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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 

報名簡章 

緣  由： 

牧德科技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僱用了績優運動生後，發現他們均具有陽光、團

隊合作及越挫越勇的特質，在工作表現上極為令人驚艷；這批具有正向力的青年

不但解決了公司缺工問題，更促進同仁間運動風氣，營造了公司的活潑氣氛，也

增加了企業間透過運動交流的機會。 

因此牧德科技願意帶頭推動企業雇用績優運動生；推廣過程中體育署、各體

育相關之大專院校及無數接觸到的企業團體均視此為美事並熱烈響應。體育署擬

規劃適當銜接課程給體育院校、台灣大學亦設置績優運動生與企業媒合的平台，

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亦是推廣過程的一環，希望藉此拋磚引玉，日後有愛好桌

球、籃球、棒球、高爾夫球等等之企業，亦可舉辦各類企業盃的賽事，讓企業雇

用績優運動生的活動廣被宣揚，達到企業獲益及績優運動生有更多的出路，進而

促進各界運動風氣的目的。 

一、宗  旨： 

鼓勵企業任用體育相關科系人才。 

二、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合作單位： 

YONEX、Amo 阿默蛋糕、廣僑科技、亞元科技、研揚科技、好客燒烤、長

橋會計師事務所/長虹企管顧問公司、浩泛國際 

六、支持單位： 

欣興、久元、頎邦、景碩、毅嘉、嘉聯益、大量、亞智、佳尼特集團、瀚宇

博德、宏齊、1111 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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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比賽日期： 

2017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 

八、比賽地點： 

臺北體育館 7 樓羽球場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0 號 7 樓 

九、比賽分組： 

1. 【VIP 邀請組】：主辦單位邀請之貴賓及贊助商。 

2. 【企業組】：每隊需 5 位男生、1 位女生，報名球員含隊長上限 8 位，每

間公司限報乙隊，皆須為正職員工。 

3. 注意事項： 

(1) 第一屆牧德盃前四名列為種子隊伍。 

(2) 主辦單位有權視場次增加預賽參賽名額。 

(3) 報名球員需確認比賽時間可到場參加，入選公司名單將不予更換。 

(4) 為鼓勵企業好手共同參與，職業培訓球團合庫/亞柏/土銀/台灣電力/

義果/中租球團之選手謝絕參賽。 

(5) 同集團可合併報名參賽。 

(6) 若公司隊員擁有甲組球員或全國乙組羽球排名賽前 8 名，優先列為預

賽種子隊伍。 

十、比賽辦法： 

1. 本賽事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布之最新羽球規則(依世界羽球聯盟新制

所訂規則)。視報名隊數採分組循環後進入單淘汰。 

2. 預賽與決賽三點皆須完賽，第一點男雙；第二點混雙；第三點男雙(不得

兼點，女生可以打男生點)共三點，獲勝點數多者贏得該場勝利。須按照

競賽規程指定點數安排出賽名單，若有違反以棄權論。 

3. VIP 邀請組&預賽：單局 25 分(先得 25 分者獲勝)，13 分交換場地。 

4. 決賽：單局 31 分(先得 31 分者獲勝)，16 分交換場地。 

5. 團體賽如遇一比一平手，又第三點皆棄權時，則以兩點加起來分數總和較

高者為勝隊，總得分又相同時，則由裁判長(大會)抽籤決定之。 

6. 預賽採取分組循環賽，決賽採取單淘汰賽。循環賽積分算法如下： 

勝隊積點得 2 分，負隊得 1 分，棄權 0 分；積分多者為勝。 

(1) 如兩隊積分相等，則以勝隊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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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積分相等之相關隊伍，勝負點數之商決定，

即（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 

(3) 如勝負點數再相同時，則以負分數較少者為勝； 

(4) 如再相等，則由裁判長(大會)抽籤決定之。 

7. 賽前列隊需全員到齊，列隊時請出示選手證以備查驗，若未能及時出示證

明者，以棄權論。雙方身分確認無誤後，使得比賽開始，若有一點未到齊，

以該點棄權論。比賽開始後，一切球員身分抗議均無效。 

8. 團體賽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1) 出賽時，雙方選手必須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分無誤後，開

始進行比賽。列隊時，若有人員未到齊列隊，以該點棄權論。比賽開

始後，不得再對選手資格提出異議。 

(2) 若出賽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中間不得

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之勝點，比數為 25:0；複賽為

31:0。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空點過半即喪失參賽資格。 

9. 團體賽各比賽單位，應於比賽前 30分鐘領取出賽名單，並於比賽前 20分

鐘送交競賽組。 

10. 參賽選手資格經公告後若有任何疑慮，現場僅接受名字誤植得以修正外，

不接受現場名單異動；若需核對選手身分，雙方選手都需提供有照片及

出生年月日之身分證件正本以備查驗。 

11. 逾比賽時間 5 分鐘﹝以球場掛鐘為準﹞未出賽者，以棄權論；如有棄權

情事，該隊不得晉級，以端正運動風氣，其相關比賽之成績不予以計算。 

12. 如遇到連續比賽，每場可休息 5 分鐘。大會得另安排場地與時間不得異

議。 

13. 不服從裁判、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格。 

14. 參賽球員或領隊，對大會或裁判有不正當行為、延誤比賽、妨礙比賽等

情事，取消本次所有賽程及名次，並謝絕參賽一年。 

15. 本賽事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以現場公告為主。 

十一、報名辦法： 

1. 報名期限：2017 年 0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02 月 28 日。 

2. 網路報名：牧德運動網：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報名時參賽球隊必須上傳公司在職證明或員工證(有照片之證件)，及個

人大頭照(製作選手證需要)，若經查無證件者，以棄權論。 

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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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場地有限且賽程時間有限，報名隊伍以 48 隊為限，若在報名截止日

前超過 48 隊，主辦單位有權提前截止報名，在以抽籤來決定報名隊伍

參賽與否，請有意參賽者盡速報名。 

※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日後審核報名資格，於 2017 年 03 月 10 日寄發

參賽資格及繳款通知！ 

※去年決賽參賽隊伍，主辦單位有優先邀請參賽權。 

※主辦單位有權將貴公司競賽結果資訊告知媒體。 

※經主辦單位確認貴公司擁有參賽資格後，參賽隊伍所有隊員的言行及作

為即代表其所屬公司。 

※由於活動中有攝影及拍照作為賽事紀錄及媒體宣傳，主辦單位擁有各隊

伍隊員的肖像及錄影公開權。 

※主辦單位為參賽人員辦理投保意外保險，固視為報名之參賽人員均同意

授權主辦單位直接提供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電話號碼供

保險公司辦理承保手續，如參賽者未提供以上所述完整的個人資料，主

辦單位有權決定不予投保。 

3. 繳款方式： 

請參賽公司於 2017 年 03 月 17 日前繳款完畢始有參賽資格，以捐款

NT1,000元至「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代替報名費。由參賽隊伍

直接以「ATM 轉帳」方式捐款至伊甸基金會指定帳戶如下： 

(1) 戶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 銀行代號：007 

(3) 帳號：153-50-313-930 

(4) 伊甸基金會電話：03-4947341#141 

(5) 伊甸基金會傳真：03-4914935 

※完成匯款後至牧德運動網(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填寫匯

款資料。 

※跨行轉帳繳費需酌收手續費，依各家銀行規定為準！手續費由參賽公司

自行負擔。 

※本活動將提供參賽公司資料予「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協助

開立捐款收據。 

十二、比賽用球： 

YONEX ACB-33 

  

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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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賽程公佈： 

比賽隊伍抽籤日期：2017 年 3 月 24 日。 

時間：17:00。 

地點：牧德科技會議室。 

賽程網路公佈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牧德運動網：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十四、獎勵： 

1. 參賽者由主辦單位贈送每人精美紀念品乙份。 

2. 企業組前四名頒發獎盃與獎金： 

●冠軍：獎杯乙只、獎金拾萬元 

●亞軍：獎杯乙只、獎金參萬元 

●季軍：獎杯乙只、獎金壹萬元 

●殿軍：獎杯乙只、獎金捌千元 

3. VIP 邀請組： 

●紀念品乙份 

十五、裁判： 

本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雇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A 級裁判』擔任裁

判長，裁判皆為『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A 級、B 級裁判』，以示牧德盃對賽程

的公平性。 

十六、資格抗議： 

1. 若發現有選手資格不符情況，請在賽前三日備妥佐證資料提出抗議，比賽

當日不接受任何選手資格不符之抗議。 

2. 經查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取消本次所有賽程及名次，並謝絕參賽一年。 

3. 各球員重複報名，並未能於賽程抽籤前確定其歸屬者，該球員即以第一次

實際代表出賽之球隊為其歸屬。若其以同名同姓提出抗辯，應自行向大會

提出證明，否則大會得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十七、其餘事項：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隨時修正並公佈之。 

  

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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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報名步驟： 

『步驟一』：進入牧德運動網(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點選『線上

報名』。 

 

 

『步驟二』：進入『線上報名』頁面，點選『第二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報名系

統－第一階段報名資料填寫』。 

 
  

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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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進入『第二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報名系統－第一階段報名資料填

寫』頁面，詳閱條文後請勾選『已詳閱，並同意』，在點選『下一

步』。 

 

 

『步驟四』：填寫貴公司名稱、隊長及隊員相關資訊，並上傳員工證以及大頭照電

子檔。填寫完畢，確認資料填寫無誤後，填寫『驗證碼』，在點選

『送出』。 

※每隊需 5 位男生、1 位女生，報名球員含隊長上限 8 位，每間公司限報乙隊，皆

須為正職員工。 

※員工證無照片或照片模糊者，請上傳有照片之證件，員工證亦需上傳。 

※大頭照可為正面拍攝之生活照。 

※為了避免上傳時，檔名產生亂碼造成無法辨別，請注意上傳員工證、有照片之證

件及大頭照之檔名如下： 

● 員工證檔名範例： 

職稱 隊長 隊員１ 隊員２ 隊員３ 隊員４ 隊員５ 隊員６ 隊員７ 

檔名 EC1 EC2 EC3 EC4 EC5 EC6 EC7 E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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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照片證件檔名範例： 

職稱 隊長 隊員１ 隊員２ 隊員３ 隊員４ 隊員５ 隊員６ 隊員７ 

檔名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 大頭照檔名範例： 

職稱 隊長 隊員１ 隊員２ 隊員３ 隊員４ 隊員５ 隊員６ 隊員７ 

檔名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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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報名成功！2017 年 03 月 10 日將會寄發參賽資格及繳款通知！ 

  

※請確認資料填寫無誤後，

輸入『驗證碼』，在點選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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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第二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聯絡人： 

聯絡人：李小姐、蔡先生 

電話: 03-5638599 分機：106、336 

電子信箱：sports@machvisionsports.com 

網址：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期待第二屆【牧德盃企業羽球排名賽】與您一同共襄盛舉！ 

  

 

mailto:sports@machvisionsports.com
http://www.machvisionspor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