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雲林縣消防局第三屆鳳凰盃

全國消防&警察 

羽球邀請聯賽 

 

 

 

秩序冊 

 

 

 

 

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主辦單位:雲林縣消防局 

承辦單位:西螺消防分隊、西螺義消中隊、 

        西螺義消分隊、西螺鳳凰救護分隊 

協辦單位:西螺國中、雲林基督教醫院、助民新鮮食品工廠、西螺 SYM 新舜成機車行、 

斗南羽峰/冠軍體育用品店 

比賽日期：民國 107 年 09 月 22 日 

比賽地點：西螺鎮西螺國中羽球館(西螺鎮興農西路 217 號) 

  



2018 雲林縣消防局第三屆鳳凰盃羽球邀請聯賽 

全國 警察＆消防 羽球邀請聯賽競賽規程※額滿 32 隊截止 

一、宗  旨：舉辦全國警察.消防.義消.羽球邀請聯賽，意推展全民體育，切磋羽球技術，培養警察.

消防.義消人員終身運動習慣，倡導正當康樂活動，鍛鍊強健體魄，並藉以聯繫單位

情誼。 

二、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雲林縣消防局 

三、承辦單位：西螺消防分隊、西螺義消中隊、西螺義消分隊、西螺鳳凰救護分隊 

四、協辦單位：西螺國民中學、雲林基督教醫院、西螺助民新鮮食品工廠、西螺 SYM 新舜成機車、 

             斗南羽峰/冠軍體育用品店。 

 

FB 競賽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2rd.cup/ 

FB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1634091220655/ 

 

五、比賽日期：107 年 9 月 22 日 (星期六) ※額滿 32 隊截止 

    比賽地點:雲林縣西螺國中-羽球館(西螺鎮興農西路 217 號) 

    比賽時間: 7:30 開始賽前檢錄報到，於上午 8:00 分比賽開始。 

六、比賽組別：(報名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限額 32 隊，額滿為止---意者請盡速報名。) 

    

    ◎賽前務必攜帶服務證、識別證、(雲縣民 50 歲以上長青組請出示身分證，年齡認定:以 107 減出生年) 請以備隨  

     時查驗資格--無法提供者或資格不符者，恕無法出賽，不得異議。 

七、比賽規則： 

1. 團體賽：採三點雙打，三點二勝制(每點均打完)，每點不得輪空及重複出賽(球員兼點)，每隊至少 6 人，

至多可報名 8 人。 

 設籍雲林縣民年滿 50 歲以上長青人士，年齡認定:以 107 年減出生年次 

2. 一人僅限報名一隊，不得重複跨隊報名，每隊至多僅能有一名甲組球員出賽。 

3. 團體賽: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取分組前二名進入決賽，決賽採單淘汰制。)，上屆前六名隊伍分別列各小組

種子，其餘隊伍 LIVE 直播抽籤分組 

4. 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羽球規則。 

5. 比賽採新制 25 分，落地得分，13 分換邊，24 平分不加分，先得 25 分者獲勝。 

6. 請各隊注意賽事時間第一場為 8:00 開賽，請提前半小時報到資格檢錄，開賽逾時未到以棄權論，請大家

隨時注意比賽時間。 

7. 比賽用球-採 YONEX 比賽球。 

8. 符合資格者出賽務必攜帶服務識別證，無法提供相關證明者-恕無法出賽。 

9. 初賽循環賽制小組別晉級若遇 2 隊以上勝場數相同時，則以各點總得分數高者獲勝晉級。若總得分仍數相

同，則由總裁判長決定抽籤決定晉級。 

https://www.facebook.com/2rd.c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1634091220655/


八、參加資格： 

1. 凡-台灣全國各縣市現職警察人員(領有服務證)，含各縣市警察局員工(領有服務證)人員 PS 已退休人員請

攜帶退休證、(恕不含警察替代役男)。 

2. 凡-台灣全國各縣市現職消防人員(領有服務證)，含各縣市消防局員工(領有服務證)人員 PS 已退休人員請

攜帶退休證、(恕不含消防替代役男)。 

3. 凡-台灣全國各縣市現職義勇消防人員(編制內領有服務證)人員。 

4. 彰基及雲縣醫療體系所屬醫事員工(服務識別證)。 

5. 雲林縣政府編制內各機關員工(服務識別證)--謝絕學校教職教練團體 

6. 設籍雲林縣且年滿 50 歲以上長青組縣民 

 符合以上資格者，不限同單位亦可跨縣市單位組隊，每位球員僅得報名一隊，重複報名者，取消資格。 

7. 若遇截止報名隊伍不足 32 隊伍-承辦單位有權另邀請其他受邀之團體單位。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年 08 月 17 日(星期五)止(PS 一律採用網路系統報名) 。 

 額滿 32 隊為止喔，額滿恕不受理 

 報名成功後，五日內可更改名單，五日後系統一律不接受更改名單及退費要求!!! 

 

十、報名方法： 

1. 每隊報名費用:每人 400 元，至少需 6 人方可組隊。(PS 團體賽三點二勝制) 6 人-新台幣 2400 元整；7 人-2800

元；8 人-3200 元 

2. 報名費用支出說明:每隊含製作贈送每人一條高級精美紀念運動毛巾、參加球員之午餐伙食及投保意外險。

(※本次報名費用由主辦單位統一收受並全數運用於本次聯賽相關服裝、比賽場地費、比賽用球、裁判工

作人員、意外保險等事宜，報名前請審慎考慮，一經報名完成超過五日後將不得以任何理由質疑聯賽內容

所列事項且不退費) 

3. 報名費用匯款帳戶: 

郵局<700>  帳號:03011510227176   戶名:李啟信。 

※網路報名完成後請儘早匯款完成，始完成報名手續—主辦單位會以系統 mail 回覆報名是否成功。 

4. 一律採用網路報名方式管道:，請於 107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五)前網路報名並匯款完畢。 

※額滿 32 隊為止，額滿恕不受理 

主辦單位電話:05-5862012，EMAIL:kxinfish@gmail.com)，逾期不予受理。 

※報名成功後，五日內可更改名單，五日後一律不接受更改名單及退費要求!!! 

5. 網路系統報名：https://www.beclass.com/rid=213eee85b470de9b6281 

6. FB 競賽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2rd.cup/ 

FB 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1634091220655/ 

十一、活動相關聯絡人: 

理事長:   楊文榮 0932199982、廖浩伸 0926909972  TEL:05-5862012 

總召:李煌都            0937270138          TEL:05-5862012 

副總召:曾永享          0932691670          TEL:05-5862012 

企劃總幹事:李啟信      0928551772          TEL:05-5862012 

https://www.beclass.com/rid=213eee85b470de9b6281
https://www.facebook.com/2rd.cu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91634091220655/
tel:05-5862012


企劃助理:吳俊緯        0963101917          TEL:05-5862012 

企劃助理:廖鵬焜        0919002584          TEL:05-5862012 

企劃助理:廖永富        0975473263          TEL:05-5862012 

十二、抽籤會議、日期、地點：  

107 年 8 月 31 日(五) 上午 9:00，各領隊隊長請於雲林縣消防局-西螺分隊 4 樓會議室舉行分組抽籤，

現場粉絲網頁(第三屆鳳凰盃羽球賽)LIVE 直播抽籤，無法參加者將代替抽籤-以 EMAIL 通知賽程分組

別及注意事項。 

(地址:西螺分隊-雲林縣西螺鎮中山東路 42 號) 

 

十三、獎勵： 

第一名: 冠軍獎盃一座、獎金 12000 元 

第二名: 亞軍獎盃一座、獎金 6000 元 

第三名: 季軍獎盃一座、獎金 2000 元 

第四名: 殿軍獎盃一座、高級醬油禮盒 

第五名:     獎盃一座、高級醬油禮盒 

       

十四、附則： 

1. 比賽期間球員應攜帶服務、識別證明及身分證，以備查驗。 

2. 出賽時，雙方選手 6 名必須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份無誤後，開始進行比賽。 

3. 參加比賽之人員倘有資格不符或無法提供服務識別證名文件，即取消資格及該項比賽之成績。 

4. 報名採限額 32 隊，額滿為止---意者請盡速報名。 

5. 出賽請注意時間:參賽球員逾時間無法出場者，以棄權論。(PS 以大會時間為準) 

  

十五、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領隊會議修訂之。 

 

十六、總裁判長:茲聘請羽球國家教練-塗光樟先生擔任。 

 

  

 

  

 

tel:05-5862012
tel:05-586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