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建大輪胎盃  簡章 

比賽日期 9 月 8 日(三) ~ 9 月 10 日(五) 

截止日 2021 年 8 月 16 日(一) 中午 12：00 截止 

參賽名單將於 8 月 18 日(三)公告於本會官網(www.tlpga.org) 

日程安排 

 

日期 活動 

9 月 6 日 (一) 報到日 / 指定練習日 

9 月 7 日 (二) 記者會 / 職業-業餘配對賽 / 歡迎晚宴 

9 月 8 日 (三) 第一回合 

9 月 9 日 (四) 第二回合，取前 4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9 月 10 日 (五) 最終回合 /正式比賽頒獎典禮 
 

比賽球場 台豐高爾夫俱樂部 (Taifong Golf Club)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77 號          電話：(04)-852-0101 

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協辦單位 台豐高爾夫俱樂部 

冠名贊助 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參賽資格 1. 總人數 90 名。 

2. 職業選手：依照 2021 TLPGA 巡迴賽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3. 業餘選手：差點 10 以內的 12 至 24 歲台灣女生業餘選手。(*需檢附 6 個月內有效差

點証明)。本賽事如欲缺額，將依 TLPGA 遴選辦法推薦業餘選手。 

4. TLPGA 推薦業餘選手之標準： 

(1) 2021 台巡賽推薦業餘選手積分排名 

(2) 世界業餘排名 

(3) 近兩年內至截止日前的優異比賽成績 

5. 冠名贊助單位推薦 5 名，球場推薦 2 名。(不限職業業餘) 

比賽辦法 1. 本比賽為三回合 54 洞之比桿賽，至少須完成 36 洞，方能申請世界積分。 

2. 選手第一回合成績達到或超過 88 桿，則將被取消第二回合參賽資格。 

3. 前二回合結束，取成績最優之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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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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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決定後逐洞競技至勝負分曉。附註：如職

業選手和業餘選手(或業餘選手和業餘選手)第一名成績相同時，亦舉行加洞驟死賽之方

式(sudden death)，逐洞競技至勝負分曉，業餘選手榮膺冠軍時，可獲得冠軍獎盃，而

獎金則由最優的職業選手獲得。 

5. 其他名次平手時： 



a. 職業選手，根據平手人數應得之獎金總和平分之。 

b. 業餘選手其他名次如有成績相同需要分出勝負時，則依最後回合成績較優者為優

勝，如再平手時，則由最後一回合記分卡第十八洞的成績逐洞往 前比對至勝負分

曉。 

6. 本比賽依照最新公佈之 R&A 國際高爾夫規則及比賽執行委員會所核定之單行規則，

比賽執行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定。 

7. 如因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比賽時，由比賽執行委員會裁定之。如已

完成一回合之比賽時，即依照獎金分配表所列獎金的 70%頒發給前 40 名選手(含同桿

者)。如因故無法完成一回合之比賽時，則發給職業選手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車馬費。 

8. 如因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比賽時，當天桿弟費不需支付；如已開球

但無法完成一回合之賽程時，當天桿弟費選手須支付。 

獎金 總獎金新台幣 300 萬 / 冠軍獎金新台幣 55 萬 

報名費 台巡賽會員 NT$2,500. / 非台巡賽會員 NT$4,000. (僅收台幣) 

擊球費 本比賽最終回合開放自備桿弟，選手須於報名時登記，報名截止日後不能更改。 

前兩回合使用球場桿弟，桿弟 1 對 3：NT$2,245 

最終回合 a. 球場桿弟 1 對 1：NT$1,600 

         b. 自備桿弟：NT$1,565 

第一、二回合擊球費於報到日時繳交。最終回合擊球費由選手比賽後自行至櫃台繳費。 

練習設施 無練習場，只有練習果嶺。 

報到日 9 月 6 日(一) 05：3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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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練習

日 

9 月 6 日(一) 開球時間：6:00~8:00、10:30~12:00 

每回合擊球費用: 1 對 4 NT$2,095、 1 對 3 NT$2,195(桿弟安排依球場現場作業為主) 

1. 選手請事先電話預約練習，三人以上才可練習，不可跳洞練習。 

2. 請選手們注意練習速度，不要影響球場擊球行進速度。 

3. 比賽梯台僅限於指定練習日開放練習。 

官方住宿 (A)雅迪飯店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南和街 51 號 電話：(04)833-2333 

選手自行去電向飯店訂房，訂房是請告知是 TLPGA 參賽選手 (以下費用含早餐) 

房型 價格(NTD) 

標準一大床 平日:$1,480/假日:$1,580 

精緻兩小床 平日:$1,800/假日:$1,900 

VIP 房(一大床) 平假日一人:$2,000/二人:$2,200 

三人房(一大一小床) 平日:$2,200/假日:$2,400 

家庭四人房(兩大床) 平日:$2,800/假日:$2,900 



(B)康橋商旅--員林館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 10 號 電話：(04) 838-1866 

選手自行去電向飯店訂房，訂房是請報 協會統編(14298559) 即可享有以下優惠： 

(以下費用含早餐) 

房型 價格(NTD) 

經濟客房(一大床) 平日:$1,680/假日:$2,280 

標準客房(一大床) 平假日一人:$1,780/二人:$2,290 

商務四人房(兩大床) 平日:$3,080/假日:$3,880 
 

記者會 9 月 7 日(二) 10：00       地點：待定   

服裝規定：高爾夫球服 

對象：配對賽選手必需參加大會所安排的記者會，及配對賽相關活動。 

配對賽暨 

晚宴 

配對賽：9 月 7 日(二)，9：30 前報到完畢，11：10 開球儀式，11：30 準時開球。 

晚宴：預計 17：30 開始 

對象：配對賽選手必需參加大會所安排的配對賽相關活動。 

※晚宴服裝規定：正式服裝或洋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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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五) 預計 14：00 開始。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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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選手違反規定者扣 50%獎金；業餘選手違反者，大會有

權拒絕您下次報名比賽，請各位選手妥善安排行程。 

更衣室 1. 比賽期間前兩回合使用男更衣室，最終回合使用女子更衣室。 

2. 更衣室嚴禁吸煙。 

碼數本 大會提供選手每人一本，報到時領取。 

餐飲消費 比賽期間賣店及球場消費一律使用現金。 

醫療 護士：配對賽及正式比賽(9/7~10)安排於西薩會館一樓。 

獎金 

分配表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名次 獎金 

1 550,000 11 52,000 21 36,500 31 27,000 

2 290,000 12 49,500  22 35,500 32 26,500 

3 175,000 13 48,000 23 34,500 33 26,000 

4 125,000 14 46,500 24 33,500 34 25,500 

5 100,000 15 45,000 25 32,500 35 25,000 

6 84,000 16 43,500 26 31,500 36 24,500 

7 73,000 17 42,000 27 30,500 37 24,000 

8 65,000 18 40,500 28 29,500 38 23,500 

9 58,000 19 39,000 29 28,500 39 23,000 

10 55,000 20 37,500 30 27,500 40 22,750 

 



1. 總獎金新台幣 300 萬元，TLPGA 協會賽務發展基金佔總獎金 10%。 

2. 獎金將依名次頒給職業球員前 40 名，如因平手而致有超出 40 名之情形時，以按超出

人數每人 NT$22,750 元計算之金額(其總額不得超過 NT$1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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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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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本會會員專款經費。 

其他 1. 第一回合編組表於 9 月 6 日(一)下午 5 點公佈於球場賽事公佈欄。 

2. 參賽選手賽前練習優惠：平、假日擊球費，職業選手依年度排名前 20 名-NT$1,140；

20 名後- NT$1,995 (皆為桿弟 1 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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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大會期間請選手配合各項相關防疫措施。 

氣候 氣候炎熱，須注意防曬。建議攜帶防曬、防雨衣物。 

協會網站 www.tlpg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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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單位：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楊銀明總裁 & 楊啟仁董事長 

協辦單位：台豐高爾夫俱樂部 - 林伯實董事長 

mailto:taiwan.lpga@msa.hinet.net


報名截止日：8 月 16 日(一)中午 12：00 

參賽名單將於 8 月 18 日(三) 公告於本會官網(www.tlpga.org) 

=================================================== 
2021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巡迴賽-建大輪胎盃 報名表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完整填寫) 

中文名字：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 

 

國籍： 

 

手機 和 電話： 

 

E-mail：  

最終回合桿弟狀態： 

球場桿弟          自備桿弟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填寫以下資訊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 _________ 

寄送方式: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住家 宿舍: _____________ / 學校辦公室: _______________ [處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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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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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職業選手報名方式擇一如下， 

a. 線上報名：http://tlpga.org.tw/ApplyOnline.php 

b. E-mail 報名表至協會信箱 

1. 選手有責任確認自己是否完成報名手續，恕不接受口頭報名，謝謝!! 

2. 選手聲明：本人承諾在本賽事期間願遵守 TLPGA 所制定之參賽選手手冊、比賽辦法及當地規則等之規

定。 

 

*業餘選手：請參閱業餘選手簡章。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TL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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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lpga.org.tw/ApplyOnline.php
mailto:kato@lag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