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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五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標賽比賽章程 

一、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國際學生會 

二、協辦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體育室 

三、贊助單位 

金超力體育事業有限公司 

四、比賽時間及地點 

(一)比賽時間：2021年 12月 11日(六) 

(二)比賽地點：樹德科技大學行政禮堂(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號) 

五、 比賽組別 

(一)個人賽：每一組至少有一名國際學生(可不同學校為一組)。 

1.男子雙打 

2.女子雙打 

3.混合雙打 

(二)團體賽： 限同一個學校為單位報名 

1.每隊最多報名人數 6~8人。同一學校最多報 2隊，一隊中僅可報名本

地生共兩位。 

2.本次比賽隊數限 12隊，請欲參賽者儘快完成報名。 

3.報名團體賽請自行選擇隊名，隊名請避免使用罕見文字、拗口或不雅

文詞且長度限 5-16個字元(8個中文字)。 

(三)女子選手可參加男子組，男子選手不得參加女子組比賽。 

(四)各組報名隊數不足 4隊則取消該組賽事。 

(五)報名費：雙打 250元/隊；團體 750元/隊。 

(六)凡參賽者贈送紀念衫一件(報名兩項者也只送一件)。 

六、參賽資格 

(一)參賽人員必須於賽前完成下列文件佐證（其中一項即可），並由各校

一人代表切結全部參賽人員： 

1.賽前三天內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2.賽前三天內快篩陰性證明。 

3.賽前 14天以前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正本證明(黃卡)。 

凡未能切結前述證明文件者，不得參與競賽，切結書如附件一。 

(二)凡參賽者需於比賽前上傳健康聲明表單，或自行列印於報到時繳交承

辦單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ZJgkdCBjEydonQRY8 

 

https://forms.gle/ZJgkdCBjEydonQR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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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健康聲明如附件二。 

(三)凡具有大專院校學藉之學生皆可報名(含本國及國際學生)。 

(四)在籍學生為 110學年度已有註冊者。 

(五)每位參賽者最多可報名 2項(含團體賽)。 

(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可參加： 

1.曾具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學生。(只限本地生) 

2.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大專校院

及專科學校五年（以下簡稱五專）之學生，含甄審、甄試、單獨招生、

轉學(插班)考試加分等(經轉學插班考試者，如原參賽組別為一般組

或乙組者不在此限) 。 

3.入學管道採計運動專長術科檢定或術科測驗（非基本體能）或運動成

績之學生。 

4.具有社會甲組或職業運動員資格。 

5.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入選各競賽種類之國家代表隊運動員，

唯身心障礙比賽之國家代表隊可參加。 

6.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參加國際運動總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

舉辦之錦標賽、認可之國際比賽，或列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之國際排

名。 

7.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或本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最優級組

前八名運動員。 

七、競賽辦法 
(一)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最新規則。 

(二)團體賽採三點雙打制。第一點為女子雙打、第二點為男子雙打、第三

點混合雙打。 

(三)預賽採分組單循環賽制取該組第一名成績進級決賽，決賽為單淘汰賽

制。 

(四)預賽採 25分一局採落地得分制，13分交換場地，先取得 25分之隊伍

為獲勝。 

(五)決賽採 31分一局採落地得分制，16分交換場地，先取得 31分之隊伍

為獲勝。 

(六)晉級決賽隊伍會由大會再作抽籤分組進行單淘汰賽制。 

(七)團體賽如採循環賽積分算法如下： 

預賽： 

1.採三點雙打總得分制，各隊需打滿三點，以總得分高者獲勝；如遇兩

隊總得分相同時，以三點中勝兩點之勝隊為勝。 

2.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 0分；積分多者獲勝。 

3.積分相同時，其判定勝負之順序如下： 

(1)兩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2)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例順



-3- 

 

序判定： 

A.(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B.(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C .若仍相同時，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勝負 

決賽：採三點二勝制，先勝二點者則比賽結束。 

(八)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同組別之其他

賽程不得再參賽(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

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

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 2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棄權，

不得異議。 

(九)團體賽球員不可兼點，比賽前 20 分鐘要填寫出場名單，並送交競賽

組。 

(十)凡因比賽中受傷而棄賽者，其成績仍予以保留。 

(十一)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計算，

之後出賽權亦予取消。 

(十二)團體賽若因出賽隊伍人員不足，出現空點現象時，繳交出賽名單前

應依下列方式處理： 

1. 若出賽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出賽選手

只能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勝

(若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對方有權重新排點。唯選手不足之隊伍無權

重新排點)。 

2.比賽期間若因選手受傷或其他因素致使人數不足，該隊空點只可排於

最後順位。 

3.資格不符之選手不可填入出賽名單中，如有發現或被舉報，立即取消

該參賽人員比賽資格及對賽成績。(個人賽成績或團體賽各點成績皆

不採計) 

八、報名辦法 

(一)採網路報名（https://stu-badminton.epo.tw），相關訊息請至本校學務處

僑 外 陸 生 暨 住 宿 服 務 組 首 頁 「 最 新 消 息 」 查 詢

(http://omh.sao.stu.edu.tw/)。  

(二) 報名時間： 2021 年 10月 18日(一)13:00起 至 11月 12日(五) 

12:00 止。 若對報名人員有所疑問請於 2021年 11月 15日(一)中午 

12:00 前向承辦聯絡人告知處理。 

(三)報名費請以匯票或直接至本校學務處僑外陸生暨住宿服務組繳交，報

名費需於領隊會議及抽籤前繳交完畢(若有問題請來電詢問)，期限前未

繳交者視同取消參賽資格。 

(四)匯票抬頭為「樹德科技大學」，並以掛號信方式寄至：824005 高雄市

燕巢區橫山里橫山 59號 住服組 郭行儀先生 收。且於信封註明「2021

第 5屆樹德國際盃校際羽球錦標賽」、報名編號及報名人姓名。 

https://stu-badminton.epo.tw/
http://omh.sao.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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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後請於報名系統列印或截取報名資料，以為報名佐證資料。惟參

賽學生無學生證或學生證無蓋註冊章時，於報名系統列印報名資料後，

另需將資料加蓋學校章戳(如學校關房或教務處、學務處章戳等)，以為

比賽期間參賽人員佐證參賽資格用。 

(六)報名繳費者若需開立收據，請於繳費信封中另外註明需開立收據及單

位名稱。 

(七)主辦單位確定收到報名表和報名費後,會傳訊息至報名表上填寫的電

郵以確認報名成功。 

(八)有關比賽内容和問題，請到 Facebook“2021 第五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

標賽”查詢，或來電陳世琦小姐(手機：0906-395347)/黃開源先生(手

機: 0906-395344)/湯忠霖先生(手機: 0900-413209)、住服組郭行儀校

安(07-6158000轉 2173)。 

九、比賽抽籤 

(一) 訂於 2021年 11月 17日(星期三)中午 12時，於行政大樓 2樓（體育

室）舉行抽籤，由主辦單位進行抽籤,歡迎各參賽者前來觀禮。 

(二)抽籤結果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於 Facebook“2021 第五屆樹德盃國際

羽球錦標賽”公告。 

十 、其他競賽規定事項 

(一)各參賽隊伍，應提前二十分鐘到報到處報到(超過比賽時間十分鐘未出

場者以棄權論，以大會報告時間為準，務必攜帶學生證或相關證明文件，

以備查驗)。 

(二)為讓比賽順利進行，大會保有調度比賽場地之權利，參賽隊伍不得異

議。 

十一 、獎勵 

(一)各組取前三名進行頒獎，由大會頒發獎狀及獎金 

(二)獎金分配如下：(以下獎金均未含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個人賽 4,000元 3,000元 1,500元 

團體賽 8,000元 6,000元 4,000元 

(三)如報名隊伍不足六隊，取前二名進行頒獎，獎金降為以上第二名及第

三名之獎金。 

十二、申訴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

提出異議。 

(二)參賽人員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結束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

結束後 30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否則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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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理；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

判決時，得由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需繼續進行，不

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四)提出申訴時，皆需填寫申訴書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後，向裁判長提

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

沒收。 

(五)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三、比賽用球 

本活動所有賽程皆採用比賽級用球羽球，並由大會統一提供。 
 

十四、防疫指引 
(一)工作人員防疫指引 

1. 人員入場採實聯制，入口處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所有人員量測體溫。 

2. 工作人員不固定座位，但事先造冊，以掌握人員名單。 

3. 為降低感染風險，工作人員於 14日前每日至少 2次體溫量測登記，落

實健康監測。 

4. 前一日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不宜擔任工作人員，應啟動備援人員機制。 

5. 室內空調開放時，可關前後門，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

啟 15公分。 

6. 活動場域常用空間使用前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並視使用情形，增加清

潔消毒頻率。 

7. 針對公共區域，例如廁所、洗手檯、電梯、樓梯扶手、遊戲器材、休憩

椅座等，以及經常接觸之門把、桌（椅）面、電燈開關、麥克風、教具、

電腦鍵盤、滑鼠等設備消毒工作，務必加強清潔消毒。 

8. 依需求洽請醫療支援，如醫療專業人員進駐協助、掌握鄰近醫療資源、

諮詢地方衛生單位確立疑似個案後送醫院及後送流程等。 

9. 建立相關單位（如地方衛生機關、鄰近醫療院所）之聯繫窗口及通報流

程等，且確保工作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10.確實加強人流控管，上限人數室內 80人，室外 100人。 

(二)參賽人員防疫指引 

1. 所有參賽人員事前造冊，入場採實聯制。 

2. 參加人員採固定座位，並配合實聯制之措施執行。 

3. 比賽地點加強各處消毒，並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進入比賽地點時均須佩

戴口罩及測量體溫，如發燒（耳溫≧38℃；額溫≧37.5℃），建議立即

返家休息或就醫，賽場內均備有酒精提供手部消毒。 

4. 參賽人員比賽期間可脫除口罩，比賽結束，離開賽場即應戴上口罩。 

5. 如比賽期間有任何身體不適的情形，請就近尋求活動工作人員協助。 

(三)全體與會人員防疫指引（參賽者、觀禮、觀眾及工作人員） 

1. 所有人員事前造冊，入場採實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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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人員事先簽具健康聲明書，有發燒（耳溫≧38℃；額溫≧37.5℃）、

呼吸道症狀及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理機制之各類人員（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理、自主健康管理）不得進入。未事先繳交者，

當日應補繳始得進入。 

3. 入口備有體溫量測設備（紅外線體溫量測器、額溫槍、耳溫槍），以及

足量 75%酒精或洗手設備、口罩（備用）等防疫物資。 

4. 室內保持 1.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 

5. 室外保持 1公尺社交安全距離。  

6. 除必要飲水及用餐外，所有進入人員全程配戴口罩。 

7. 飲水時可暫時脫下口罩，飲畢應立即戴上口罩 

8. 用餐時應以個人套餐或便當為原則，應保持社交距離，或設置隔版，或

分時、分眾用餐；用餐時不得交談，不得併桌用餐。 

9. 所有人員如有疑似感染症狀，應安排儘速就醫，或暫時安排於場域內指

定之獨立隔離空間，聯繫衛生局或撥打 1922，依指示至指定社區採檢

院所就醫或返家等候。 

10.出現確診病例者時，應通報衛生機關，將所有人員造冊送交衛生機關，

配合疫情調查，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人員應進行居家隔離及採檢，並

落實清潔消毒；提醒非密切接觸者之造冊列管人員進行健康監測。   

(四) 所有防疫指引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事項採滾動式修正。 

 

十五 、附則 
(一)主辦單位僅提供參賽人員礦泉水，其餘相關費用(如保險、交通及食宿

等)由參賽人員自理。交通及住宿資訊如附件五、六所示。 

(二)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另行公佈實施之。比賽期間發生之突發事

件，為本競賽章程未載明時，則為大會之判決為終決。 

(三)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承)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

隊不得異議。 

(四)參賽人員汽機車請停放本校北校區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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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五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標賽參賽代表防疫切結 

                 大學參加第五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標賽，選手及相

關人員一行共計       人，皆依現行中央防疫規定與本次比賽章程於

賽前完成下列文件證明之一，現由本人代表切結本校與會人員。1.賽前

三天內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2.賽前三天內快篩陰性證明/  3.

賽前 14 日(含)前已完成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一劑以上)之正

本證明(黃卡)。 

 

切結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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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五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標賽參賽健康聲明 

姓名：                   所屬學校：                     聯絡電話：              

 

1. 請問您最近 14 天內是否曾自國外入境台灣? 

(Have you traveled abroad and entered Taiwan during the past 14 days?) 

      是，國家(包含過境轉機)(Country, including transf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境日期(Date of Departure ) :                       返國日期(Date of Entry ):                             

      無(None) 

2. 請問您是否於這 14 天內出現過以下症狀?(可複選) 

(Have you had these symptoms during the past 14 days?)(Checkable) 

高燒(>38oC) High fever(> or 38 oC)  乾咳(dry cough)     倦怠(Fatigue)     

咳嗽有痰(Productive cough) 呼吸困難或急促(Shortness of breath)   

肌肉或關節痛(Myalgia or joint pain)   喉嚨痛(Sore throat)  頭痛(headache)   

發冷(Chillness )   噁心或嘔吐(Nausea or vomiting)  其他(Others)症狀 

無(None) 

3. 請問您 14 天內是否曾和診斷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患者之個案有接觸? 

接觸定義：自個案發病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長時間（大於 15 分鐘）面對

面或距離兩公尺以內之接觸，或同住者( Did you come in close contact with confirmed 

case of COVID-19 during the past 14 days?)(A close contact is someone who has 

been face to face or at a distance of less than 2 meters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unprotectedly; or a person living in the same household) 

是(Yes) 請敘述接觸情況與接觸日期(Situation and date of contact):   

否(No) 

4. 請問您於這 14 天內是否曾與入境台灣或其他需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者有

接觸? 

(Did you come in close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was required to be home isolated, 

home quarantined, or have self-management of health during the past 14 days?) 

是(Yes) 請敘述接觸情況與接觸日期(Situation and date of contact): 

否(No) 

 

針對以上健康聲明問卷個人填報資料，完全屬實；若有隱瞞或不實，願依法負擔所有法律

責任。    

I thereby certify that all of the above declarations are true. If there is any concealment 

or falsification, I acknowledge that I will be held legally responsible. 

本人承諾遵守各項健康管理措施，如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不適，將主動通知醫護。 

I will abide by the health measures taken by the school. If symptoms such as fever, 

cough, dyspnea... etc. develop, I will report immediately to the occupational nurse 

 

 

立聲明人 Certified by：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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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1第 5屆樹德盃國際羽球錦標賽 

抗議申訴書 

申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人 

(單位) 

 

參賽組別 
 

申訴事由 

 

辦理情形 

 

 

 

 

 

大會審判長：                         

 申訴人簽名：                        

聯絡電話：                          

備註： 

一、參賽人員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結束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結束後 30分鐘

內向裁判長提出，否則不予接受。 

二、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理；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

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需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三、申訴書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後，向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

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四、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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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衣服樣板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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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詳細資料請參閱，網址：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樹德科技大學總務處事務組通學交通車網頁查詢 

http://www.swd.stu.edu.tw/?.p=HEYZ 

樹德科技大學公車交通路線(共六條路線進入樹德科大校園) 

一、97路公車-高雄客運公司(捷運都會公園站樹德科技大學) 

二、7路公車-高雄市港都客運(加昌站樹德科技大學) 

三、校園 E03燕巢快線(左營高鐵站樹德科大站) 

四、校園 E04燕巢學園快線(左營高鐵站高師大) 

五、鳳巢城市快線 E09(捷運衛武營站樹德科技大學) 

六、小燕城市快線 E10(捷運草衙站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網頁查詢 

https://ibus.tbkc.gov.tw/bus/ 

 

 

 

 

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http://www.swd.stu.edu.tw/?.p=HEYZ
https://ibus.tbkc.gov.tw/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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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樹德科技大學校園平面圖 

 
 

比賽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