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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網球資格賽競賽規程 

壹、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 

貳、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參、協辦單位：新北市市政府、新北市市體育會、新北市體育會網球委員會 

肆、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5 日(二)起至 110 年 5 月 29 日(六)止(視報名隊伍增減) 

伍、比賽地點：臺北市網球中心(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陸、比賽用球：以全運會籌備處所指定之比賽用球為優先，如未能於本會將競賽規程函發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前確定，由本會逕行指定。 

柒、參加單位：一、臺北市 

          二、新北市 
          三、桃園市 
          四、臺中市 
          五、臺南市 
          六、高雄市 
          七、臺灣省：宜蘭縣、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八、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 

捌、參加辦法 
一、選手參賽資格及標準： 

   (一)戶籍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 3 年以上者， 

                且至 110 年 10 月 21 日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設籍期間 

                之計算依競賽規程規定時間，係以註冊截止日(110 年 9 月 3 日)為準， 

                倘於註冊後，經查證有任何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將被取消參 

                賽資格。 

      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1.在金門縣或連江服役之現軍人（附服務單位證明書），得依其意願選擇代表 

金門縣、連江縣或設籍地區（應符合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規定），並僅限代表

一個單位參賽。 

            2.出境二年以上（附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依法逕為遷出登記者，於賽前 

返國，且出境前於原設籍地區設籍達二年六個月以上者，得代表原設籍直轄

市、縣（市）參賽。 

3.旅居國外滿三年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附證明文件），且從未參加全運會， 

而於賽前返國復籍者，代表設籍直轄市、縣（市）註冊參賽。 

4.外籍人士於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於初設戶籍登記前，應於其代表設籍直轄 

市、縣（市）連續居留滿三年以上（附證明文件），並於初設戶籍登記連續

滿一年以上者，代表設籍直轄市、縣（市）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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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齡規定：必須年滿 13 足歲（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16 日【含】前出生）。 

                     未滿十八歲之選手註冊時，應檢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請選手  

                     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於選手保證書中簽章具結）。 

        (三)身體狀況：應經參賽單位指定綜合醫院檢查；關於選手之性別及其適宜參加劇烈 

                     運動競賽，應由參賽單位及選手，於選手保證書中具結（如附件）。 

         (四)選拔程序：參賽選手應參加其代表單位舉辦之運動會或單項運動選拔賽或依其參 

                      加國內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由各參加單位選拔委員會經公開選拔程 

                      序，取得代表資格。 

     二、比賽項目： 
(一)團體項目：男子團體、女子團體 
   ※每單位只可報名參加男子團體及女子團體各一隊 
(二)個人項目：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單打、女子雙打、混合雙打 

三、報名人數：每隊註冊選手至多 6 人，每位註冊選手除團體賽外另可報兩項個人賽， 
個人項目每項每單位至多報名 2 名（組）選手參加。  

    四、報名時間：本屆全運會球類比賽採一次報名作業，受理報名單位為中華民國 110 年  

                  全國運動會籌備處（線上報名網址：http:// https://sport110ntpc.com/），  

                  受理報名日期自 110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起至 4 月 12 日(星期一)止， 

                  報名相關書面資料應於 110 年 4 月 15 日下午五時前送出(郵戳為憑)，逾 

                  期不予受理。 

                  籌備處聯絡窗口：（02)2962-0462轉268~270                

                  競賽資訊組聯絡電話：趙霖副組長（02）2955-1807 

六、抽籤時間及地點：民國 110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 時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辦公室。 
(抽籤時間及地點不另行通知) 

七、領隊會議時間：110 年 5 月 24 日下午 3 時。 
八、領隊會議地址：臺北市網球中心 2 樓裁判休息室(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領隊會議不另行通知，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將於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公布) 

玖、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最新修訂出版之規則(以全運會公報公告之版 
       本為主)；如規則解釋有爭議，以英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 
       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二、比賽制度： 
(一) 團體項目採雙敗淘汰制或單淘汰賽制（視報名參賽隊數決定）。 
     ※團體項目如採雙敗淘汰制，將在現場抽籤決定敗部賽程。  
(二) 團體項目每點三盤二勝制，第一、二盤六平時採 7分決勝局制，盤數一平第三 

     盤時，採最終盤勝負決勝局制【10分制(10 point match deciding Tie-break)】； 

     其出場順序為單、雙、單(單雙不得兼)，前兩點不得排空點，否則視同全隊失 
     格，被判失格隊伍即停止本次比賽之權利，所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               

(三) 團體敗部賽程，每點採 8 局制，8 平時打 7 分 Tie-break。 
(四) 個人項目採單淘汰賽，一盤 8 局制，8 平時打 7 分 Tie-break。 
(五) 個人雙打及團體雙打，每局均採用 No-Ad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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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賽規定： 
(一)資格賽種子： 
   團體項目以 108 年全國運動會前八名為種子隊伍；個人項目以抽籤日期當月中華 
   民國網球協會所公告之全國最新排名為種子依據（單打依單打排名，雙打及混雙 
   依雙打排名之和），種子數目每區二隊（名、組）。 

(二)團體賽以承辦單位及 108 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直接進入會內賽；個人賽以抽籤

日期當月之全國最新排名前兩名（組）（單打依單打排名，雙打及混雙依雙打排

名和，如二組相加排名相同時，取二組其中一人排名最高一組，如再相同則以

抽籤決定）直接進入會內賽。 

團體資格賽時，承辦單位及 108 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仍需辦妥報名手續，否則

不予保留會內賽資格，若承辦單位是 108 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以資格賽第 7
名遞補。 
每項目各錄取前六隊（名、組）晉級會內賽，（確定晉級之賽程不再舉行比賽）。 

 (三)會內賽種子：  

 1.團體項目：以承辦單位及 108 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優先分別抽排於上、下半 

             部不同區域，若承辦單位亦是 108 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時，則依 

             取得會內賽資格隊伍，其所參加 108 全國運動會之名次依序抽排。 

      2.個人項目：以抽籤當月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公佈之全國最新排名前 4 名為種子， 

              優先分別抽排，同縣市之選手分別抽排於上、下半部不同區域 

(四)團體項目資格賽與會內賽選手名單必須相同，不得變更。 

(五)比賽選手必須準時參賽，經宣佈下場超過十分鐘仍未出場比賽視同失格。 

(六)團體項目之比賽，各單位選手出賽名單必須依大會規定之比賽時間十分鐘前提

交競賽組，因賽程之需要大會有權變更賽程或要求兩點以上同時舉行。 

(七)為避免冒名頂替，各組球員出賽時，務必攜帶身分證備查，如十分鐘內無法提

出者，以失格論，(團體項目經判失格如同排空點論處)。 

(八)同隊選手、教練必須依網球規則行為準則之規定，穿著網球服裝出賽。 

拾、醫務管制：運動禁藥檢測，依據 110 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 13 條之規定辦理。 

拾壹、申訴：運動員身分問題應在各場(點)第二局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時間一概不予接受， 

            經查身分不合乎者，個人賽以失格論，團體項目視同空點計；其他規程無明文 

            規定者申訴案件依據 110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 10 條規定辦理。 

拾貳、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0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01771 號函及 110

年 3 月 3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00006668 號函核准辦理，未盡事宜，依全國運動會

競賽規程總則及網球技術手冊為主，並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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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網路報名，以下資料僅作參考 
 

中華民國 110 年全國運動會網球資格賽報名表 

註冊單位：            縣 市      接受報名日期：    月    日  

領隊： 教練：  

選手名單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一、團體項目隊員： 

      

   

 

二、個人項目： 

單打：1.  單打排名   單打：2.  單打排名  

 

雙打：1.  雙打排名  雙打：1.  雙打排名  

雙打：2.  雙打排名  雙打：2.  雙打排名  

 

混雙：1.  雙打排名  混雙：1.  雙打排名  

混雙：2.  雙打排名  混雙：2.  雙打排名  

註冊單位教育局(處)核章： 
 

備註：一、報名時請檢附各選手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請報名單位先行

針對戶籍規定進行資格審查，如被判失格請由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請於報名截止前逕向「110年全國運動會籌備處」報名。 

       ※書面資料應於 110年 4月 15日下午五時前送達籌備處(不可以郵戳為

憑)，逾期不予受理。 

      二、每隊選手以註冊 6 人為限；個人項目每項每單位最多報名 2名（組 

），除團體賽，每位選手可報名 2 項，如報名超過 3 項時，直接取消

該選手之參賽權。 

      三、承辦單位所屬縣市及 108年全國運動會冠軍隊亦須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