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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香港女子公開賽--簡章 

報名截止日：2016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5：00 前 

[日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6 月 6 日(一) 練習日 / 報到日 

6 月 7 日(二) 練習日 / 報到日 

6 月 8 日(三) 配對賽 / 高球教學 / 雞尾酒宴 / 練習日 

6 月 9 日(四) 練習日 

6 月 10 日(五) 第一回合 

6 月 11 日(六) 第二回合，取前 50 名(含同桿者)進入決賽 

6 月 12 日(日) 最終回合 / 頒獎典禮 

6 月 13 日(一) 慈善配對賽 

 

[賽事] 

總獎金：美金$150,000，冠軍獎金將為美金$22,500。 

比賽球場：香港高爾夫球場-Old Course 

地址: Lot No. 1 Fan Kam Road, Sheung Shui,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連絡電話: (852)2670-1211 

[參賽資格] 

1. 總人數不超過 115 名。 

2. TLPGA TOUR65 選手、LAGT25 位選手、CLPGA10 位選手、HKPGA,HKGC&贊助商推薦 15 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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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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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並準備護照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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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6 日(一) 8：30 開始  

6 月 7 日(二) 8：30 開始 
NT$2,000 



 

[練習日及費用] 無事先預約者，球場有權利不接受讓您下場練習 

6 月 6 日:練習時間從 7:00AM 開始  

6 月 7 日:練習時間從 7:00AM 開始  

6 月 8 日:練習時間依實際公告為主 

6 月 9 日: 練習時間從 7:00AM 開始 

香港高爾夫球場可以提供球場桿弟，桿弟費為港幣$500/一回合。 

請選手向賽事辦公室預約開球時間(採先到先登記制) 

[練習場] 開放選手免費練習    

免費提供練習球，練習場營業時間從 7:00AM 開始，正式賽事期間將會提早營業。 

[正式比賽桿弟 & 擊球費用]  

此場賽事可自備桿弟。 

香港高爾夫球場可以提供球場桿弟，桿弟費為港幣$500/一回合。 

[選手村] 選手需自行向飯店訂房，並填寫附件「訂房預約單」 

飯店名稱:Regal Riverside Hotel  

飯店地址: 34-36 Tai Chung Kiu Road, Shatin, Hong Kong 

連絡電話: (852)2132-1370 

傳真: (852)2132-1325 

網址: www.regalriverside.com 

自助早餐:港幣$80/一個人。 

 

房型 價格 

高級單人/雙人客房 港幣$583/晚 

三人家庭客房 港幣$748/晚 

四人家庭客房 港幣$913/晚 

1. 此價格只適用於 2016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13 日，訂房截止日:5 月 17 日 

2. 上述價格已包含 10%服務費，不包含稅金。 

3. 上述價格不含早餐，如需要請另外於訂房單預訂。 

4. 取消政策:全數預繳之金額於預定房間時皆於閣下所提供之信用卡帳號扣款，不可退還。訂房一

經確認，恕不接受取消或更改。若未能入住飯店，預繳之金額將不獲退還。 

5. 如您需接機服務，請於訂房單上勾選。 

[獎金]  

獎金將扣當地稅金 15%及賽務基金 5% 

[更衣室]  

選手至球場接待處領取衣櫃鑰鑰匙，需繳交押金港幣$100，鑰匙由選手自行保管，賽事結束歸還

鑰匙並退還押金。      

[簽證]  

台灣選手需自行辦理”台灣居民預辦入境登記” 

[職業、業餘配對賽]  

被安排參加配對賽的選手，必須參加配對賽的所有活動，配對賽選手挑選權為主辦單位決定。 

選手取消參加配對賽需提供醫生證明，否則將被懲款。 

 

http://www.regalriverside.com/


 
 

 
 

參賽資格會依「2016 TLPGA 巡迴賽」的參賽順序辦法實施， 

最終的參賽的名單會在 5/6(五)公佈於協會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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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香港女子公開賽-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2016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5：00 前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完整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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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住址： 

需要請假公函者，請填寫：學校名稱/科系/年級 

 

是否參賽： 

□參加比賽      □不參加參賽 

是否自備桿弟：(三回合皆可自備桿弟) 

□自備桿弟      □球場桿弟 

 



To :  Mr Michael Fung Date                   日期 :
Fax Number               傳真號碼 : (852) 2132 1370 Website 網址 :
Tele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 (852) 2132 1325 Email 電郵地址 :

Conference:

From :
Your Name               姓名 :
E-mail                       電郵地址 :
Fax Number             傳真號碼 : Tele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

1) Mr先生 / Mrs女士 / Miss小姐 :
2) Mr先生 / Mrs女士 / Miss小姐 :
3) Mr先生 / Mrs女士 / Miss小姐 :
4) Mr先生 / Mrs女士 / Miss小姐 :

Arrival Date              入住日期 : Flight 航班:
Departure Date        退房日期 : Flight 航班:

Transportation         交通 : Schedued Airport Shuttle Bus at HK$130net per person per way           (      )
(based on hotel fixed schedule with limited seats. Prior reservation is must)
酒店穿梭巴士服務來往機場及酒店 , 單程每位HK$130net , 必需預先預訂,先到先得

*Please note that the above shuttle bus and limousine charges are subjected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以上穿梭巴士及豪華轎車服務如有更改,將不作另行通知

ROOM CATEGORY
Superior Single / Twin Room 高級單人/雙人客房

Triple Room 三人家庭客房

Quadruple Room 四人家庭客房

Buffet Breakfast    自助早餐

- Free room internet access (4 IP address per room), use of Fitness Center and outdoor Swimming Pool and daily 1 bottle of distilled water per person
免費享用房內無線高速上網服務 (只限4名用戶登記), 酒店三樓之健身室及戶外游泳池及每人每日蒸餾水乙瓶

Rates are inclusive of 10% service charge per room per night 上述價格包括10%服務費

The above offers are valid on June 5 - June 13, 2016; Availability is valid on or before May 17, 2016.
以上房價只適用於2016年6月5日至6月13 日，有效期至2016年5月17日

FINAL confirm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room availability and quote.
最終房間確認將視乎供應情況而定

Special Request 特別要求 : Double Bed 單人客房  (       )     Twin Bed 雙人客房  (        )
* Request of preferences is subject to hotel’s availability and confirmation

如有特別需求，將視乎酒店的供應情況及確認

 
Guaranteed Arrival By :
Name print on Credit Card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
Card Type                         信用卡種類 :
Credit Card Number           信用卡號碼 :
Expiry Date                        有效日期 :

Shuttle Bus Service - Bus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Hotel bears no liability for guests taking this shuttle bus service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Regal Riverside Hotel shall

Regal Riverside Hotel for all losses or expenses so incurred in relation to any claims arising our of the shuttle bus services.

穿梭巴士服務 - 巴士時間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不論任何情況，酒店不會對客人乘坐穿梭巴士負上任何責任。

麗豪酒店將不承擔客人因乘坐穿梭巴士而對該客人造成之損失／損害／傷亡，如麗豪酒店因穿梭巴士服務而招致損失，貴公司須對麗豪酒店作出賠償。

Failure to arrive at the hotel will result in forfeiture of the prepayment. No cancellation or amendment is allowed for the Promotional Rate you've confirmed.

Hotel Official Check-in Time : 1400 hours / Check-out Time : 1200 hours

酒店入住時間: 下午二時 / 退房時間: 中午十二時

HK$913net                                               (        ) 

No. of Rooms 房間數目

Tel: (852) 2649 7878  Fax: (852) 2637 4748  
www.regalriverside.com

麗豪酒店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losses/damages/injuries of guests taking shuttle bus services service and your company shall hold Regal Riverside Hotel harmless & shall indemnify/keep indemnifying

Guarantee / Cancellation - a full non-refundable prepayment for the entire stay has been charged to your credit card at time of booking.

mm/yy(月/年)

REGAL RIVERSIDE HOTEL

34-36 TAI CHUNG KIU ROAD, SHATIN, HONG KONG
香港沙田大涌橋道34-36號

取消政策 - 全數預繳之金額於預訂房間時將由 閣下所提供之信用卡帳號扣款，不可退還。訂房一經確認，恕不接受取消或更改。若未能入住酒店，預繳之金額將不獲退還

www.regalriverside.com
rrh.corpd@regalhotel.com

Hong Kong Golf Club
(June 6 - 12, 2016)

The Hong Kong Ladies Open 2016

VISA / MASTER / DINERS

HK$583net                                               (        ) 

HK$80net per person 1 位                       (        )

Non-Smoking 非吸煙 (       )

Confirmation No. 確認號碼Surname 姓 First Name 名

Limousine (豪華轎車) at HK$850  (     )

HK$748net                                               (        ) 

http://www.regalriverside.com/
http://www.regalriverside.com/
mailto:rrh.corpd@regal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