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106 年度行事曆          106.05.23(更新)  

一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103-0110 第 1 次全國排名賽 臺北體育館 7 樓 本會 台幣 35.4 萬 冠名 

0117-0122 馬來西亞大師賽(G.P.Gold) 詩巫 大馬羽協 美金 12 萬  

0124-0129 印度錦標賽(G.P.Gold) Lucknow 印度羽協 美金 12 萬  

二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207-0212 泰國大師賽(G.P.Gold) 曼谷 泰國羽協 美金 12 萬  

0214-0219 2017 亞洲羽球混合團體錦標賽 胡志明市 亞洲羽聯(BA)   

0219 第 9 次理監事暨第 13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新北市 本會   

0222-0224 2017 亞青（U19）國手選拔賽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本會   

0228-0305 德國公開賽(G.P.Gold) Mulheim an der Ruhr 德國羽協 美金 12 萬  

三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301-0305 荷蘭青少年國際大獎賽 哈倫 荷蘭羽協   

0307-0312 全英頂級超級系列賽（Premier） 伯明罕 英國羽協 美金 60 萬  

0308-0326 全大運資格賽(羽球項目) 台北、台中、高雄 教育部  分區會外賽 

0309-0312 德國青少年國際大獎賽 柏林 德國羽協   

0314-0319 瑞士公開賽(G.P.Gold) 巴塞爾 瑞士羽協 美金 12 萬  



0318-0319 C 級裁判講習 國立台灣大學 本會   

0324-0329 全中運資格賽(羽球項目) 彰化縣 教育部   

0328-0402 印度超級系列賽 新德里 印度羽協 美金 30 萬  

四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404-0409 馬來西亞頂級超級系列賽（Premier） 古晉 大馬羽協 美金 60 萬  

0406-0408 2017 亞青（U17&U15）國手選拔賽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本會   

0409-0411 2017 世青國手選拔賽 雲林縣立羽球館 本會  冠名 

0411-0416 新加坡超級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美金 35 萬  

0414-0416 B、C 級教練講習 國立台灣大學 本會   

0418-0423 中國大師賽(G.P.Gold) 江蘇 中國羽協 美金 25 萬  

0423-0427 全中運(羽球項目) 彰化縣 教育部   

0425-0430 2017 亞洲羽球錦標賽 中國武漢 亞洲羽聯(BA) 美金 20 萬 個人賽 

0428 第 10 次理監事暨第 14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台中市 本會   

五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505-0509 全大運(羽球項目) 台北市 教育部   

0511-0516 全運會資格賽(羽球項目) 宜蘭縣 本會  冠名 

0518 BA 會員年會 澳洲‧黃金海岸 亞洲羽聯(BA)   

0520 BWF 會員年會 澳洲‧黃金海岸 世界羽聯(BWF)   

0521-0528 蘇迪曼盃羽球混合團體錦標賽 澳洲‧黃金海岸 世界羽聯(BWF)   

 



六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603-0609 全國團體錦標賽 屏東縣立體育館 本會  冠名 

0612-0623 2017 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賽前集訓 未定    

0612-0618 印尼頂級超級系列賽（Premier） 雅加達 印尼羽協 美金 100 萬  

0615-0618 西班牙國際挑戰賽 馬德里 西班牙羽協 美金 1.75 萬  

0620-0625 澳洲超級系列賽 雪梨 澳洲羽協 美金 75 萬  

0627-0702 中華台北公開賽(G.P.Gold) 台北小巨蛋 本會 美金 20 萬 冠名 

七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712-0719 第 2 次全國排名賽 台中市逢甲大學 本會 台幣 35.4 萬  

0722-0730 2017 亞洲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雅加達 亞洲羽聯(BA)  U19 

八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803 第 10 次理監事暨第 15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 未定 本會   

0809-0812 紐西蘭國際系列賽 漢米爾頓 紐西蘭羽協   

0821-0827 2017 世界羽球錦標賽 蘇格蘭‧格拉斯哥 世界羽聯(BWF)   

 0823-0829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羽球項目)                  臺北             FISU                                         

0831-0903 澳洲青少年未來系列賽 墨爾本 澳洲羽協   

九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0904-0910 越南公開賽(G.P.) 胡志明市 越南羽協 美金 5.5 萬  

0906-0910 澳洲國際系列賽 雪梨 澳洲羽協   



0908-0910 A 級裁判講習 未定 本會   

0912-0917 韓國超級系列賽 首爾 韓國羽協 美金 60 萬  

0913-0920 全國國中盃錦標賽 雲林縣東南國中 本會  冠名 

0913-0929 2017 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賽前集訓 未定    

0919-0923 新加坡國際系列賽 新加坡 新加坡羽協   

0919-0924 日本超級系列賽 東京 日本羽協 美金 32.5 萬  

0923-0930 全國國小盃錦標賽 未定 本會  冠名 

0929-1001 法國青少年國際系列賽 聖路易 法國羽協   

十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1004-1008 2017 亞洲青少年(U17&15)羽球錦標賽 未定 亞洲羽聯(BA)   

1009-1022 2017 世界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印尼‧日惹 世界羽聯(BWF)  U19 

1017-1022 丹麥頂級超級系列賽（Premier） 奧登斯 丹麥羽協 美金 75 萬  

 1021-1026  全運會                                           宜蘭縣             教育部                                    

1024-1029 法國超級系列賽 巴黎 法國羽協 美金 32.5 萬  

1027-1102 全國高中盃錦標賽 未定 本會   

十一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11 月 第十二屆第 1 次會員大會 未定 本會   

1107-1112 澳門公開賽(G.P.Gold) 澳門 澳門羽協 美金 12 萬  

1107-1112 印尼國際挑戰賽 未定 印尼羽協   

1114-1119 馬來西亞國際挑戰賽 未定 大馬羽協   



1114-1119 中國頂級超級系列賽（Premier） 福州 中國羽協 美金 70 萬  

1121-1126 香港超級系列賽 香港 香港羽協 美金 40 萬  

1128-1203 韓國大師賽(G.P.Gold) 首爾 韓國羽協 美金 12 萬  

十二月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主（承）辦單位 比賽獎金 備註 

1213-1217 超級系列總決賽 杜拜 世界羽聯 美金 100 萬  

  

註：1.表列由本會主辦之國內賽事、會議、講習等日期及地點僅為暫定，請以最新公告之版本為主(不定期更新)， 

  或電洽本會查詢。 

   2.表列國際賽事僅為國家代表隊預計參賽之站別，國際賽完整行事曆請參見 BWF 官網，網址： 

     http://bwfcorporate.com/events/calendar 

http://bwfcorporate.com/events/calend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