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十二二二二届北美体协杯/MITCAST
羽 毛 球 邀 请 赛

CNASA CUP/MITCAST 2015 12th Annual Badminton Tournament

邀请函邀请函邀请函邀请函

2015 年第十二届 CNASA CUP/MITCAST 羽毛球邀请赛 
主办:北美体协(CNASA)
协办：MIT 科技协会(CAST)

时间：2015 年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9:00am-6:00pm
地点： Zesiger Athletic Center，Rockwell，Badminton Courts, MIT

报名规则：

1. 本次邀請賽分为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两个赛事。每个球员只能参加一个赛事的比 

赛。同时，在每次比赛中每个球员最多只能参赛两场。 

2. 　　　　本邀請賽采用 21 分比赛规则，每场三局。先得两局者为胜。 

3. 男子团体共有五场比赛(双、双、单、双、单)以五场三胜定胜负 混合团体共有五场

比赛(混双、混双，男双、女双、男单)以五场三胜定胜负。 
4.　　　　　　　　男子团体每队队员 4-6 人，混合团体每队队员 5-7 人，另领队一名，每团体参赛总

数以此为8888人为上限（请在报名时， 将参加赛事运动员,领队的名字，以及队员的排名次

序，电话和 email 同时附上)。 
5.　　　　 如果某赛事（混合团体或男子团体）参赛队数在 8 队或 8 队以上，组委会会考虑将 
其分为 A，B 组。因此，报名时请说明你的队员愿意参加 A 组或 B 组比赛。组委会保 留
最后分组权。 

6666. 每队报名时请把所有队员按实力排名表(男女队员分别排）交于组委会。如果报名

时不能确定，比赛当天比赛开始前必须排定, 并将排名表交于组委会。排好后不能再有变

动。比赛中的场次安排将严格遵守排名: 比如，第一单打必须比第二单打强，第一双打必

须比第二双打强等;双打的排名按两位选手的排名和计算。比如1+2 比1+3强。2+3比1+5

强。2+3与1+4等同。　

注:　　　排名表　－范例

Men Women

1. Player 1 1. Player 1

2. Player 2 2. Player 2

3  Player 3 3. Player 3

... etc ... etc

7.比赛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在 16 岁以上。年龄在 16 岁以下球员，需要出示父母或 监
护人允许的证明。 

8. 每场比赛一名裁判，希望每队至少出两名裁判 (请将裁判的名字，电话和email同时

附上) 。 
9. 各队必须尊重裁判，服从裁判判决。



Registration Procedure
1. Go to our website: http://www.cnasa.org; 
2. Click on "Online Registration"; 

3. Type your "team name" and then choose division to continue; Team name can be English or 
Chinese, but don't use strange characters; 
4. Fill the next form, especially the Captain's name, phone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5. At the end of player names, please specify which division your team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case that the division is split into A, B groups. 
6. Each team should have at least two person to be referee for the event. Please provide 
referees' conta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name,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7.      Once you finish, you will receive an e-mail to confirm your 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 2015 年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一日 

报名费： 混合团体$180, 男子团体$180 (包括 MIT 场地费和羽毛球费用) 报
名同时请附上支票。支票抬头请写 CNASA。
请寄支票到 CNASA 6 Marion Rd, Belmont MA 02478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支票必须于支票必须于支票必须于支票必须于2015 年十月二十一日前收到十月二十一日前收到十月二十一日前收到十月二十一日前收到,,,,十月二十一日后十月二十一日后十月二十一日后十月二十一日后,,,,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私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私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私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私

人支票人支票人支票人支票....团体也可以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比赛开始前团体也可以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比赛开始前团体也可以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比赛开始前团体也可以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比赛开始前,,,,在接待处支付现款在接待处支付现款在接待处支付现款在接待处支付现款....

Note: The check must be received by our officer before October 21st and NO personal 
check will be accepted after October 21st, 2015. The team might still able to pay the entry 
fee at the front desk with cash on October 25th, 2015before the tournament.  

总裁判：Wilson Li

总负责： 北美体协羽毛球组委会

抽签： 按报名时间电子抽签 比赛赛程： 比赛赛程及规

则待报名抽签后发给各队。

返回意见或问题请与体协 info@cnasa.org 联系。 有关比赛事宜

亦可见体协 CNASA WebPage：www.cnasa.org

比赛各级别将设 CNASA 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杯及“冠军，亚军，季軍”奖牌。如果某 项
赛事分成 A, B 组，则只设“冠军，亚军”奖牌。

订饭: 体协可负责订中餐盒式午饭, 每份１０元量（包括一瓶水）。请订餐各队及早通知

我们（不晚于2015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一日)，订餐数目请送 EMAIL: info@cnasa.org
午餐：

Pork green beans with white rice
Beef browklee /w white rice
Kongbao chicken /w white rice
Veggie delight /w white rice



Waiver of Liability:

Upon entering this tourna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NASA/ MITCAST, I, the team 
leader, agree to abide by the current rules of the CNASA. I understand 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Badminton Tournament on Sunday, October 25th, 2015 is for enjoyment. I also 
understand and am aware that 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ports tournament may sustain 
physical injuries regardless of fault. I further relinquish any legal claim against 
CNASA/MITCAST and its board/committee members in the event that anyone of us is 
injured during the tournament on Sunday, October 25th, 2015 . 

Before game starts:

Signature:

Each Team Leader School/Association Name (2015 年十月二十五日 年十月二十五日 年十月二十五日 年十月二十五日 ))))

本次比赛的宗旨是为增进大波士顿各社区及团体的友谊，运动，健康与合作并提高团队羽

毛球比赛竞技水平。我们诚请各团体及各界人士与我们合作，在财力，物力， 和人力上

大力支援，使本次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个人羽毛球爱好者，请尽快与你们的区 域球队联

系。欢迎个人和团体赞助，请写支票给 CNASA，并寄到 CNASA, 6 Marion Rd, Belmont 
MA 02478。请不要忘记附上您个人或团体的名字和地址，我们会寄收据 给你留作报税之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