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EDUHUB CHAMPIONSHIPS 2019
（分龄羽毛球比赛 2019）
World-Champ (S) Pte. Ltd. 非常荣幸作为本次赛事主办方, 诚邀各路适龄球员在 3月18
号 至 3月 24号 (星 期一至星期日) 参与 Global Eduhub Championships 2019 的比赛。
报名及赛事信息如下:
比赛时间: 2019 年星期一 3 月 18 日 至 星期日 3 月 24 日
赛事官方网站: http://world-champ.sg
比赛奖金: 共价值 $22,000 新币的现金及奖
地点: Temasek Club [131 Rifle Range Rd, 588406]
报名详情:
截止日期: 2019 年 2 月 24 号(星期天)
Goodie Bag (礼品袋): **每位参赛者将能获得一份礼品袋
领取日期和时间: 2019 年 3 月 9 日 和 10 日(星期六 - 日) 12pm 至 4pm
地点:
VICTOR Flagship Store, 65 Ubi Road 1, Oxley BizHub, #01-53, Singapore 408729
•请注意, 只限于在此期之内领取礼品袋。
•在比赛场馆将不能(领)取礼品袋。所没(领)取的礼品袋将被没收。

声明
1. 所有参加此次比赛的球员都被视作已阅读比赛章程并接受此次比赛的条款和条件。
2. 考虑到参赛球员的安全问题, 赛事主办方建议参赛球员在开赛前做好身体检查以及
获得合格体检表。 赛事主办方不会对任何个人健康或医疗相关事故负责。
3. 逾期报名表格将不会被受理。
联系方式
电话: +65 9662 4531 (许佳诣) / +65 9125 4180 (陈家晖)
VICTOR 旗舰店电话: +65 6384 6768
地点: 65 Ubi Road 1, Oxley BizHub, #01-53, Singapore 408729
邮箱: wcd.agegroup@gmail.com
官网: http://world-champ.sg

比赛组别
本次比赛共分 7 个年龄组别, 共 22 项赛事:

男子组

女子组

单打

双打

9 岁以下 (BS U9)

－

10 岁以下 (BS U10)

－

11 岁以下 (BS U11)

11 岁以下(BD U11)

12 岁以下 (BS U12)

－

13 岁以下 (BS U13)

13 岁以下 (BD U13)

15 岁以下 (BS U15)

15 岁以下 (BD U15)

17 岁以下 (BS U17)

17 岁以下 (BD U17)

9 岁以下 (GS U9)

－

10 岁以下 (BS U10)

－

11 岁以下 (GS U11)

11 岁以下(GD U11)

12 岁以下 (BS U12)

－

13 岁以下 (GS U13)

13 岁以下 (GD U13)

15 岁以下 (GS U15)

15 岁以下 (GD U15)

17 岁以下 (GS U17)

17 岁以下 (GD U17)

赛事进程
3 月 18 日- 3 月 21 日
预赛

星期一至星期四
(赛事第一至第四天)

前八强比赛

3 月 22 号 (赛事第五天)

星期五

半决赛

3 月 23 号 (赛事第六天)

星期六

决赛

3 月 24号 (赛事第七天)

星期日

赛事进行时间
赛事第一至第五天

半决赛 / 决赛

第一阶段

上午9时起 （待定）

待定

第二阶段

下午 1点起 (待定）

－

注意事项:
* 赛事主办方有权更改赛事进行时间。
* 颁奖典礼及抽奖活动将在 2019 年 3 月 24 号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进行。
* 赛会裁判长有权更改比赛时间表(根据比赛报名总人数而定)。 比赛开始时间会
根据比赛总人数 而定,主办方会将详细信息及时公布在赛事官网。
* 此次赛事的抽签结果及时间表将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公布。届时请登陆
http://world-champ.sg 获取详细信息。 同时,赛事时间表将通过邮件发送给参赛
球员。参赛球员也可前往赛事官方网 站获取最新的比赛时间表。

1. 球员参赛资格
. 1.1. 本次比赛将开放给新加坡人, 新加坡永久居民以及在新加坡本地居住和学习的外

国人。
. 1.2. 海外参赛球员只允许参加 十五岁以下（U15）和 十七岁以下（U17）的年龄组

别。

. 1.3. 报名时, 球员必须提交支票以及一份本人的身份证/公交卡/护照的复印件, 待主办

方工作人员确认身份真实性。
. 1.4. 年龄分组情况参照以下方式:

年龄组别

出生年份

9 岁以下

2011 或 2011 年后出生

8 岁或以下

10 岁以下

2010 或 2010 年后出生

9 岁或以下

11 岁以下

2009 或 2009 年后出生

10 岁或以下

12 岁以下

2008 或 2008 年后出生

11 岁或以下

13 岁以下

只限 2007 年出生

12 岁

15 岁以下

2005 或 2005 年后出生

14 岁或以下

17 岁以下

2003 或 2003 年后出生

16 岁或以下

2019年龄

.
. 1.5. 每位选手可以参加他/她的年龄组类别或较高年龄组类别，但不能在较低年龄组

类别中参与。
. 1.6.

请注意：‘13岁以下’（Under 13）单打的组别只限于十二岁一个年龄的球员
参加。但是‘13岁以下’双打的组别限于十二岁以下的球员参加。

. 1.6. 赛事主办方可在比赛进行期间进行球员身份及比赛资格确认。 若任何球员被查

出相关不符合情况, 该球员 将不被允许继续进行比赛,且当场比赛算作不符合参赛
资格球员弃权。另外, 比赛报名费用将不会退还给 不符合参赛资格球员。

2. 报名方式
2.1. 每位选手可以参加最多4个赛事。更具体地说，每位选手可以参加最多两个单打和
两个双打赛事，并且符合以上的年龄规定。
2.2. 赛事各组别报名费用如下:
2.2.1. 单打: 每人 50.00 元新币
2.2.2. 双打: 每对 100.00 元新币
2.3. 赛事主办方不承担海外参赛球员在参与此赛事中所产生的费用。
2.4. 报名费只可以用现金或支票形式支付,且无特殊情况不予退还。
2.5.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9年2月24日。报名表格提交但未支付报名费将被视作不完整报
名。逾期以及 不完整报名将不会被受理。此外, 被退还支票将有可能导致报名作废。
2.5. 若报名费用支票形式支付, 请在支票上注明收款方为“World-Champ Marketing”, 并
选择 “A/C Payee only” 。 报名费必须联同一份已签署的报名表格, 在 2019年2月24日
前一起上交至:
World-Champ Marketing
Attn: Global Eduhub Championships 2019
65 Ubi Road 1, Oxley BizHub, #01-53
Singapore 408729
Operating hours:
11:00am – 6:00pm (Mon-Fri) | Thurs: Closed
11:00am – 3:00pm (Sat)

2.6. 每一项赛事最低要求有16名球员参与,且以报名时间早晚为准。
2.7. 参赛球员名单将于 2019年3月2日 发布。抽签结果将于2019年3月11日 公布。
2.8. 条款2.7里的信息内容将发布在赛事官网以及赛事官方 Facebook 主页, 网址为:
https://www.facebook.com/victorsport.sg.
2.9. 赛会种子选手将以2018 年 Temasek Club Championships 2018, Pilot Pen
Championships 2018 和 Global EduHub Championships 2018 的获奖选 手为准。
2.10. 若任何一项赛事的参赛总人数不足 (例如参赛总人数少于8人), 此项赛事将有可能
与另一组别合并。
2.11. 若任何一项赛事的参赛总人数不足16人, 此组别的奖金和奖品将被减少。
2.12. 此赛事总奖金额度由赛事主办方决定。

3. 赛制
3.1.此赛事赛制为单淘汰赛制。

4. 比赛规则
4.1. 此次比赛按照世界羽联 (BWF) 的最新比赛规则进行。
4.2. 所有比赛将按照比赛时间顺序表进行。赛事委员会有权推迟任何一场比赛。
4.3. 所有参赛球员必须在其比赛当天带上印有本人照片的证件,用以赛前身份确认。
4.4. 报名一旦被接受则不再允许进行球员更换或替代。然而,赛事委员会保有接受类似
更换情况的权力, 前提 条件是类似球员更换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支持。
4.5. 所有参赛球员必须在其比赛前提前至少30分钟在官方报名处报到。
4.6. 所有参赛球员将有5分钟的宽限期,过时未到场报到将被视作弃权。
4.7. 若出现双方比赛球员均未到场的情况,该场比赛将被视作无效。
4.8. 选手必须穿无痕橡胶大底的羽球鞋参赛。
4.9. 所有比赛将运用三局两胜21分制。
4.10. 当值主裁的判罚将为最终判罚。
4.11. 所有参赛球员必须在其比赛结束后留下担任下一场比赛的司线员。若有任何球员
不履行此义务将导致其 被取消参赛资格或禁止参加此后其它比赛的资格。 所有球员也
有将被任意指任担当第一阶段第一场比赛 的视线员。
4.12. 从半决赛开始,视线员将由赛事主办方提供。
4.13. 从八强阶段开始,所有的双打拍档必须穿着同样颜色的球衣,不一定需要一样的设计
以及颜色。
4.14. 赛事委员会有权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更改比赛规则。

5. 比赛奖金及奖励 (TBC)
5.1. 所有奖励将以价值 22,000 新币的现金 / 现金抵用卷 / 球拍的形式颁给获奖球员。
各项赛事奖励细则如下:
项目

冠军

亚军

季军

男/女 单打
9 岁以下

$220.00

$150.00

$70.00

10 岁以下

$270.00

$160.00

$80.00

11 岁以下

$300.00

$170.00

$80.00

12 岁以下

$320.00

$180.00

$100.00

13 岁以下

$340.00

$200.00

$110.00

15 岁以下

$380.00

$230.00

$120.00

17 岁以下

$420.00

$260.00

$130.00

男/女 双打
11 岁以下

$540.00

$360.00

$160.00

13 岁以下

$610.00

$380.00

$190.00

15 岁以下

$680.00

$440.00

$210.00

17 岁以下

$720.00

$520.00

$230.00

5.2. 本次比赛的获奖球员将被邀请参加国际分龄组比赛的参考标准。选拔标准由组织者
全权决定。
5.3. 此赛事最终获奖选手要求参加最后的颁奖典礼。颁奖典礼不允许穿着背心和拖鞋。
5.4. 获奖选手需在颁奖仪式结束后前往赛事颁奖处领取各自比赛奖金。
5.5. 赛事比赛奖金将根据参赛总人数做出相应调整。

6. 退款细则
6.1. 此次比赛报名费一律不予退还, 除赛事委员会取消任一赛事外。

7. 免责声明
7.1. 此次赛会主办方将做好所有合理预防措施, 但赛事主办方在比赛进行过程中,不会对
任何死亡, 残疾, 个人意外, 财产遗落或其他损失负责。
7.2. 赛事主办方有权在不做出通知的情况下, 更改已在比赛章程中列出的比赛条款及条
件。对于赛事主要内容的更新,赛事主办方会在官方网站发布合理通知, 同时也会在
Facebook主页发布及时更新。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