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TLPGA TOUR 資格考 簡章 

報名期限 2016年11月4日(五)中午12：00前 

報名表格 請至官方網站下載相關資訊： www.tlpga.org.tw 

練習日 

 

報到日 

練習日：11月14日(一) 06：00~08：30  

11月15日(二) 06：00~08：16 

報到日：11月14、15日(一、二) 10：00~15：00 

比賽日期 2016年11月16日(三)至11月18日(五)  

比賽場地 
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一鄰赤柯山1號    TEL：(03)547-6331 

總獎金 新台幣250萬元 

參賽對象 

及資格 

1. 2016 TLPGA TOUR 台巡賽積分排名在80名以外之會員。 

2. 職業選手：1.本會之職業選手 

             2.其它承認協會之職業選手(需附證明)。 

3.  本國業餘選手: 

限差點4以下的台灣業餘選手報名，並附上差點証明正本(2016年度開立)，通

過資格賽可選擇保留業餘資格。 

4. 在2017年1月1日時年滿16歲的女子球員 

(如有例外者需專案向TLPGA相關單位申請並於2016年11月4日前獲准)  

參賽名額 

總人數60位。如報名人數超過60位，參賽優先順序如下：   

1. 台巡賽會員－依2016年TLPGA TOUR 積分排行(計算至2016年10月) 

2. 非會員－依報名完成順序 

報名費 新台幣15,000元，於報到日時繳交 

擊球費 

第一回合：NT$2193(桿弟2對4，含桿弟/保險費/球車等費用)於報到日繳交 

第二回合：NT$2193(桿弟2對4，含桿弟/保險費/球車等費用)於報到日繳交 

最終回合：NT$2193(桿弟2對3，含桿弟/保險費/球車等費用)於當日開球前繳交 

比賽辦法 

1. 三回合54洞比桿賽，兩回合晉級線為前50名(含同桿者)進入最後回合。 

2. 排名前20名(不含並列)獲得2017年台巡賽參賽資格(順序6)，並列者先以當回合

成績相比，如仍相同時，依序比後9洞、前9洞、第18洞起逐洞向前比較成績，

直至分出勝負。 

3. 未晉級者以第二回合成績排列，並列者以18洞成績比較，再比後9洞，再比前9

洞，再逐洞直至分出勝負。  

其它事項 
參加資格考的選手，在前兩回合中任一回合如繳出88桿以上(含)之成績則自動退

賽，將不能獲得任何2017台巡賽參賽資格。 

住房訊息 

晶悅精品旅館  新竹市東區關新二街49號 

電話：03-6667567   傳真：03-6667569 

標準客房(一大床)NT$2,000   //   精緻客房(二小床)NT$2,200 

1. 所有完成比賽的選手，將依資格賽之排名，分配至「2017 台巡賽資格及順序」所屬類別 

2. TLPGA TOUR 台巡賽聲明將保留權利，在任何時間，依需要而修改任何資格賽相關辦法及條

例。且所有資格賽申請案皆需符合 TLPGA TOUR 台巡賽規定 

http://www.tlpga.org.tw/


 

 

 

最終的參賽的名單會在 11 月 7 日(一)公佈於本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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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TLPGA TOUR 資格考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2016 年 11 月 4 日(五)中午 12：00 前 

個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國籍: 所屬協會/巡迴賽: 

生日(年/月/日)： 

 

手機： 

電話： 

 

傳真： 

 

E-MAIL： 

 

聯絡地址 : 

 

身份類別：  □職業球員            □業餘球員(限本國球員)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提供學校名稱、年級、科系、公函郵寄地址： 

 
 
 

 
 

簽名：                              日期：                                                      

 

報名方式：恕不接受口頭報名 

(1)職業球員：報名表填妥後，可用傳真方式報名並以電話確認 

(2)業餘球員：用掛號方式郵寄至協會，附上報名表及差點証明正本 

 
 

TLPGA  1049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69 號 12 樓之 2 

電話：(02)8771-1011   傳真：(02)8771-1014    

 



 

 

 

 

晶悅精品旅館 / A Plus Boutique Hotel Accommodation Reservation Request Form From  

November 13-19 

Deadline of Reservation 訂房期限 : Nov.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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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Tel : +886-3-6667567 / 傳真 Fax : + 886-3-6667569 

Email: aphcservice@gmail.com 

訂房代號 Rv No.<飯店填寫 

 

晶悅精品旅館 / A Plus Boutique Hotel   
新竹市東區關新二街 49 號 
No.49, Guanxin 2nd St.,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 Taiwan 
Tel : +886-3-6667567 / Fax : + 886-3-6667569 

■新訂房 New Booking 

入住日期 Check in Date： 退房日期 Check out Date： 

房客姓名 Guest name： 

訂房者 Personal： 聯絡電話 TEL： 

E-mail： 傳真 FAX： 

間 數

Room No. 

房 型 

Room type 

床型 

Bedding 

優惠價 

Special Rate 

備註 

Remark 

 
標準客房 

Standard Room 
   一大床 Double NT$2,000 NET 

贈送早餐 1-2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精緻客房 

Superior Room 
  兩小床 Twin NT$ 2,200 NET 

贈送早餐 1-2客 

Including 1-2 Breakfast 

※ 以上價格含稅及 10%服務費。 

The above room rates are in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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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收到飯店提供之訂房確認書，表示預訂完成且成功。 

The reservation will be successful and confirmed after our hotel has sent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with a 

confirmation number to our guests. 

※ 請於入住前 1天前通知取消或更改，若無通知及當日未到達將收取 1天的房費。 

Cancellation must be notified at least 1 day earlier than the arrival date to avoid the penalty charge. No show or 

Cancellation on the arrival date, ONE night deposit will not be refunded. 
※ 為保留您的訂房，請填寫以下信用卡資料，未提供者，飯店有權不接受您的預約訂房。 

   Failure to provide credit card for the room guarantee; hotel ha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at any time. 

信用卡資料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卡別 

Credit Card 
□ Visa □ Master □ AMEX □ DINER □其他 

有效日期(MM/YY) 

Card Expire date(MM/YY) 
 

卡號 Card #  

持卡人姓名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      / 

mailto:aphcservic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