 中國羽協 美金 25 萬 參考 

0414-0419 印尼國際系列賽 Semarang 印尼羽協 美金 1 萬  

0421-0426 2015 亞洲錦標賽 中國武漢 BAC 美金 20 萬  

0426-0429 全中運(含會外賽) 新北市 高中體總   

0428-0503 紐西蘭公開賽(G.P.Gold) 奧克蘭 紐西蘭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502-0506 全大運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大專體總   

0510-0517 蘇迪曼盃 中國東莞 BWF   

0516 BWF 會員大會 東莞 BWF   

0515-0517 A 級裁判講習 高雄市 本會  實習課程安排於全運會資格賽 



0519-0523 全運會資格賽 高雄市新莊高中 教育部  冠名 

0526-0531 澳洲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雪梨 澳洲羽協 美金 75 萬 參考 

0602-0607 印尼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雅加達 印尼羽協 美金 80 萬 參考 

0602-0606 斯里蘭卡挑戰賽 可倫坡 斯里蘭卡羽協  參考 

0606-0607 C 級裁判講習 台北市 本會   

0608-0614 全國團體錦標賽 高雄亞柏會舘 本會  冠名 

0616-0621 美國公開賽(G.P.Gold) 紐約 美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622-0628 加拿大公開賽(G.P.) 卡加利 加拿大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0628-0705 2015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U19) 泰國 BAC   

0703-0714 2015 世界大學運動會 韓國光州 FISU  羽球賽 7/6-7/12 

0714-0719 中華台北公開賽(G.P.Gold) 台北小巨蛋 本會 美金 20 萬 冠名 

0728-0803 第 2 次全國排名賽 台中市 本會 台幣 35.4 萬  

0810-0816 世界羽球錦標賽 雅加達 BWF   

0818-0822 新加坡國際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0824-0830 越南公開賽(G.P.) 胡志明市 越南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0826 第 7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北市 本會   

0901-0906 印尼挑戰賽 Surabaya 印尼羽協  參考 

0903-0906 印度青少年挑戰賽 Pune 印度羽協 美金 0.5 萬 參考 

0904-0906 2015 世青選拔賽 新竹縣明新科技大學 本會  冠名 

0904-0906 B 級教練講習 台北市 本會   

0908-0913 日本超級系列賽 東京 日本羽協 美金 27.5 萬 參考 

0909-0913 紐西蘭國際系列賽 奧克蘭 紐西蘭羽協 美金 5 千  

0909-0912 比利時挑戰賽 魯汶 比利時羽協 美金 1.5 萬  

0915-0920 韓國超級系列賽 首爾 韓國羽協 美金 60 萬 參考 

0915-0920 印尼青少年挑戰賽 雅加達 印尼羽協 美金 2 萬 參考 

0920-0926 世界壯年賽 瑞典 Helsingborg BWF   

0923 第 6 次理監事暨第 8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中市 本會   

0929-1004 泰國公開賽〈G.P.Gold〉 曼谷 泰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930-1004 全運會 高雄市 教育部   



0930-1004 越南國際系列賽 峴港 越南羽協 美金  

1006-1011 荷蘭公開賽(G.P.) Almere 荷蘭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1007-1011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U17&15) 印尼 亞洲羽聯   

1013-1018 中華台北大獎賽(G.P.)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本會 美金 5 萬  

1013-1018 丹麥超級盃（Premier） 奧登斯 丹麥羽協 美金 65 萬 參考 

1015-1018 瑞士挑戰賽 Yverodn-les-Bains 瑞士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1020-1025 法國超級系列賽 巴黎 法國羽協 美金 27.5 萬 參考 

1027-1101 全國高中盃錦標賽 彰化縣大葉大學 本會   

1028-1101 巴林國際系列賽 TBC 巴林羽協   

1103-1107 巴林國際挑戰賽 TBC 巴林羽協   

1104-1115 2015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祕魯 Lima BWF   

1107 第十一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雲林西螺 本會   

1109-1114 全國國中盃錦標賽 臺北體育館 7 樓 本會  冠名 

1110-1115 中國超級系列賽（Premier） 福建 中國羽協 美金 70 萬 參考 

1110-1115 馬來西亞挑戰賽 沙勞越 馬來西亞羽協  參考 

1116-1122 新加坡青少年國際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參考 

1117-1122 香港超級系列賽 香港九龍 香港羽球協會 美金 35 萬 參考 

1118-1122 蘇格蘭公開賽(G.P.) Glasgow 英國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1119-1126 全國國小盃錦標賽 雲林西螺(東南國中) 本會  冠名 

1124-1129 巴西公開賽(G.P.) Rio de Janeiro 巴西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1124-1129 澳門公開賽〈G.P.Gold〉 澳門 澳門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201-1206 印尼大師賽〈G.P.Gold〉 TBC 印尼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207-1212 美國公開賽(G.P.) 加州 美國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1207-1213 韓國青少年挑戰賽 TBC 韓國羽協  參考 

1208-1213 印度挑戰賽 孟買 印度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1209-1213 超級盃總決賽 杜拜 BWF 美金 100 萬 參考 

1217-1220 土耳其挑戰賽 安卡拉 土耳其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