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  

 

通  告  (壹 ) 

 
致各雙打聯賽參賽隊伍負責人： 

 

  雙打聯賽現定於 2021年 3月 20日開始舉行，下列事項敬請各隊負責人及隊長遵守： 

 

1. 聯賽規則 第 10點：聯賽一般規則 

 

10.1 男子、女子、混合雙打比賽方式，均是每隊派三對雙打上場，輪流對賽，共賽九局，

每局為廿一分直接得分制，雙方比分為二十平手時，則先領先兩分的一方勝，當該

局分數為廿九平手時，先得三十分的一方勝該局。當其中一方分數首先達十一分

時，雙方需交換比賽場區，並允許有不超過 60秒的休息時間及接受指導。 

 

10.2 九局比賽中，贏得六局數的一隊為得勝隊，或若局數比數五比四時，不論何隊取五

局，均須以九局總分數定勝負，總分高者即使只勝四局，亦作勝論。凡棄權作每局

負廿一比零計，得勝隊可獲聯賽分兩分，負方一分，棄權者零分（即其對賽隊伍可

獲兩分）。 

 

10.3 所有比賽必須將九局賽事完成，如於未完成九局賽事時已分出勝負（如：6：0或 7：

1 等），而其中一方提出不願對賽餘下局數，則提出一方之餘下局數為棄權（分數

是 0：21）。如積分表上總局數不足九局之對賽隊，則視為未完成賽事或作棄權論。 

 

10.4 客隊作 A、B、C線，主隊作 1、2、3線。賽序為： 

 

     A 對 1、2、3 

     B對 2、3、1 

     C對 3、1、2 

 

10.5 各組均採單循環隊際比賽(或根據報名實際情況採用單淘汰制)。[2021 年特別措施] 

裁判員由羽總負責。兩隊皆須負責供給每場比賽之新羽毛球。比賽用羽毛球之牌子

由香港羽總執行委員會決定並列明於注意事項內。 

 

10.6  [2021 年特別措施] 雙方隊長應於開賽前十分鐘將己隊出場名單，連同 2020/2021

年度球員註冊証，交到報到處。首次未能出示球員証者，需出示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及立即通知羽總派出之監場執委/監場工作人員，並由該執委/監場工作人員在積分

表上簽署後，可參加比賽。但經羽總核實多於一次未能出示球員証者，該場比賽判

作棄權論。同時，若事後賽會發現該球員未註冊者，該場比賽判作棄權論。遞交名

單後，名單及球員出賽次序不得更改。希各隊隊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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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每場比賽之成績，連同積分表，填上各盤比賽之分數，球員姓名及註冊球員証編號、

雙方隊長簽名後，交給該日羽總派出之當值委員簽名，並於四十八小時內由雙方隊

長傳真、寄或交到香港羽總辦事處轉交聯賽秘書，每場比賽，若其結果不以以上方

式通知，將視為沒有比賽論，而雙方將喪失該場全部聯賽積分。若球員未能依時出

席比賽，將被判為棄權論。 

 

10.8 參賽隊伍六名出場球員必須準時到達比賽場地，並由隊長向羽總當值委員報到。 

如已到比賽時間（時間以場地掛鐘為準），球隊人數不足六人者，羽總派出之監場

委員／工作人員有權宣佈該球隊棄權。凡有對方棄權者，需由當值委員簽署以作証

明。 

 

10.9 比賽計分方法，先以聯賽獲分為準則，若在全部賽事完畢後，有聯賽隊伍在同組得

分相同者，排名決定如下： 

(1) 如兩隊積分相同者，勝者為勝。 

(2) 如三隊或以上積分相同者，又不能以勝者為勝方法計算，則以同分隊伍之相關

比賽之得失局數差為依歸，局數差愈多者為勝。 

(3) 若局數差仍然相同者，又不能以勝者為勝方法計算，則再以相關比賽全部每局

之得失分數差為準則，分數差愈多者為勝。 

 

10.10 局與局比賽必須連續地進行，每局完成後，緊接下一局之比賽球員必須立刻出場 

作賽，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時間。 
 

2. 球員參賽資格： 

• 凡符合香港居民資格之人仕均可參加聯賽，需持有效證明文件，包括香港身份

證、香港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逗留簽註。但聯賽委員會有權拒絕上屆不

遵守紀律之任何人仕參加比賽。 

• 球員必須為香港羽毛球總會 2020/2021年度註冊球員。 

• 各球隊必須根據正確級別參賽，如遇任何投訴而查證屬實，賽會有權立即停止

當日該隊有關賽事。球員分級，請參閱 2020/2021 年度球員分級表。 

• 球員於整個聯賽中，只可代表一個球會，參加最多兩項賽事(一項男子/女子組

及一項混合組)。(註：球員可根據其個人「雙打級別」及「混雙級別」，參加一

項雙打項目及一項混雙項目，但只能代表同一球會。) 例：一名男球員，最多

可代表一個球會參加一項男子組及一項混合組賽事。 

• 參加新秀組項目之球員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四點： 

(1) 沒有任何級別(包括單打、雙打及混雙級別)； 

(2) 報名截止日前，過去 10 年(即 2011 年至 2020 年)，沒有參加本會舉辦的雙打

聯賽、全港錦標賽、會長盃及婦女盃賽事(包括單打、雙打及混雙項目； 

(3) 報名截止日前，過去 10年(即 2011年至 2020 年)，沒有參加其他國家、市、地

區舉行之任何錦標賽)； 

(4) 「評級小組」有權最後決定其是否屬新秀。 

• 如球員曾參加 2020年或以前世界羽聯認可的第 3級別(Grade 3)或以上（即 Future 

Series 或以上）或與其相約水平賽事，如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及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U19，不論男子／女子／混合組的單打／雙打／混雙，只可參加雙打聯賽 C組或

以上比賽。賽事級別最終由香港羽毛球總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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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升級制： 

• 從 2003 年開始，所有未獲評級之球員，凡參加過雙打聯賽賽事(包括新秀組)

之球員，下年度之雙打或/及混雙級別將會評為 E 級或以上。 

• 2021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升級制(規則 9.4)如下: 

除 A 組及 B 組外，其他組別將根據該年度參加隊數數目而採取升級制度，在下
年度將升至同一項比賽之較高組別。但評選小組有權根據 B 組個別球員之水準
將其評為 A 組球員。升級情況如下： 

參加隊數 10 隊或以下，獲冠軍者升級；參加隊數 11 至 20 隊，冠軍及亞軍者   

升級；參加隊數 21至 79隊，冠、亞、季及第四名升級；參加隊數 80隊或以上，

八強隊伍升級。 

 

4. 獎項將根據參賽隊數開設： 

 

參賽隊數 獎項 

5隊  冠 

6至 10 隊 冠、亞 

11 至 45 隊 冠、亞、季 

46隊或以上 冠、亞、季、季 

 

5. 比賽用球：鑒於下列牌子之羽毛球質量達到賽會之要求及貨源充足以供應聯賽所

需，賽會已通過指定下列牌子之羽毛球為今屆聯賽之指定用球，羽毛球筒上均貼有

指定用球標籤，以茲識別： 

     

CN ALPHA (Gold) HI-QUA (BLUE)  

Maxx World Champion 1 RSL Tourney#1  

   

 

 

 

 

 

6. 每場比賽各隊應必須最少備有兩打羽毛球，如牌子不同時，應輪流使用。(每局只

限使用一種牌子)。 
 

7. 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館安排之賽事，需在開賽前抽籤決定主客隊，方便球員出

場之編排。 
 

8. 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體育館安排之賽事，如非因管理當局取消場地之使用權外，各

隊不得藉詞更改比賽日期，違犯者將被取消當日之比賽，並作棄權論。 
 

9. 男子 B組分 7組比賽，小組首名出線，再作單淘汰賽，以定冠、亞、季名次。 
 

10. 男子 C 組分 5組比賽，小組 A-D 首名出線，小組 E首次名出線，再作單淘汰賽，

以定冠、亞、季名次。 

2020/2021 Official Shuttlecock of the 
Hong Kong Badminton Association Ltd. (Competition) 

2020/2021 年度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指定用球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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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男子 D 組分 12組比賽，小組首名出線，再作單淘汰賽，以定冠、亞、季名次。 
 

12. 女子 B組分 4組比賽，小組首名出線，再作單循環賽，以定冠、亞、季名次。 
 

13. 女子 C 組分 3組比賽，小組首名出線，再作單循環賽，以定冠、亞名次。 
 

14. 混合新秀組分 4組比賽，小組 A-C 首名出線，小組 D 首次名出線，再作單循環賽，

以定冠、亞、季名次。 
 

15. 如各參賽隊伍欲索取對方球員名單(只限索取對壘隊伍)，請填妥附頁表格連同 *行

政費用<每小組$20> (例:男子 E 組小組 A) 寄回本會。(*行政費用包括：印刷費、

郵費及行政手續費。) 
 

16. 所有聯賽成績表或信件，請寄本會（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05

室）羽總辦事處收。傳真號碼：2882 8450。電郵：hkba@hkolympic.org。有關聯賽

事項，請與本會聯絡，電話：2504 8318。 

 

 

聯賽小組 

                  香港羽毛球總會 

                                 二Ｏ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大會有權隨時修訂本函內容，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拗，賽會有權作最後決定，不得有異議。 

*如發現申請隊伍不符合參賽規定，賽會有權隨時取消其參賽資格，報名費將不獲發還。 

 
附: 1.賽程表  2.比賽積分表  3.分組表  4.比賽場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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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場 地 資 料  

 

九龍城體育館 

地址：九龍城 衙前圍道 100 號 

九龍城市政大廈 3 樓 

電話：2716 1007 

兆麟體育館 

地址：屯門 兆麟街 19 號 

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 3 字樓 

電話：2659 2311 

蒲崗村道體育館 

地址：九龍 黃大仙 慈雲山 

蒲崗村道 120 號 

電話：2325 3585 

北河街體育館 

地址：深水埗 基隆街 333 號 

      北河街市政大廈 6 樓 

電話：2729 1010 

天瑞體育館 

地址：天水圍 天瑞路 7 號 

電話：2446 6609 

 

 

 

-------------------------------------------------------------------------------------------------------------- 
 
 

致: 香港羽毛球總會 
 

 

2021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 

申請索取對壘隊伍名單 
 

 本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欲索取下列小組球員名單，現

附上 20 元支票乙張（抬頭書明：「香港羽毛球總會有限公司」），敬希查核。 

 

□  男子組  
 

□  女子組  
 

□  混合組  
 

(請其中一項 )  

□  B 組  
□  C 組  
□  D 組  
□  E  組  
□  新秀組  

 
(請其中一項 )  

 

小組 :         

 

   

回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會負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會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表格可自行影印，每一表格只申請一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