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民國 108 年 12 月 5 日（二十六）第 012 號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 各社踴躍報名參加國際扶輪 3490地區第六分區 2019-2020年度羽 

         球聯誼邀請賽。 
 
說  明︰一、 為鼓勵社友運動健身，並增進各扶輪社友及寶眷的聯誼機會，敬邀 

             各社社友及寶眷踴躍參與，計畫說明及報名表詳閱附件一。 

      二、 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六分區2019-2020年度羽球聯誼邀請賽舉辦時 

           間及地點：訂於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上午7：45假板樹體育館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90號）舉行。    

        三、 報名費用：社團體組：每隊報名不超過7位，每隊新臺幣3,000元 

             雙打組：每組 2人，新臺幣 1000元。 

             RYE組 :每組 2人，新臺幣 1000元。 

             學生組：每組 2人，新臺幣 1000元。 

             (社友寳眷在學學生，國中以上。) 

             (協辦社雙打組減收 200元，收取 800元。)  

             (主辦社團體組減收 500元，收取 2500元。) 

             身障團體組：每隊報名不超 7位，免費 

             身障雙打組：每組 2人，免費。 

        四、報名方式及繳費流程： 

            匯款戶名：新北市五股扶輪社 

            匯款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新莊分行(請填匯款姓名,以利登帳) 

            匯款帳號：25102000025047 

            請匯款人於備註欄註明匯款單位；例如：新北市五股扶輪社，請備 

            註「五股社」，即避免留言過長，收款存摺無法完整顯示。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寄送至新北市五股扶輪社。報名後請以電話： 

                      (02)2298-0218與五股社執行秘書郭小姐確認 

            E-MAIL:wuku.rotary@msa.hinet.net 

        五、比賽資格：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在 RI有登錄完成，為正式社員及 

                      其尊寶眷屬(甲組球員不得參加) 。 

        六、比賽項目： 

             1.團體組：每隊限報名 6位得預備 1位隊友，紀念衫及優勝以 7位 

                       計算。 (團體組每人限報一項，限同社社友，寶眷) 

             2.雙打組：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夫妻組、親子組。 

                        (雙打組:每人限報二項，限同社社友之寶眷。) 

        五股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Wu Ku 
               ADD：24889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 147 號 8 樓 

TEL：886-2-2298-0218 FAX：886-2-2298-4508 E-mail：wuku.rotary@msa.hinet.net 

      



                        (親子組:親子寶眷，國小學生，不含國中。) 

  3.二代寶眷組：為社友寶眷在學學生，國中以上之學生。 

  4.國小學生組：為社友寶眷國小學生，不含國中。 

             5.RYE組：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  

            (RYE組每人限報二項，可搭配接待家庭家長。) 

             6.身障團體組：每隊限報名 6位得預備 1位隊友，紀念衫及優勝以 

                            7位計算。 

             7.身障雙打組: 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夫妻組。 

                (雙打組:每人限報二項。)  

         七、報名截止日：2020/02/27(星期四)止 

             抽籤日期及地點：2020/03/04 (星期三)下午 4點，三重珍豪三樓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五股社社長  王   陽   平 
 

 

 

 

 

 

 

 

 

 

 

 



 
『附件一』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六分區 2019-2020 年度公益羽球聯誼邀請賽 
                
一. 活動宗旨： 

(一) 羽球活動不畏風雨皆可打球，需反應即時促進腦力，團結和諧並提升身體健康。 

(二) 鼓勵身障朋友走出戶外互相聯誼，進而提升身體及心理健康。 

(三) 本活動以雙打為主，可提升社友間默契，和扶輪家庭和諧的休閒運動，進而讓二代寶 

  眷和扶輪社友們互相互動。 

二.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六分區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林口區體育會、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四.主 辦 社：五股社、第六分區林口社、五股金鐘社、新北市新世代社、林口幸福社、第九分 

             區五工社 

   協 辦 社：第四分區北大光榮社、第九分區泰山社、新北市百合社、頭前社、新北圓桌社、 

             第十一分區永大社 

五.贊助單位：摩亞羽球-愛笙企業有限公司、三重千禧社 PP Judy Liu 

六.比賽日期：2020 年 3 月 29 日 (星期日) 

            上午 7：45 報到，9：00 開幕式 

            比賽時間：09：30 ~ 16：00 

七.比賽地點：板樹體育館 

            ( 220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 90 號，電話:02-26871368) 

八.報名費用：社團體組：每隊報名不超過 7 位，每隊新臺幣 3,000 元 

             雙打組  ：每組 2 人，新臺幣 1000 元。 

             RYE 組  : 每組 2 人，新臺幣 1000 元。 

             學生組  ：每組 2 人，新臺幣 1000 元。 

             (社友寳眷在學學生，國中以上。) 

             (協辦社雙打組減收 200 元，收取 800 元。)  

             (主辦社團體組減收 500 元，收取 2500 元。) 

             身障團體組  ：每隊報名不超 7 位，免費 

             身障雙打組  ：每組 2 人，免費。 

九.報名方式及繳費流程： 

   匯款戶名：新北市五股扶輪社 

   匯款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新莊分行(請填匯款姓名,以利登帳) 

   匯款帳號：25102000025047 

   請匯款人於備註欄註明匯款單位；例如：新北市五股扶輪社，請備註「五股社」，即避免留 

   言過長，收款存摺無法完整顯示。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寄送至新北市五股扶輪社。 

             E-MAIL:wuku.rotary@msa.hinet.net 

十.比賽資格：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 RI 有登錄完成，為正式社員及其尊寶眷屬(甲組球員不 

            得參加) 。 

十一.比賽項目： 



     1.團體組：每隊限報名 6 位得預備 1 位隊友，紀念衫及優勝以 7 位計算。 

  (團體組每人限報一項，限同社社友，寶眷) 

     2.雙打組：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夫妻組、親子組。 

               (雙打組:每人限報二項，限同社社友之寶眷。) 

               (親子組:親子寶眷，國小學生，不含國中。) 

     3.二代寶眷組：為社友寶眷在學學生，國中以上之學生。 

     4.國小學生組：為社友寶眷國小學生，不含國中。 

     5.RYE 組：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  

  (RYE 組每人限報二項，可搭配接待家庭成員。) 

     6.身障團體組: 每隊限報名 6 位得預備 1 位隊友，紀念衫及優勝以 7 位計算。 

     7.身障雙打組: 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夫妻組。 

      (雙打組:每人限報二項。) 

十二.比賽細則： 

     1.計分方式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落地得分新制，採用單局 21 分， 

       11 分交換場地，20 平不加分先得 21 分者為勝，勝局相同者，以積分高者為勝。 

     2.團體賽均採雙打三點制，勝二點者為優勝。 

       團體組，每隊至少報名 6 位，得預備 1 位隊友，以備不時之需，報名費及獎品皆以 7 位 

       計算，以社為單位不限隊數。  

     3.雙打組各組比賽均採一局定勝負進行。 

       a.女雙組、男雙組、混雙組，為搭配 3490 地區之同社社友或寶眷屬。          

       b.夫妻組需搭配其配偶，參加者請提供証明文件。 

       c.學生組：為寶眷屬在學學生，國中以上之學生。 

     4.每人限報名團體組一項及個人組二項（女雙、男雙、混雙、夫妻組）共三項比賽。 

     5.選手逾時 5 分鐘尚未到比賽場地出賽，視為棄權。若遇有撞場狀況，請自行至競賽紀錄 

       組登記，競賽紀錄組將與裁判長協商並調整比賽時間及場地，球員不得有異議。 

十三.比賽用球：摩亞比賽用球。 

十四.報名截止日：2020/02/27(星期四)止 

     抽籤日期及地點：2020/03/04 (星期三)下午 4 點，三重珍豪三樓 

十五.獎勵： 

1. 各組優勝者於當日頒發獎品及獎牌。 

2. 報名者附抽獎卷一張。 

3. 報名者不論報名組別項數，每位贈送紀念服乙件。 

4. 參賽選手均由主辦單位提供午餐（餐盒壹個）、礦泉水。 

5. 社團體組前三名，將於地區年會頒發獎盃乙座。 

6. 身障團體組前三名，將各頒發獎盃乙座 

十六.抽獎：獎項將於手冊上公佈。 



    參賽人員將發放抽獎卷一張，於比賽結束抽出幸運兒。 

     (獎品豐富，請完賽人員留在現場幫忙加油。) 

     (獎品限在場人員自行領獎，不得代領。) 

十七.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 

十八.報名表如附件二。 

十九.本活動有投保公共意外險。 

 

 

 

 

 

 

 

 

 

 

 

 

 

 

 

 

 

 

 

 

 

 

 

 

 

 

 

 



 

『附件二』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羽球聯誼邀請賽 

團體組報名表 

分區/社名：                       社長：                

領隊代表姓名：                   Nickname：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編

號 
姓名 Nickname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衣服 

尺寸

SS~2XL 

1             

2             

3             

4             

5             

6             

7             

 

備註：參加組別，每人最多報名團體 1 項個人 2 項，請務必填寫組別。 

1. 團體組：以社為單位，團體賽均採雙打三點制，勝二點者為勝。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羽球聯誼邀請賽 

雙打組報名表 

分區/社名：                      社長：                

領隊代表姓名：                   Nickname：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編號 組別 姓名 Nickname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衣服 

尺寸

SS~2XL 

1 
  

  

            

            

2 
  

  

            

            

3 
  

  

            

            

4 
  

  

            

            

5 
  

  

            

            

6 
  

  

            

            

  

      

      

      

  

      

      

      
備註：參加組別，每人最多報名團體 1 項個人 2 項，請務必填寫組別。 

組別：男雙組、女雙組、混雙組、夫妻組、親子組、二代寶眷組、國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