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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ICTSI 菲律賓女子大師賽--簡章 

報名截止日：11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5：00 前 

[日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12 月 4 日(一) 練習日 / 報到日 

12 月 5 日(二) 練習日 / 報到日 

12 月 6 日(三) 職業-業餘配對賽 暨 配對賽餐會 / 下午開放練習 

12 月 7 日(四) 第一回合 

12 月 8 日(五) 第二回合，取前 6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12 月 9 日(六) 最終回合 /頒獎典禮(預計 2 點) 

[賽事] 

總獎金：USD80,000. 

比賽球場：The Country Club 

Brgy.Don Jose & Sto. Domingo, Sta. Rosa, Laguna, 

TEL：(049)554-9600 

[參賽資格] 

(1)總人數不超過 120 名。 

(2)依照 2017 TLPGA 巡迴賽參賽順序辦法實施，TLPGA Tour 名額為 3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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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不接受電話報到。 

 

 

日期/時間 
報名費 

TLPGT 會員 非 TLPGT 會員 

12 月 4 日、5 日 

08：00 ~ 16：00 
NT$2,000 NT$3,500 



[練習日及費用] 不可一人下場練習，無事先預約者，球場有權利不接受讓您下場練習  

12 月 4 日(一)9：00 ~ 15：00，僅限自第一洞開球，最多 3 人一組，於賽事辦公室預約。 

12 月 5 日(二)  

7：30 ~ 8：45，雙邊開球，最多 2 人一組，不需預約，從第 10 洞開球僅限打 9 洞， 

繼續練習需重新預約。 

9：00 ~ 15：00，限從第一洞開球，最多 3 人一組，於賽事辦公室預約。 

12 月 6 日(三) 

12：30 ~ 15：00，限從第一洞開球，最多 3 人一組，於賽事辦公室預約。 

12：40 ~ 14：00，僅限打 9 洞，最多 3 人一組，於賽事辦公室預約。 

[配對賽]  

日期：12 月 26 日(三)，早上 8：00 同時開球，比賽方式為 Net Best Ball，午宴暨頒獎典禮於下午

2 點舉行。 

[練習場] 免費使用練習場 06：00 ~ 18：00 

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06：00 ~ 18：00(17：00 之後停止供應練習球) 

[正式比賽桿弟安排及費用] 

(1)賽事期間，球員必需用桿弟。 

(2)球場桿弟每回合擊球費用 PHP 700(美金 14 元)，桿弟小費最少 300 PHP，球員需每日購買桿弟券。 

(3)自備桿弟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4)已預定使用球場桿弟者，若第三回合欲更換為自備桿弟時，仍需支付桿弟費。 

(5)桿弟需求請於報名表上登計，如欲調整桿弟狀態請於 11/30 前告知協會，逾期恕不受理。 

[選手村]訂房方式未定，將另行通知 

飯店名：Seda Nuvali - Nuvali 

地址：Lakeside Evozone, NUVALI, Sta. Rosa City, Laguna, 4026 Philippines  

電話：(6349) 2558888 | (6349) 5433788 

網址：http://www.sedahotels.com/nuvali/index.php 

房價：PHP 4,588.38 (含早餐)(單人房和雙人房) 

(1)免費提供往返球場、飯店的接駁車，接駁時間表將張貼於公佈欄上。 

[獎金分配表] 總獎金 美金 8 萬 

依據菲律賓稅法規定，菲律賓國籍者扣所得稅 20%，其他國籍者扣所得稅 25%。 

[更衣室] 

(1)免費使用更衣室，無需押金，但需每日歸還衣櫃鑰匙。 

[球具寄放處] 

臨時會所中。 

 

http://www.sedahotels.com/nuvali/index.php


[餐飲]  

球場提供球員免費餐飲，12 月 6 日(三)：早餐及午餐  /  12 月 7、8、9 日(四、五、六)：午餐 

其他人員需自費。 

[碼數本] 

每本 US$15. (PHP 750) 

[醫護] 

賽事期間將提供醫生和理療師的服務。 

[交通] 

馬尼拉國際機場 Manila International Airport (NAIA) 

提供付費接機服務，價格及預定方式，後續提供。 

[其他] 

由於球場會館空間較小且是純會員制，賽事期間將另安排一區域臨時搭建作為臨時會所，球員的所

有活動都將在臨時會所進行，包括餐廳、賽事辦公室、計分處、更衣室、球員寄放處等等。不建議

球員使用原有會館設置。 

 
 



 

 
參賽資格會依「2017 TLPGA 巡迴賽」的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最終的參賽的名單會在 11/17(五)公佈於協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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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ICTSI 菲律賓女子大師賽-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11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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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傳真方式報名並以電話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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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職業              ⼞業餘 

e-mail： 

住址：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提供以下資訊 

學校名稱/科系/年級：                                                  

公函寄送地址：⼞⼞⼞-⼞⼞ 

                                                                     

是否參賽： 

⼞參加比賽       ⼞不克參賽 

桿弟狀態： 

⼞自備桿弟       ⼞球場桿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