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誼高爾夫球場第八屆同心協力盃 
109 年度四人二球男女配對賽簡章 

⼀、 活動目的：提倡正當休閒活動，推廣高爾夫球運動之合作精神與擊球樂趣。 

二、 主辦單位：信誼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信誼高爾夫球場）聯絡電話 07-6565280。 

三、 贊助單位：義大天悅飯店、高雄國賓大飯店、泛喬(股)公司、HONMA 高爾夫、MU Sports、蜜蜂故事館、

蘇格蘭皮爾斯威士忌、高仕高爾夫公司、神韻之友 Golf、中南莊園咖啡、百威啤酒、Rudy Project、

渣打銀行、小雨果巧克力 

四、 比賽時間：⺠國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報到，11：30 十八洞開球。 

五、 比賽地點：信誼高爾夫球場(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信誼路 1 號) 

六、 比賽方式：四人二球比桿賽，每組分成二對，男女各⼀配⼀搭擋，每洞發球台四人各發⼀球，男士於白色發

球台，女士於紅色發球台，70 歲以上於銀色發球台發球。 

同對二人發球後第二桿起可選擇其中落點最佳⼀球輪換續打至進洞為止，每洞不論何人打最後⼀

桿，不影響下⼀洞的發球序。 

七、 參賽資格：本球場男女會員或熱愛高球運動的男女球友搭擋共 72 對，不限年齡及國籍，參賽者若具職業選

手、專業教練及培訓球員等身分可報名參加，但主辦單位有權決議不列入計分排名。 

八、 報名方式：男女兩人結伴成對報名，恕不接受單⼀個人報名；報名成功-須完成繳交報名費與報名表。 

1.現場報名-請檢附報名表逕向本球場櫃台繳現報名。 

2.傳真報名-請匯款至「永豐銀行 苓雅分行 172-001-0001997-7 信誼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將匯款存單及報名表傳真本公司收，並請來電確認。。                                          

九、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三)止，額滿為止，逾期恕不受理，報名後概不受理取消退費。 

十、 報名費用：會員全含 NT$2,090 元、來賓全含 NT$3,000 元（含報名費 600 元：參加獎、賣店餐券及晚宴費，擊球費

用會員每人 1490 元，來賓每人 2400 元），本次比賽不適用其他擊球優惠。 

十⼀、 編組通知：4 月 22 日起於本球場公佈欄、信誼官網、LINE@及紛絲專頁公佈之，請自行查閱。 

十二、 記分方式：採 A 記 B、B 記 A 之對記方式。 

十三、 名次判定：先取總桿前三名，總桿相同者以 IN 九洞之成績和，較少者為勝，若成績再相同則以第 18 洞桿

數較少者為勝，若再相同則向前⼀洞比較、以此類推。總桿排名後，依新新⾙利亞計算，淨桿

相同時比差點，差點低者為優勝;差點相同時，以第 18 洞優先逐洞往前比較。 

十四、 比賽規則：依 2019R&A 高爾夫規則及信誼球場比賽單行規則辦理。 

十五、 獎    項：獎品豐富（請參閱背面，並感謝贊助單位的熱情贊助） 

十六、 頒獎及餐會：當日下午 17 時 30 分，於信誼高爾夫球場二樓餐廳舉行。 

※附    則：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公佈之。 
-------------------------------------------------------------------------------------------------------------------------------------------------------------------------

信誼高爾夫球場⺠國 109 年度同心協力盃四人二球男女配對賽報名表 
★請男女兩人結伴成對報名繳費，恕不接受單⼀個人報名★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通   訊   地   址 手機號碼 參加獎顏色 

 男 年  月  日 〒  
□艷紅 □亮綠

□深藍 □天藍

 女 年  月  日 〒  
□艷紅 □亮綠

□深藍 □天藍

報名地點：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信誼路 1 號                          TEL：07-656-5280   FAX：07-656-6276 

粉絲專頁 信誼官網 LINE@ 

※各色限量 50 個 
依報名順序登記 



球    賽    獎    項 

（一）參 加 獎：信誼 PAR72 多功能保冷袋乙個、中南莊園咖啡濾掛式乙包、浸泡式乙包。 
（二）總桿冠軍：每人獎盃乙座、高雄國賓大飯店提供豪華海景套房住宿招待券乙張(價值 10,000 元)、 

每人 HONMA 球桶乙個(價值 7,900 元) 、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四張。 
總桿亞軍：每人獎盃乙座、每人 Snowbee 輕量時尚衣物袋乙個(價值 3,500 元) 

每人 SPEY 總裁威士忌乙瓶(價值 1,800 元)、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三張。 
總桿季軍：每人獎盃乙座、每人 Snowbee 休閒萬用袋乙個(價值 2,080 元) 

每人高夫貝爾皮帶乙組(價值 2,000 元)、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二張。 
（三）淨桿冠軍：每人獎盃乙座、每人每人義大天悅飯店提供花園套房住宿招待券乙張(價值 15,000 元)、 

男：HONMA 球桶乙個(價值 9,600 元) 
女：MU SPORTS 球桶乙個(價值 25,200 元) 
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四張。 

淨桿亞軍：每人獎盃乙座 
男：HONMA 衣物袋乙個(價值 5,500 元) 
女：MU SPORTS 衣物袋乙個(價值 11,800 元) 
每人 HONMA 皮帶乙條(價值 3,700 元)、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三張。 

淨桿季軍：每人獎盃乙座 
男：HONMA 後背包乙個(價值 5,100 元) 
女：MU SPORTS 時尚手提包乙個(價值 7,200 元) 
每人 HONMA 萬用鞋袋(價值 2,000 元)、每人信誼球場免果嶺費擊球券二張。 

（三）30 週年獎：每人信誼 30 週年 FENIX POLO 衫乙件、信誼 30 週年帽子乙頂、Majesty 保溫瓶乙個、 
      (第 30 名)  FOREMOST PRO-TOUR X3 高爾夫球乙盒。 
（四）逢 6 跳獎：每人 HONMA 高爾夫球乙盒。(價值 1,200 元) 
（五）Ｂ Ｂ 獎：每人 SPEY 總裁威士忌乙瓶，1 組共 2 位。(價值 1,800 元) 
（六）摸 彩 獎：(上述得獎者除外) 

信誼--每人夏季果嶺費五折優惠券四張，5 組共 10 位。 
信誼--每人信誼福袋乙個(多功能手提袋+袖套)，5 組共 10 位。(總價 1,460 元) 
信誼--每人信誼 30 週年 FENIX POLO 衫乙件，5 組共 10 位。(價值 1,880 元) 
信誼--每人 Snowbee 輕量休閒包乙個+甲殼抗菌襪乙雙，2 組共 4 位。(總價 1,830 元) 

信誼--每人 Snowbee 皮帶乙條，2 組共 4 位。(價值 1,980 元) 
信誼--每人 SPEY 總裁威士忌乙瓶，4 組共 8 位。(價值 1,800 元) 

信誼--每人 HONMA 福袋乙個(置球包+Marker 鐵盒組+TEE)，2 組共 4 位。(總價 2,150 元) 
信誼--每人 HONMA 輕量衣物袋乙個，1 組共 2 位。(價格 2,500 元) 
信誼--每人 HONMA 托特包乙個，1 組共 2 位。(價格 5,200 元) 

特別贊助： 南聯百威啤酒--每人百威大浴巾乙條+ BRIDGESTONE 百威聯名紀念球乙盒，2 組共 4 位。 
小雨果巧克力--每人經典可可綜合禮盒乙組，3 組共 6 位。 
神韻之友 Golf--每人神韻藝術團門票乙張(價值 2,000 元)+Srixon 球乙盒+2020 神韻掛曆乙份，1 組共 2 位。 
渣打銀行--每人中華航空 15,000 哩程，1 組共 2 位。 
英酒威--每人皮爾斯 17 年調和首選威士忌乙瓶，3 組共 6 位。(價值 1,900 元) 
蜜蜂故事館--每人蜂和日麗蜂蜜禮盒乙份，1 組共 2 位。(價值 1,100 元) 
蜜蜂故事館--每人吉光森林蜂蜜禮盒乙份，1 組共 2 位。(價值 1,500 元) 
中南莊園咖啡--每人中南莊園尊爵咖啡禮盒乙組，3 組共 6 位。(價值 1,400 元)  
泛喬--每人義大皇家酒店 E-SPA 深層按摩券 100 分鐘乙張，1 組共 2 位。(價值 6,800 元/次) 
泰銘企業--每人 Ready Run 太陽眼鏡乙組，1 組共 2 位。(價值 1,680 元) 

泰銘企業--每人 Ready Run 太陽眼鏡乙組，1 組共 2 位。(價值 1,980 元) 

泰銘企業--每人 Rudy Project(SPINHAWK)太陽眼鏡乙組，1 組共 2 位。(價值 4,800 元) 

泰銘企業--每人 Rudy Project(SPACEGUARD)太陽眼鏡乙組，1 組共 2 位。(價值 6,800 元) 
MU SPORTS--每人 MU 晴雨傘乙支，2 組共 4 位。(價值 4,800 元) 

MU SPORTS--每人 MU 皮帶乙條+太陽眼鏡乙組+冷熱雙效敷袋乙個，1 組共 2 位。(總價 12,200 元) 

MU SPORTS--每人 MU 造型多用拉桿袋乙個，1 組共 2 位。(價值 16,800 元) 

*贊助夥伴持續加碼中! 
幸 運 獎： HONMA-每人 HONMA 短切桿乙支，1 組共 2 位。(價值 7,500 元) 

HONMA-每人 HONMA 推桿乙支，1 組共 2 位。(價值 8,800 元) 
HONMA-每人 HONMA - 2 星球道木桿乙支，1 組共 2 位。(價值 15,800 元) 

※渣打問卷禮：百貨公司 2,000 元禮券，共五名。(需現場填寫問券者方符合資格) 
（七）一桿進洞獎：每洞限第一位一桿進洞者。 

第 3 洞：HONMA 3 星 1 號木桿 NEW BERES ARMRQ47 10.5 R 乙支。(價值 36,800 元，HONMA 高爾夫-高雄店提供) 
第 6 洞：Mizuno 高爾夫球桿組一套。（價值$86,000 元,高仕高爾夫提供） 
第 13 洞：義大皇家酒店總統套房一晚。(價值$200,000 元,泛喬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第 17 洞：信誼球場一年免果嶺費(109/04/25~110/04/24)。 

《獎項公佈後，主辦單位得視贊助單位提供之獎品調整獎項及變更獎品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