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台灣大哥大女子公開賽 賽事簡章 

比賽日期 12 月 11 日(三) ~ 12 月 13 日(五) 

報名截止日 11 月 21 日(四) 中午 12：00 截止 

參賽名單將於 11 月 25 日(一)公告於本會官網(www.tlpga.org)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動 

12 月 09 日(一) 練習日 / 報到日 

12 月 10 日(二) 
記者會 

職業業餘配對賽 暨 頒獎晚宴 

12 月 11 日(三) 第一回合 

12 月 12 日(四) 第二回合，取前 5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12 月 13 日(五) 最後回合 / 頒獎典禮 
 

比賽球場 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Tong Hwa Golf & Country Club)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下福村東華路 99 號          電話：(02)2606-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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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回合結束後，取成績最優之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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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金 總獎金新台幣 500 萬元，冠軍獎金 90 萬元 

報名費 台巡賽會員 NT$2,000. / 非台巡賽會員 NT$3,500. (僅收台幣) 

擊球費 三回合皆開放自備桿弟 

桿弟狀態於報名截止日後不得修改，截止日後修改球場仍會收取費用。 

球場桿弟，每回合擊球費用 NT$2,905. 

自備桿弟，每回合擊球費用 NT$1,305. 

1. 球場桿弟人數不足，建議選手自備桿弟。 

2. 報到時請繳交報名費及前兩回合擊球費，第三回合擊球費則於開球前至球場櫃檯

支付。 

練習設施 球場內無練習場，但有練習果嶺 

報到日 12 月 9 日(一) 09：00~ 15：00 

地點：賽事辦公室 

所有選手皆親自完成報到手續，並繳交報名費和前二回合擊球費。 

練習日 無事先預約者和超過開放時段者，球場有權利不接受讓您下場練習 

日期：12 月 9 日(一) 7 點~9 點 (保留給外國球員)，台灣選手請自行向球場預約時間。 

費用：桿弟費 NT$2,335 (1 對 4)，賽後直付球場櫃台 

1. 不可一人下場練習，請選手注意練習速度，不可影響球場擊球行進速度。 

2. 練習日必須使用球場桿弟，自備桿弟者，桿弟可以下場陪走不收陪走費(依報名表



登記)，但需付保險費 NT$20。 

官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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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on Hotel Linkou)    

桃園市龜山區文二一街 68 號(No. 68, Wen 21st Street, Guishan District, Taoyuan City) 

Tel：(03)327-7338   Fax：(03)397-1536    http：//www.fullon-hotels.com.tw 

房型 房價  房型 房價  

精緻客房 (一大床) NT$ 2,860 精緻客房 (二小床) NT$ 2,860 

以上房價含早餐、稅金。    

接駁服務 有安排，從酒店<>球場會館 

記者會  12 月 10 日(二)  上午 10：00 開始    地點：球場二樓餐廳   

服裝規定：高爾夫球服 

配對賽 

暨晚宴 

12 月 10 日(二)  上午 09：30 報到    開球時間 11：15 

對象：配對賽選手必需參加大會所安排的配對賽相關活動(包含記者會) 

晚宴：球場二樓餐廳    

晚宴服裝規定：休閒商務服 禁止穿著 T-Shirt、球鞋、拖鞋、牛仔褲、短褲 

頒獎典禮 對象：進入最終回合之所有選手。 

時間：12 月 13 日(五)   預計 14：00 開始    地點：練習果嶺 

服裝規定：高爾夫球服(不得穿著拖鞋) 

進入決賽之選手皆需出席，違反規定者扣 50%獎金，請各位選手妥善安排行程。 

更衣室 1. 比賽期間三回合使用女更衣室，並固定衣櫃，請選手自行保留鑰匙至賽後再歸還

球場櫃台。 

2. 更衣室嚴禁吸煙。 

碼數本 有專人於現場販售 

餐飲消費 比賽期間賣店消費一律使用現金。 

獎金分配表 總獎金 500 萬 / 冠軍獎金 90 萬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1 900,000 11 80,000 21 55,500 31 39,500 41 30,000 

2 480,000 12 77,500 22 53,500 32 38,500 42 29,500 

3 290,000 13 75,000 23 51,500 33 37,500 43 29,000 

4 205,000 14 72,500 24 50,000 34 36,500 44 28,500 

5 165,000 15 70,000 25 48,500 35 35,500 45 28,000 

6 136,000 16 67,500 26 47,000 36 34,500 46 27,500 

7 117,500 17 65,000 27 45,500 37 33,500 47 27,000 

8 105,000 18 62,500 28 44,000 38 32,500 48 26,500 

9 95,000 19 60,000 29 42,500 39 31,500 49 26,000 

10 85,000 20 57,500 30 41,000 40 30,500 50 25,500 

1. 總獎金 500 萬元，提撥總獎金 10%做為協會賽務發展基金。 

2. 獎金將依名次頒給職業球員前 50 名，如因平手而致有超出 50 名之情形時，以按超出人

數每人 NT$25,500 計算之金額(其總額不得超過 NT$127,500 元)加計分配表所列金額平均

分配給該平手之球員。職業球員除第一名遇有平手應立即加賽決勝外，其他名次平手時，

按平手人數應得各名次之獎金總和平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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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球員所得獎金依本國政府規定，外國球員扣所得稅 20%，本國球員扣所得稅 10%。 

4. 進入決賽之國內外球員，需自所得獎金稅後淨額提撥 5%，做為 TLPGA 會務發展之基金。 

其他 1. 第一回合編組表於 12 月 9 日(一)下午 5 點公佈於球場賽事公佈欄。 

2. 正式比賽頒獎典禮：晴天→練習果嶺 / 雨天→2 樓餐廳。 

3. 如有不適或有慢性病者，請自行備藥，以確保自身安全及健康。 

4.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凡進入決賽之選手（不論國籍，不論職業或業餘）皆須

出席頒獎典禮，違反規定者扣 50%獎金，請各位選手妥善安排行程。 

5. 外籍選手簽證：各選手如需辦理簽證，請於抵達台灣前辦理所需之簽證。 

6. 截止日後至賽前，平日至球場練習者，擊球費用為 NT$2,335(1 對 4)，比賽梯台僅

練習日才開放選手練習。 

7. 未進入決賽之參賽選手，皆不可擔任其他球員之桿弟。 

協會網站 www.tlpga.org.tw 

氣候 稍有寒意，有時會雨，建議攜帶防風、保暖、防雨之衣物。 

班機與機場 

（外籍選手） 

班機自理；機場：桃園國際機場（TPE） 

桃園國際機場（TPE）至球場車程約15~20公里，約20~30分鐘車程。 

感謝信 請將感謝信寄至 taiwan.lpga@msa.hinet.net 

台灣大哥大 

 



報名截止日：11 月 21 日(四)中午 12：00 為止 

參賽名單將於 11 月 25 日(一) 公告於本會官網(www.tlpg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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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台灣大哥大女子公開賽  報名表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完整填寫) 

中文名字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 

 

英文姓名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MM/DD/YYYY)： 

 

國籍 Nationality： 

 

手機 Cellphone： 

 

E-MAIL：  

電話 Telephone： 

 

地址 Address：  

桿弟狀態：因球場桿弟人數不足，建議選手自備桿弟， 

Caddie Status:Due to the caddie shortage,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layer to have her own caddie 

本比賽三回合皆開放自備桿弟，桿弟狀態於報名截止日後不得修改，截止日後修改球場仍會收取費用。 

(Caddie status may not be changed after the closing date, if the player insists to change, the venue will still 
charge the caddie fee.) 

□自備桿弟 Private caddie (Official three rounds only.) 

□球場桿弟 House caddie 

選手身份 Player Status：   □職業選手 Professional            □業餘選手 Amateur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填寫以下資訊 [Absent Note for School]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 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住家  / E-Mail  / 宿舍:  ______________ / 學校辦公室: _________________ [處室])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規定，協會恕無法提供任何藥品。如有不適或有慢性病者，請自行備藥，以確保自身安全及健康。 
Please be advised, due to the regul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law, TLPGA is not certified to provide any 
medication, in the case of any discomfort or having any chronic disease, please prepare your own medicine 
to ensure your own safety and health. 

 

 

簽名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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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s must participate in the committee's arrangement of the event. Portrait rights of the play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tournament belong to the committee 

**報名表填妥後，請用 email 方式報名並以電話確認，恕不接受口頭報名，謝謝!! Please kindly fax or e-mail 

this form to the tournament office before the deadline. Player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firm the application 

with the Committee. 
 

電話：(02)8771-1011   傳真：(02)8771-1014   E-mail: taiwan.lpga@msa.hinet.net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5 樓 502B 室 

mailto:kato@lag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