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105年度行事曆       2016.07.22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106-0112 第 1 次全國排名賽 新北市立新莊體育館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119-0124 馬來西亞大師賽(G.P.Gold) 檳城 大馬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119-0124 中國挑戰賽 中國陵水 中國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0119-0124 泰國青少年國際系列賽（U19） 曼谷 泰國羽協 美金 5,000 參考 

0126 第 7 次理監事暨第 9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   

0126-0131 印度錦標賽(G.P.Gold) Lucknow 印度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130-0131 世界中學生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 臺北體育館 7 樓 高中體總   

0208-0213 泰國大師賽(G.P.Gold) 曼谷 泰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215-0221 2016 亞洲羽球團體錦標賽(湯、優盃預賽) 印度 Hyderabad 亞洲羽聯 美金 40 萬 參考 

0224-0227 奧地利挑戰賽 維也納 奧地利羽協 美金 1.75 萬 參考 

0301-0306 德國公開賽(G.P.Gold) Mulheim an der Ruhr 德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308-0313 全英超級系列賽（Premier） Birmingham 英國羽協 美金 55 萬 參考 

0309-0327 全大運資格賽 台北、台中、高雄 大專體總  分區會外賽 

0315-0320 瑞士公開賽(G.P.Gold) Basel 瑞士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317-0320 紐西蘭系列賽 Hamilton 紐西蘭羽協  參考 

0319-0322 全中運資格賽 台東縣 高中體總   

0322-0327 紐西蘭公開賽(G.P.Gold) 奧克蘭 紐西蘭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328-0403 世界中學生錦標賽 馬爾他 國際學校體育總會   

0329-0403 印度超級系列賽 新德里 印度羽協 美金 30 萬 參考 

0405-0410 馬來西亞超級系列賽（Premier） 吉隆坡 大馬羽協 美金 55 萬 參考 

0408-0410 2016 亞青（U19）選拔賽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本會  冠名 

0412-0417 新加坡超級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美金 35 萬  

0419-0424 中國大師賽(G.P.Gold)  中國江蘇 中國羽協 美金 25 萬 參考 

0421 第 10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   

0424-0427 全中運(含會外賽) 台東縣 高中體總   



0426-0501 2016 亞洲羽球錦標賽(個人賽) 中國武漢 BAC 美金 20 萬  

0429-0503 全大運 台東縣 大專體總   

0505-0508 A 級教練講習 台北 本會   

0509-0515 印尼國際系列賽 泗水 印尼羽協 美金 1 萬 參考 

0515-0522 湯姆斯盃&優霸盃 中國崑山 BWF   

0521 BWF 會員大會 中國崑山 BWF   

0523-0529 全國團體錦標賽 屏東縣立體育館 本會  冠名 

0530-0605 印尼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雅加達 印尼羽協 美金 90 萬 參考 

0531-0605 越南挑戰賽 河內 越南羽協 美金 1.75 萬 參考 

0607-0612 澳洲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雪梨 澳洲羽協 美金 75 萬 參考 

0616-0619 西班牙挑戰賽 馬德里 西班牙羽協 美金 1.75 萬 參考 

0628-0703 加拿大公開賽(G.P.) 卡加利 加拿大羽協 美金 5.5 萬 參考 

0628-0703 中華台北公開賽(G.P.Gold) 台北小巨蛋 本會 美金 20 萬 冠名 

0709-0717 2016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U19) 泰國 BAC   

0718-0724 越南公開賽(G.P.) 胡志明市 越南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0727 第 8 次理監事暨第 11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   

0729-0731 2016 亞青（U17&U15）選拔賽 桃園市蘆竹羽球館 本會  冠名 

0811-0820 2016 里約奧林匹克運動會 里約 巴西   

0813-0814 B 級裁判講習 臺北市立大學 本會   

0813-0814 C 級裁判講習 臺北市立大學 本會   

0819-0821 2016 世青選拔賽 南投縣竹山高中 本會  冠名 

0830-0906 第 2 次全國排名賽 台中市逢甲大學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830-0904 巴西公開賽(G.P.) Foz do Iguacu 巴西羽協 美金 5.5 萬 參考 

0906-0911 印尼大師賽(G.P.Gold) TBC 印尼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0906-0911 馬來西亞青少年(U19)國際系列賽 吉隆坡 大馬羽協 美金 1.5 萬 參考 

0912-0918 2016 世界大學羽球錦標賽 俄羅斯 大專體總   

0914-0917 比利時挑戰賽 魯汶 比利時羽協  參考 

0914-0917 澳洲挑戰賽 雪梨 澳洲羽協  參考 



0920-0926 全國國中盃錦標賽 高雄市亞柏會舘 本會  冠名 

0920-0925 日本超級系列賽 東京 日本羽協 美金 30 萬 參考 

0922-0925 波蘭未來系列賽 別倫 波蘭羽協 美金 5000 參考 

0927-1002 韓國超級系列賽 首爾 韓國羽協 美金 60 萬 參考 

0928-1002 越南系列賽 北寧 越南羽協 美金 6,000 參考 

1004-1009 泰國公開賽(G.P.Gold) TBC 泰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005-1009 2016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U17&15) Kudus BAC   

1011-1016 荷蘭公開賽(G.P.) Almere 荷蘭羽協 美金 5.5 萬 參考 

1011-1016 中華台北大師賽(G.P.) 新北市新莊體育館 本會 美金 5.5 萬  

1018-1023 丹麥超級盃（Premier） 奧登斯 丹麥羽協 美金 70 萬 參考 

1022-1027 全國高中盃錦標賽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本會  冠名 

1022 第 12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   

1025-1030 法國超級系列賽 巴黎 法國羽協 美金 30 萬 參考 

1101-1106 德國畢柏格公開賽(G.P.Gold) Saarbrucken 德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101-1106 印尼挑戰賽 TBC 印尼羽協 美金 2 萬  

1102-1113 2016 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西班牙 BWF   

1108-1113 馬來西亞挑戰賽 TBC 馬來西亞羽協 美金 1.75 萬 參考 

1115-1120 中國超級系列賽（Premier） 福州 中國羽協 美金 70 萬 參考 

1117-1124 全國國小盃錦標賽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本會  冠名 

1119 第十一屆第 4 次會員大會  本會   

1121-1127 韓國青少年錦標賽 光州 韓國羽協  參考 

1122-1127 香港超級系列賽 香港 香港羽協 美金 35 萬 參考 

1123-1127 蘇格蘭公開賽(G.P.) Glasgow 英國羽協 美金 5 萬 參考 

1129-1204 澳門公開賽(G.P.Gold) 澳門 澳門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201-1204 印度挑戰賽 孟買 印度羽協 美金 1.75 萬 參考 

1206-1211 韓國大師賽(G.P.Gold) 全州 韓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參考 

1214-1218 超級系列總決賽 杜拜 BWF 美金 100 萬 參考 

 

註：國際賽事詳細資訊請參見 BWF官網行事曆：http://bwfcorporate.com/events/calendar 

http://bwfcorporate.com/events/calend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