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電話：(02)8771-1011    傳真：(02)8771-1014 

 

2019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簡章 

報名截止日：201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 

[日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1 月 8 日 (二) 練習日 / 報到日 

1 月 9 日 (三) 
配對賽 1／頒獎午宴 

練習日 / 報到日 / 記者會 

1 月 10 日 (四) 配對賽 2／頒獎晚宴 

1 月 11 日 (五) 第一回合 

1 月 12 日 (六) 第二回合，取前 6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1 月 13 日 (日) 最終回合 / 頒獎典禮 

1 月 14 日 (一) 賽事預備日 

[賽事] 

總獎金：NT$10,000,000 

比賽球場：東方高爾夫俱樂部 桃園市龜山區東方球場路 100 號  電話：(03)350-1212 

[參賽資格] 

1. 總人數不超過 108 名。 

2. 依照 2019 TLPGA 巡迴賽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比賽辦法] 

1. 本比賽為三回合 54 洞之比桿賽。 

2. 前二回合結束，取成績最優之前 60 名職業選手(含同桿者)進入最後回合，業餘選手按職業選手錄

取標準進入最後回合。 

3. 若選手第一回合成績達到 88 桿以上(含)，將取消選手本場的參賽資格。 

[報到日 / 報名費]  

所有選手皆親自到「球場」報到，報到時請繳交報名費和前二回合擊球費，恕不接受電話報到。 

 

 

 

 

日期/時間 
報名費 前二回合擊球費(1 對 1) 

會員 非會員 球場桿弟 自備桿弟 

1 月 8 日(二) 10：00 ~ 15：00 

1 月 9 日(三) 10：00 ~ 12：00 
NT$2,000 NT$3,500 NT$3,960 NT$2,160 



[練習日及費用] 無事先預約者，球場有權利不接受讓您下場練習 

日期：1 月 8 日(二)，7：30 ~10：00   1 月 9 日(三)，7：30 ~8：30 

三人一組，不可一人下場練習，雙邊開球 

每回合擊球費用: NT$1,980 (超過開放時間下場練習者，則依球場一般價格收費。) 

(1) 一律使用球場桿弟，自備的桿弟可下場陪走(陪走不收費)，如有其他人員欲下場陪走，需事先於報

名表上登記，逾期不受理，向大會申請識別証方能下場。  

(2) 在球場安排下，選手和自備桿弟可以下場陪走，但需事先向「出發站」報備，由出發站安排。 

(3) 比賽梯台僅限於指定練習日開放練習。 

(4) 台灣選手務必事先電話預約開球時間，外籍選手則需提前 60 分鐘至球場安排開球時間。 

(5) 選手到球場時請先至櫃檯領取衣櫃鑰匙，再至出發站登記開球時間。 

(6) 請選手們注意練習速度，不易影響球場擊球行進速度。 

[配對賽]  

日期：1 月 9 日(三)，預計 25 組，報到時間: 10：30，開球時間: 11：30，午宴於球場餐廳。 

日期：1 月 10 日(四)，預計 42 組，報到時間: 08：30，開球時間: 09：30，晚宴於球場餐廳。 

 

[記者會]  

日期：1 月 9 日(三) 下午 2：00 於球場餐廳 

[練習場] 開放選手免費練習 比賽期間(1/8~13)，開放時間：6：00 AM ~ 17：00 PM 

正式比賽三回合(1/11~13)開球前，球場提供「從會館至練習場」之接駁車於玄關外搭乘， 

賽後選手須自行前往。 

[正比式賽桿弟 & 擊球費用]  

三回合皆可自備桿弟，需於報名截止日前登記，逾期不受理，報到日後不可臨時要求自備桿弟。 

每一回合擊球費(1 對 1)：球場桿弟：NT$1,980  / 自備桿弟：NT$1,080  

第一、二回合擊球費於報到日時繳交。最終回合擊球費於當日早上報到，開球前繳交。 

[選手村] 選手需自行向飯店訂房，並填寫附件「訂房預約單」 

福容大飯店-林口店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 68 號  Tel：(03)327-7338  Fax：(03)397-1536     

房型 房價  房型 房價  房型 房價  

精緻單人房 NT$ 2,860 精緻雙人房 NT$ 2,860 
雅緻雙人房 

(含浴缸) 
NT$ 3,300 

以上房價含早餐、稅金。 http：//www.fullon-hotels.com.tw 

 

[總獎金]  總獎金 1000 萬 / 冠軍獎金 250 萬  

        

[其他]  

1. 比賽期間男女生衣櫃對調。選手正式比賽三天使用相同的衣櫃，請於賽後將衣櫃鑰匙交還櫃檯。 

2. 比賽期間賣店消費一律使用現金。 

3. 賽前一星期之平日至球場練習者，費用：NT$2730。 

4. 更衣室嚴禁吸煙。 

http://www.royal-hsinchu.com.tw/


5. 球場不提供寄放球具的服務。 

6. 第一回合編組表於 1/9(三)下午 5 點公佈於球場賽事公佈欄。 

7. 正式比賽頒獎典禮：晴天練習果嶺  雨天餐廳。 

8. 比賽梯台賽前不開放選手練習，請選手自行將球具帶走。 

9. 正式比賽三天提供選手免費的早餐和午餐，於報到日時發放餐券。 

10.正式比賽三天欲購午餐(自助式)之餐券者，可於報到日時向 TLPGA 購買，每位球員最多每日二張。 

11.可開放申請陪走証(每位選手限申請乙張)，需申請者請於報名表上勾選，報名截止日後不得申請。 

12.凡進入決賽的選手(不論國籍)皆需出席頒獎典禮，違反規定者扣 50%獎金。 

13. 凡未進入決賽之參賽球員，皆不可擔任其他球員之桿弟。 

 



 

 

參賽資格會依「2019 TLPGA 巡迴賽」的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最終的參賽的名單會在 12/18 (二)公佈於協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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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日立慈善盃高爾夫菁英賽-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12 月 12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完整填寫)  

*所有參賽選手都必需參加大會所安排的活動，且在比賽期間的肖像權是屬於大會的，大會得

以使用於相關賽事宣傳。 

 
 

簽名：                              日期：                            

 
 

報名表填妥後，選手可用 email 或傳真方式報名，且選手有責任確認是否完成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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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址：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填寫：學校名稱/科系/年級 及 郵寄地址 

 
 

桿弟狀況：(三回合皆可自備桿弟) 

□球場桿弟(三回合)               □自備桿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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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申請陪走證(僅限練習日 1/8 & 1/9) 

 



 
   

                            2019 女子高爾夫菁英賽日立慈善盃 
    Reservation Deadline 訂房期限:Dec 28th, 2018 

Fullon Hotel Linkou Accommodation Reservation Request Form 

請 Email 或傳真至訂房組 Please Email or Fax to Hotel Reservation Department  

Tel : +886-3-327-9388  Fax : + 886-3-327-9258  Email: rsvn_lk@fullon-hotels.com.tw 

                                 訂房代號 Reservation No.<For Hotel Use Only>： 

入住日期 Arrival Date： 退房日期 Departure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聯絡人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TEL： 

電子郵箱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No. of Room 
總人數 

No. of Person 

房 型 

Room type 
坪數 

Ping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精緻單人房 

Superior Single 

Including 1 Breakfast 

9 坪 
單人床 Double Bed  

(180cm x 200cm*1) 
NT$ 2,860NET ※ Free Wi-Fi and  

wired Internet. 
※ Free parking (one  

vehicle per room). 
※ Free access to 

Business Center, 
Gym and Sauna. 

※ In-room free 
welcome fruits. 

 
 精緻雙人房 

Superior Twin 

Including 1-2 Breakfast 

10坪 

雙人床 Double Bed 

 (210cm x 200cm*1) 
NT$ 2,860NET 

 
 

雙床房 Twin Beds  

(105cm x 200cm*2) 

 
 

雅緻客房 

Deluxe Room 

Including 1-2 Breakfast 

Including Bathtu 含浴缸 

11坪 

 

雙人床 Double Bed 

 (240cm x 200cm*1) NT$ 3,300NET 
Including Bathtub 

含浴缸  
 

雙床房 Twin Beds  

(120cm x 200cm*2) 

※以上價格含稅及10%服務費/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ding 5% government tax and 10% service charge. 

※住房時間下午3時以後，退房時間至隔日中午12時止/Check in time: 15:00 ; Check out time: 12:00. 

※取消訂房請於三天前，預定房間若未到，將收取當日房租。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less than 72 hours prior to arrival or no-show, it is subject to charge of one night per room. 
※為保留您的訂房，請填寫以下信用卡資料，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方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Credit card is required for the reservation guarantee; a confirmation letter will be sent to you once the booking has   
   completed. 

接送機服務 / Airport Transfer Request  

□轎車 Sedan (1-2 Pax) - NT$1000    □廂型車 Van (4-5 Pax) - NT$1600    

人數 No. of Passenger:           車輛 No. of Car:            

班機資訊 Flight No. :          降落時間 Arrival Time :          

Reservation Guarantee  

(Please be advised that your booking will only be confirmed when give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JCB □ Other 
有效日期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Number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No. 2,Fuxing 1st Rd., Gueishan Dist., Taoyuan City 33380, Taiwan (R.O.C.) Tel: 886-3-328-5688 Fax:886-3-328-8618 

Website :http://www.fullon-hotels.com.tw/lk/ 

mailto:rsvn_lk@fullon-hotel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