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第二次職業球員入會測驗簡章
一、報名資格：
凡年滿 16 歲，身體健康、品性端正之女性，皆可報名參加，唯本會對參加報名人選， 具
有准許與否之權利。
二、報名方式及地點：
申請人填妥報名表後連同報名費新台幣貳萬元（重考生壹萬元）及保證金伍萬元之匯 款收
據，掛號郵寄至本會並來電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
協會銀行帳號如下：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帳號：112-10-1111-575
報名後，若未能參加測驗者，應於2016年8月23日(二)前書面通知本會，
未通知本會且無故缺席者，報名費將不退。
三、報名截止日期：
2016年8月16日(二)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四、測驗日期及費用：
2016年 9 月 7、8、9 日(星期三、四、五)
前二回合擊球費共：NT$4,192(二對三)
最終回合擊球費：NT$2,186(一對一)
五、報到日：
日期：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 早上9點 至 下午3點報到，請繳交前二回合的擊球費
NT$4,192。
六、練習日：
日期：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5：30 ~ 11：30 Tee Off。
費用：每回合擊球費用 NT$1,616(一對四) 需事先向球場預約，不可一人下場，沒有預約
者，球場有權不接受妳下場練習。
七、測驗地點：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電話：(037)743-377

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 1 鄰 1 之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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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測驗方式：
測驗方式分為術科及學科二種：
(1)術科：以三天 54 洞超過標準桿 12 桿內（含）為錄取標準，第一天成績如超過標準 桿
16 桿（含）則取消後 36 洞之測驗資格。
(2)學科：通過術科測驗者，當日（第三回合結束）隨即參加學科測驗，及格分數為 70
分以上。
九、其它：
參加測驗者須有高度榮譽感，並遵守一切考試規則，若在考試過程中有舞弊、違規及 有
損本會形象者、測驗人及監考人應受下列處分：
(1)參加測驗者，需有保證人。保證人資格需為加入 TLPGA 會員滿三年並為本國國籍
者，保證人人數需有兩人。在測驗期間，若考生有舞弊情形發生，保證人須負連帶 責
任，罰新台幣五萬元整。
(2)測驗舞弊者，測驗人所繳交之新台幣 50,000 元保證金沒收及喪失報考資格二年。監
考人如有包庇考生舞弊之行為時，則監考人罰款新台幣 50,000 元，如監考人為競賽
委員會委員時則取消會籍。受罰人可於本會的理事會議中提出申訴，理事會之決議 為
最後裁決。
(3)受測者無故缺席，喪失報考資格一年並不得退費。
(4)受測者應儀容整潔，若有違反禮儀口出穢言及明顯破壞場地等情事，即時取消測驗 資
格，並不得退費。
(5)測驗進行中時應服裝整齊，不得穿無袖、圓領上衣及牛仔褲，也不得飲用含酒精成 份
之飲料，違者取消測驗資格並不得退費。
(6)凡通過考試者於測試完後需至協會參加講解高爾夫禮儀、規則之課程(日期、地點另 行
通知)。
(7)測驗日若遇颱風天，依球場所在地為主之政府機關如宣佈停班停課，則測驗取消。
(8)如因天災、氣候之影響未完成第一回合時，將取消該次術科測驗擇期再考，但無法 完
成三回合時則於同場地擇期進行未完成之回合。
(9)自 2011 年起本會舉辦的所有比賽皆實施『鐵桿溝漕的新規定』。
(10) 自2016年開始凡新進會員，皆有三個月的觀察期，新進會員在觀察期間，小型比賽
可以打(例如：傳承賽及科技希望巡迴賽)，國際比賽不可以參加。觀察期間的作業
程序均依報名截止日之會員身份，認定你的參賽資格。
(11)8月19日後至球場練習者，平日每回合擊球費用為NT$2,045(1對4)，需事先向球場預
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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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職業球員入會測驗 報名表
相
片
黏
貼
處

姓 名
生 日

身份證字號

年

月

日

傳真

通訊地址
e-mail
電話/手機

保證人 1(簽名並蓋章)
保證人 2(簽章並蓋章)

申 請 書
貴會舉辦職業球員會員入會測驗之相關規定，申請人如有違反時願無異議接受
處分，附上 報名費新台幣貳 萬元（重考生壹萬元）及保證金 伍萬元 收據
及最近 三個月彩色相片一吋一張（貼至報名表上）
，敬請准予報名參加。
保証金退回帳號：
銀行名：

分行名：

戶名：

帳號：

此致
社團法人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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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Golf Country Club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For 2016 Party Golfers Tournament 歡樂友緣女子公開賽
Taiwan.lpga@msa.hinet.net
886-2-8771-1011
Miss.Tina Chen 陳瑩儒小姐
886-2-8771-1014
August 25, 2015

Reservation E-mail / 訂房 e-mail
Telephone No. / 電話
Reservation Fax No. / 訂房傳真
Deadline of Reservation / 訂房期限
Reservation Contactor 訂房者 :
Tel 聯絡電話 : (
E-mail

)

:

ACCOMMODATION Reservation Date only from September,4 -9 僅限 9/4-9/9 訂房
一人限定一間房
Each player can book one room only
Guest Name
房客姓名

Check-in Check-out
入住日

退房日

Room Type

Room Rate

房型

房價

Classic Double
經典標準房
(兩大床/2 king beds)

Classic Double
經典標準房
NTD$3600

1.GUARANTEED POLICY 保證訂房規定
In order hold the rooms for you / your guests, would you please provide us the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details as guarantee, otherwise, hotel will cancel the non-guaranteed reservation without notice.
為了保留您的房間，請將以下資料提供給飯店，未提供者，飯店有權不接受您的預約訂房

Card Holder

持卡人

Type of Credit Card 信用卡

:
:

VISA / MASTER / AMEX / JCB

Credit Card Number 信用卡卡號

:

Card Expired Date 信用卡有效期

:(yy-mm)

2.CANCELLATION AND AMENDMENT POLICY 取消/更正訂房規定
One night’s room charge of each guaranteed reservation will be charged for cancellations or amendment less than 1 day prior
to the scheduled arrival date.
若需取消訂房或更正訂房，請於一天前告知飯店，否則飯店將收取一天的房價。
3.NO SHOW POLICY 未入住規定
Should you or your guests with a guaranteed reservation not arrive on the scheduled arrival date, one-night’s room charge will
be charged as no-show penalty.
若您沒有在預約入住日到達，且無事先取消訂房，飯店將收取一天的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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