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安瓦亞灣女子邀請賽--簡章 

比賽日期 2 月 22 日(三) ~ 2 月 24 日(五) 

截止日 2023 年 1 月 29 日(日)24 時截止 

參賽名單將於 1 月 31 日(二)公告於本會官網(www.tlpga.org.tw) 

比賽球場 Anvaya Cove Golf & Sports Club 

地址：Barangay Mabayo, Morong, Bataan 2108, 菲律賓 

電話：(02) 7943-4400 / 手機：(+63) 917-510-4653 

Email: golfmembers@anvayacove.com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動 

2 月 20 日 (一) 指定練習日 / 報到日 / 歡迎晚宴(晚上 6:00) 

2 月 21 日 (二) 職業-業餘配對賽 

2 月 22 日 (三) 第一回合 

2 月 23 日 (四) 第二回合 取前 4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2 月 24 日 (五) 最終回合 / 正式比賽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 LPGT 

共證單位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The LPGA of Taiwan)  

總獎金 美金$100,000 

參賽資格 1. 參賽選手不超過 80 名選手(含 TLPGA 巡迴賽& LPGT 名額).  

2. 依 TLPGA 巡迴賽 2023 年參賽資格與順序: 50 名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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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名選手(含同桿者)進入最後回合。 

3. 第一名(champion)成績如遇平手時，必須採取加洞驟死賽之方式(sudden death）產

生冠軍，延長加洞賽的洞別則由比賽執行委會員決定後逐洞競技至勝負分曉。  

報名費 USD$100 

請於報到時繳交現金給 TLPGA 工作人員。 

報名方式 於 1/29 報名截止前透過 TLPGA 線上報名：http://tlpga.org.tw/ApplyOnline.php 

桿弟費 練習日及正式比賽期間- 

球場桿弟: PHP700(最低)，自行向球場付費。 

自備桿弟: PHP600，請於報名時登記，並自備沙袋。報名截止日後桿弟狀態不再修改。 

報到日 2/20(一)請攜帶護照影本報到 / 地點：賽事辦公室 

指定練習日 2/20 (一)可使用自備桿弟(PHP600)，記得備註。預約請聯繫 Joy: +639179222445 

(WhatsApp)，有問題請聯繫 TLPGA。 

練習場 位於 10 洞梯台旁，暖身球(warm up)可免費使用。 

住宿資訊 Anvaya Cove Golf & Sports Club  官網 https://anvayacove.com/golf-sports-club/ 

email: sports.club@anvayacove.com  

 以下房費為每人每晚，未稅。 

 所有收費均需加收 10%服務費。 

http://tlpga.org.tw/ApplyOnline.php


 

 包括會館內的每日自助早餐 

 不允許開火做飯。 

 不允許外帶食物 

 入住時付款 

2 房 2 衛(可住 3 人) 2 房 2 衛(可住 4 人) 1 房(2 人) 

1 張大床、2 張小床 

(128-130 平方公尺) 

1 張大床、2 張小床 

外加 1 床 

(128-130 平方公尺) 

2 張小床 

PHP3129.17 約 USD56.89 PHP2362.50 約 USD45.23 PHP3162.5 約 USD57.5 
 

歡迎晚宴 2/20 (一)晚上 6 點 

配對賽 選手（大會指定參加配對賽之選手）有義務參加配對賽和相關活動。*無任何健康因素

缺席職業業餘配對賽的選手將被罰款。 

日期：2/21 

日程：待定 

COVID-19 1. 所有選手皆須施打三劑疫苗(兩劑疫苗+一劑追加劑)，並請攜帶疫苗卡。 

2. 如果選手有以下情況，則不得參加比賽： 

a. 類流感症狀或身體感覺不適，例如頭痛、咳嗽和感冒。 

b. 高危險族群，例如有既往病史者。 

交通 機票自理. 機場: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 (NAIA) Pasay City, Manila 

機場接駁：巴士 PHP1,500(每人) 

提供 2/19 機場到球場、2/24 球場到機場接駁，時間表待定。 

 

租車：AVIS https://avis.com.ph Viber: +63.977.3520129 

email: customercare@avis.com.ph | reservation@avis.com.ph  

24 小時專線: +63 977.3520129 or +63963.6299870 

可 Email 或線上預約https://avis.com.ph/airport-transfer/ 

 

有提供賽事周接駁，時間待定。 

其他 1. 餐點：選手會於辦理入住時得到消費本。消費本可用於大部分球場餐飲、消費、設

施使用，包含健身房、Beach & Nature Club。可於退房時總結費用。餐飲僅供應到

晚上十點。 

2. 球車免費租用。 

3. 賽事辦公室及繳卡處皆位於 Horizon B Function Room 

4. 請務必在離開前，檢查飯店、球場所有消費是否結清。 

5. 觀眾入場費：PhP1,800，租用球車每人外加 PhP500。 

TLPGA 

選手聯絡 
謝季庭 02-87711011 / taiwan.lpga@msa.hinet.net 

https://avis.com.ph/airport-transfer/


 

PGTI 連絡 Tournament Administrator: Jhiue P. Castillo 
+639283165678 +63 969 531 2835 
Email add: pilipinasgolftournamentsinc@gmail.com 

 

 

mailto:pilipinasgolftournamentsin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