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期 2015年6月12-14日

2 球場&官方酒店

球場：上海東方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地址:上海市松江區小昆山鎮光華路778號

電話: (86)21 57858498

傳真: (86)21 57858733

郵箱: tour@clpga.org   shanghai@orientgolf.com

官方酒店：上海維也納國際酒店

房間類型: 標準間/大床房: 人民幣298/晚 （含早餐）

地址: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北路1515號

電話: (86)21 37783888 訂房mail:1142744765@qq.com

*預定酒店請詳見“酒店預定表”，可用電話或email預約訂房

3 獎金

人民幣800,000

球員所得獎金依規定需扣所得稅20%

進入決賽之TLPGT國內外球員，需自所得獎金稅後淨額提撥5%，做為TLPGA會

務發展之基金。

4 報名

TLPGT報名費：新台幣3000元或美金100元

報名截止日:2015年5月21日(四)下午5:00

參賽資格會依「2015TLPGA巡迴賽」的參賽順序辦法實施，TLPGA巡迴賽之選

手名額為40位，參賽的名單會在5/26(二)公佈於協會網站

5 比賽形式

比賽採用3輪54洞比杆賽，參賽人數少於等於120人(包括職業球員108人與贊助

商及推薦名額)，兩輪過後排名前50（含並列）的職業球員可以晉級到第3輪比賽

若選手第一輪成績達到或超過88杆，則將直接取消選手的參賽資格

6 練習場

練習場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四: 7:00am-6:00pm

週五至週六: 5:40am-6:00pm

周日:  6:00am-最後一組開球後

7 練習日

詳細資訊請見公告欄

週一(待定)

10:00開始（最多三人組），僅限1#Tee開球。（球員需提前1小時在賽事辦公室

預約）

*如有青少年活動，練習時間會有相應調整

週二

7:30-8:50，不用預約（最多兩人組）。1#Tee和10#Tee雙邊開球（10#Tee開球

僅限9洞，如繼續試場需要回賽事辦公室重新預約）

9:00開始（最多三人組），僅限1#Tee開球。（球員需提前1小時在賽事辦公室

預約）

週三（配對賽）

7:30-9:30，1#Tee和10#Tee雙邊開球，僅限9洞，所有球員12:00前必須離場。

週四

7:30-8:50，不用預約（最多兩人組）。1#Tee和10#Tee雙邊開球（10#Tee開球

僅限9洞，如繼續試場需要回賽事辦公室重新預約）

9:00開始（最多三人組），僅限1#Tee開球。（球員需提前1小時在賽事辦公室

預約）

*練習日期間禁止使用球車

賽事資訊



8 桿弟

賽事週期間，球員使用球場桿弟的擊球費用為人民幣260元/ 18洞。若球員自備

桿弟則球場不收取球員桿弟費。

最終回合，最後六組球員的桿弟必須將球袋上肩。

整個賽事週都需要使用桿弟。

9 職業-業餘配對賽
6月10日，星期三

開球時間@12:30同時開球            開球儀式@12：00，10#TEE

10 官方活動

歡迎晚宴

6月10日（星期三） 6:00pm-7:30pm，  地點：球場

*請配對賽球員必須參加當晚舉行的職業業餘配對賽暨頒獎典禮

服裝要求：酒會著裝/禮服/裙裝/西服（禁穿球服和牛仔服）

頒獎儀式

6月14日（星期日）預計4:30pm，   地點：親水平台(會館一樓外側)-待定

出席球員：冠軍、最佳業餘、最上鏡獎

11 餐飲

用餐價格:午餐/人民幣88元，早餐/人民幣38元

球員用餐：球場將為球員免費提供正式比賽三回合的午餐。

用餐時間安排詳見公佈欄

12 碼數本 碼數本由俞頑峰先生繪製，售價人民幣100元。球員可在賽事辦公室購買

13 球袋寄放處 球袋可寄放於球場出發站

14 更衣室 週四開始男女更衣室對調，球員將使用固定的衣櫃

15 醫療 正式比賽三天有醫生駐場，時間：7:30-18:00

16 交通

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推薦*）

至上海東方高爾夫球場車程距離大約40公里，時間約50分鐘，車資人民幣150元

左右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至上海東方高爾夫球場車程距離大約80公里，時間約100分鐘，車資人民幣300

元左右

17 其他

證件: 請球員、桿弟、嘉賓隨時攜帶賽事證件

健身設施：無

ATM:  球場無ATM/酒店附近有ATM

18

星期日, 6月7日

星期一, 6月8日

星期二, 6月9日

星期三, 6月10日

星期四, 6月11日

星期五, 6月12日

星期六, 6月13日

星期日, 6月14日

贊助商回饋日

官方練習日，報到日

官方練習日，報到日

記者會

職業-業餘配對賽

配對賽頒獎晚宴

官方練習日

第一輪

第二輪

決賽輪，頒獎儀式

聯繫我們

電話：02-8771-1011 傳真：02-8771-1014

郵箱：taiwan.lpga@msa.hinet.net  網址： www.tlpga.org.tw



參賽資格會依「2015 TLPGA 巡迴賽」的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最終的參賽的名單會在 5/26(二) 公佈於協會網站上!! 

======================================== 
 

2015 中國信託上海女子精英賽--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20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5：00 前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完整填寫) 

 
 

簽名：                              日期：                           

 

報名表填妥後，請用傳真方式報名並以電話確認，恕不接受口頭報名，謝謝!! 

電話：(02)8771-1011   傳真：(02)8771-1014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傳真： 手機： 

e-mail： 

公函地址：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填寫：學校名稱/科系/年級 

 

是否參賽： 

□參加比賽     □不克參賽 

是否自備桿弟： 

□自備桿弟     □球場桿弟 

 



   

 

 

宾客订房单 RESERVATION FORM 

订单号 The order number ：(酒店填写 The hotel will fill out ） 

入住人名字 The Customer Name : 

 

自 From:  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 Hotel 

酒店联系人：陈燕 

Contact Person：Miss Chen 

入住人电话 Tel： 酒店联系人 Tel:   137-6477-2272 

入住人传真 Fax:  传真 Fax:   (86  021 ) 37799822 

酒店联系方式 Hotel Tel ：021-37783888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1515 号维也纳国际酒店 No.1515, North Renmin Road,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新的预订                   □更改                  □ 取消                   □候补 

   New Reservation              Amendment               Cancellation              Waiting List  
 
姓名 

Name 

房间类型 

Room Type 

数量 

No.of Room 

房价 

Room Rate 

抵达日期

Arrival Date 

离店日期

Departure Date 

备注 

Remarks 

    

298RMB/ 

Night 

  Maximum 2 

breakfasts 

included 

(含早餐) 

付款方式 

Room Payment 

■自付 Self Pay        

Hotel front desk to pay housing costs(住房费用酒店前台支付) 

 

邮箱地址 

Email address  

1142744765@qq.com   球员可以发送报名表到此邮箱，我会及时回复邮件 

Players can send the reservation form to 1142744765@qq.com, I will reply in a timely 

manner  

 
注： 

1、预订保留到当日晚上 20：00，除非有信用卡、预付作保证。如有取消等变动请及时通知。If no deposit 

or credit card, the booking will be held until 8:00 pm on the arrival date. If you cancel the 

reservation，please inform the hotel timely. 

2、球员可以电话预定房间，我的联系方式是 13764772272，请告知房型（豪华双人间，豪华单人间），入住

时间与退房时间。 Players can book a room via telephone, the number is +86 137-6477-2272, please 

inform me your room type (a double room or a single room), check-in and check-out time/date.  

3、 球员预定酒店房间主要为（豪华双人间，豪华单人间），房间价格统一为 298 元每晚,每间房间至多两张

早餐券，如有房型变动则另行通知。To booking hotel rooms, a double room or a single room, the room 

price is RMB 298/per night (including maximum two breakfasts), if there is room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审核人 Verified by  陈燕 Miss Chen   

mailto:1142744765@qq.com
mailto:114274476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