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高雄）婕斯羽你同行國小暨親子分齡賽	

競賽規程	

	

一、 宗    旨：提供基層選手交流球技，體驗羽球運動/競技所帶來的樂趣與成
就感，並進一步帶動全家（父母親）對羽球運動的參與，培養親子間共同

的興趣，創造難忘的回憶，以邁向全民健康運動的目標。 
二、 防疫聲明： 
（一） 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防治，並依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相關規範及指引，主辦單位得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或調整賽

程，敬請務必配合辦理。  
（二） 如因疫情影響本賽事需延後或取消辦理時，造成報名選手無法出席

參賽者，主辦單位將依退費機制退還已報名費用。 
（三） 參賽隊伍、選手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如有疑似症狀、高風險接觸 

史、旅遊史等情形，請勿出席參賽。凡在出賽前一天告知主辦單位

者皆依退費機制退還已報名費用。 
（四） 進入比賽會場前將嚴格執行實名登記、體溫量測、酒精消毒及佩戴

口罩。凡體溫超過 37.5度或未佩戴口罩者，禁止進入會場。選手因
此無法參賽者視同棄賽。 

（五） 為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會場內除場上正在比賽選手外，其他
選手、教練、隨行人員、裁判、工作人員皆須全程佩戴口罩。任何

無佩戴口罩時，則須保持至少室內 1.5公尺的社交距離。 
（六） 比賽場館內將禁止飲食，選手如有用餐需求，請離開場館至一樓戶

外進行。 
（七） 選手競賽時，敬請採用拱手、敬禮，一律不握手，感謝配合。 
（八） 疫情通報及傳染病諮詢 1922 專線。 

三、 主辦單位：中華運動競技教育發展協會、樂升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四、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高雄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中華民國全民羽球發展協會、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 
五、 贊助單位：美商婕斯環球集團（冠名贊助）、WiFiBoy Arcade、 

          德國貝克曼博士 
六、 日    期：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5日（六）至 110年 5月 16日（日）

（共 2天） 
七、 地    點：亞柏會館（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3 號） 
八、 比賽項目： 
（一） 國小分齡組： 

1. 六年級組 （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2. 五年級組 （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3. 四年級組 （男單、男雙、女單、女雙） 
4. 三年級組 （男單、女單） 
5. 二年級組 （男單、女單） 

（二） 親子分齡組： 
1. 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2. 中年級組(三、四年級) （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3. 低年級組(二年級（含）以下) （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三） 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為避免場館群聚人數過多，總報名人/隊如達上限 860（人/隊），大會將
視狀況提前截止報名。（截止訊息將公佈於活動網站與粉絲專頁） 

九、 參賽資格： 
（一） 所有報名年級以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開學學籍為計算標準。 
（二） 國小分齡組： 

1. 每人於此分齡賽中可報名最多兩項。（已報名親子分齡組者仍可
以在國小分齡組報名最多兩項，但請斟酌個人體力。） 

2. 選手報名組別以 109學年度學籍為計算基準；可以越級報名，
但不可降級報名。（如當年學籍為四年級，可以報名四年級組、

五年級組、六年級組，但不可以報名三年級組。） 
3. 女生不得參加男生組比賽，男生亦不得參加女生組比賽。 

（三） 親子分齡組： 
1. 每人於此分齡賽中可報名最多兩項，但已報名國小分齡組之選
手僅能在親子分齡組報名最多一項。 

2. 父、母不得在相同組別項目中與不同子女同時報名兩隊。（如父
親已與大兒子報名高年級組-父子，就不能再與小兒子報名高年
級組-父子。） 

3. 父、母 為中華羽協認定過之甲組選手請勿組隊報名。 
4. 選手報名組別以子、女 109學年度學籍為計算基準；可以越齡
報名，但不可降齡報名。 
(1). 高年級組：子、女當年學籍為五、六年級者。 
(2). 中年級組：子、女當年學籍為三、四年級者。 
(3). 低年級組：子、女當年學籍為二年級（含）以下者。 

（四） 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1. 報名隊伍中必須要有至少一位婕斯會員，報名時須正確填寫婕
斯會員商務帳號供大會進行確認。 

2. 為中華羽協認定過之甲組選手請勿報名參加。 
3. 每人在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中僅可參加一隊。已報名親子分齡
組仍可組隊報名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4. 每隊報名人數最多 6人，最少 5人，其中未滿 12歲兒童不得超
過 2名，上場男性選手（不含未滿 12歲兒童）不得超過 3名。 



十、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十一、 報名手續： 
（一） 日期：110年 3月 15日（一）09:00起至 110年 4月 19日（一）

24:00止 
（二） 報名費： 

1. 單打 $400元/人、雙打 $600元/隊 
2. 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1,000元/隊 

（三） 上網填寫參加項目與選手資料確認無誤送出後，將會收到系統
email回覆「報名序號」及應繳報名費金額。請依據該金額進行繳
費，並在匯款或 ATM轉帳註記（備註）欄上填寫「報名序號」，如
無法直接填寫者，可在官網「線上報名」選單中點選「繳款完成通

報」輸入匯款帳戶末 5碼與「報名序號」後送出。大會核對款項入
帳無誤後，將再寄送 email告知報名成功。如繳費三天後仍未接收
到報名成功 email，請立即與大會聯絡。 

（四） 繳費方式：銀行匯款/ATM轉帳 
1. 採用匯款者，請在備註欄中填寫「報名序號」。 
2. 採用 ATM/WebATM轉帳者，請於註記（備註）欄位上填寫
「報名序號」。 

3. 如無法在註記（備註）欄中填寫「報名序號」者，請於官網
「線上報名」選單中點選「繳款完成通報」輸入匯款帳戶末 5
碼與「報名序號」後送出，以便核對。 

4. 繳費帳戶資訊： 
(1). 戶名：中華運動競技教育發展協會 
(2). 銀行代號：807 （永豐銀行營業部） 
(3). 帳號：121-018-00101011 

（五） 退費機制： 
1. 須於報名名單確認截止日 110年 4月 23日（五）中午 12時前
寄送退費申請表至信箱 kenkao@paradisetek.com，並須提供退
款帳戶影本電子檔及聯絡人之身分證件電子檔，逾時不予辦

理。 
2. 經同意退費後，將依照退費申請表及資料於 7個工作天內以匯
款方式完成退款（每筆將酌收 30元手續費）。 

（六） 聯絡資訊： 
1. 聯絡人：高灝翔 
2. 電話：02-25234668 
3. 行動電話：0935-699-634 
4. 聯絡時間：10:00 – 16:00（週一至週五） 

十二、 報名公佈：預計於 110年 4月 21日（三）中午 12時以前上網公告已
報名資料，請予核對，如有不符，請務必於 110年 4月 23日（五）中



活動網站	 粉絲專頁	

午 12時前聯絡。 
十三、 抽籤日期： 
（一） 於 110年 4月 23日（五）下午 5時完成電腦抽籤。 
（二） 賽程於 110年 5月 3日（一）前公佈於 

1. 活動網站：http://jeunesse.race8.net 
2. 活動粉絲專頁：@BadmintonAndYou 

十四、 比賽用球：依大會指定用球 
十五、 比賽辦法： 
（一） 各組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晉級後決賽採單淘汰賽制。（大會保留

更改賽制權利。） 
（二） 各組比賽以一局定勝負，每局以 25分計算（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除外），13分換邊，24分平不加分。 
（三） 得分計算方式為落地得分制（依世界羽球聯盟新制所訂規則比

賽）。 
（四） 循環賽制，積分算法如下： 

1. 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棄權得零分；積分多者為勝。 
2. 如遇二組積分相等時，勝者為勝。 
3. 如遇三組或三組以上積分相等，以積分相等之相關隊伍，比賽
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相關之隊伍總勝分減總負分之差，多者為勝； 
(2). 若再兩組勝負差相等，以該兩組比賽之勝隊為勝； 
(3). 若再三組相等，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五） 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 
1. 每場比賽須由 5個人出賽，少於 5人視同棄賽。 
2. 比賽 30分鐘前須繳交出賽順序名單至競賽組，出賽順序名單一
經繳交即不可更改。 

3. 每隊選手需依出賽順序名單進行出賽，出賽順序如有錯誤一經
檢舉視同棄賽。 

4. 比賽以一局定勝負，每局以 50分計算。 
5. 比賽方式為第一順位和第二順位出賽選手組成第一點，進行雙
打比賽，任一隊達到 10分後，將進行換邊，兩隊並同時換由第
二點（第二順位和第三順位出賽選手）接續賽事（分數不歸零

重新計算），任一隊達到 20分後，再進行換邊，兩隊並同時換
由第三點（第三順位和第四順位出賽選手）接續賽事。依此方

式類推至第五點（第五順位和第一順位出賽選手）上場比賽至

先得 50分者為勝隊。（49分平不加分） 
十六、 競賽規定事項： 
（一） 各組報名之隊數少於五隊（含）以下者，由大會決定是否合併、或

取消、或辦理該組比賽。 



（二） 比賽日期、賽程由大會安排、公告，選手不得異議。 
（三） 各參加比賽之選手，應於比賽預定時間前 30分鐘到場。 
（四） 選手逾出賽時間五分鐘未到場者，以棄權論（以球場掛鐘為準）。 
（五） 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者，給予 5 分鐘休息時間，並請務必賽前告

知競賽組，以便調整賽程。 
（六） 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場地及安排比賽場次，各組選手

不得異議。 
（七） 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選手或隊伍，則取消

其後續賽程資格，已賽成績或名次不予計算，以後之任何出賽權亦

予取消。 
（八） 比賽時如遇特殊事故(天災、停電等)，必須改期、補賽或調動場地

時，得由本會競賽組宣佈，各組選手務必遵守，不得異議。 
（九） 球員資格申訴須於每場比賽前向裁判提出，否則賽後不予受理。 
（十） 為免除冒名頂替糾紛，球員於參加比賽時，請攜帶貼有相片，足以

證明身份之文件正本，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鑑之在學證明（學

生證），以備查驗。查無證件或學籍/年齡不符者，以棄權論。冒名
頂替或資格不符，經查屬實者，取消該員之全部賽程。 

（十一）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或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由裁判長
取消比賽資格。 

（十二） 防護站僅提供基本傷口處理。 
十七、 獎   勵：各組錄取優勝由大會頒發獎品及獎狀。 
（一） 每組報名低於九隊（含）以下者，取前二名。 
（二） 每組報名高於九隊取前四名（三、四名並列第三名）。 
（三） 每組報名高於五十隊取前八名（三、四名並列第三名，五～八名並

列第五名）。 
（四） 每組報名高於九十隊取前十六名（三、四名並列第三名，五～八名

並列第五名，九～十六名並列第九名）。 
（五） 高雄婕斯家族 VIP菁英賽之冠、亞軍隊伍將獲邀至台北，與台北婕

斯家族 VIP菁英賽冠、亞軍隊伍進行「獎金總決賽」，總冠軍隊伍
除可獲得獎金 NT$10,000外，更可與台灣知名羽球球星所帶領的婕
斯尊榮貴賓隊進行「魔王球星闖關賽」爭取額外 NT$6,000的激勵
獎金。（「獎金總決賽」與「魔王球星闖關賽」之更詳細競賽規程將

另行公布於活動網站及美商婕斯環球-台灣官方粉絲專頁
@taiwanjeunesse中。） 

十八、 申   訴：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後半小時內具正式抗議書送大
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壹仟元整，以大會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行

抗議；如抗議事件成立則保證金退還，如抗議不成立則保證金沒收。 
十九、 本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 300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 1,500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台幣 200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台幣 3,400萬元。 

二十、 個人隱私權與肖像權說明： 
（一） 所有報名參賽選手需同意經報名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

本賽事使用。 
（二） 比賽期間大會所拍攝之活動現場照片、影像之肖像權歸大會與選手

共有，惟選手需同意大會可完全使用選手比賽/活動肖像之相關影像
圖片做為大會存檔、與本賽事相關之宣傳或其他用途使用，大會不

需支付選手任何費用。 
二十一、 附   則：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由大會另行公佈實施之。 
	

	

※ 國小分齡組別單筆報名組數總數最多（至少 15 組）之前 12 名者（如報
名總數相同時，依先報名繳費完成時間為發送基準），將贈送 10 打本場比賽使

用後羽毛球供校隊練習使用。	

	

※ 國小分齡組各組別獲獎選手如報名參加 2021/10/9 - 11（台北）婕
斯羽你同行國小暨親子分齡賽將可於台北場比賽期間至大會服務

處申請車馬費補助 NT$100；國小分齡組各組冠、亞軍獲獎選手將
額外獲得等同報名費（單打 NT$400/人、雙打 NT$300/人）之車馬
費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