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信誼盃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簡章
※本球賽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疫情分級，若三級以上則停辦此次球賽，
二級以下時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辦理。
一、 活動目的：激勵青少年學員球技與運動禮儀、學養之提升，增加正式比賽經驗。
二、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三、 主辦單位：信誼高爾夫球場、財團法人敬典文教基金會
四、 贊助單位：TaylorMade
五、 聯絡方式：電話：07-6565280

傳真：07-6566276

六、 參賽資格：凡年滿 8 歲未滿 25 歲之在學高爾夫愛好者。
七、 比賽日期：民國 111 年 07 月 19 日、07 月 20 日(星期二、三) 早上 06：00 TEE OFF。
八、 比賽地點：信誼高爾夫球場（地址：84049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信誼路 1 號）。
九、 比賽報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07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截止，逾期不再接受報名。
2.報名費用：新台幣 350 元整（含第二天頒獎餐費），報名時請先繳付，報名後概不退還。
3.報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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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報名表，報名費用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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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公司，並請來電確認。
③網路報名:請上網填寫報名表，匯款或轉帳完成後，將匯款存單傳真至本公司，並請
網路報名

來電確認。

4.球場費用：每 18 洞 1,980 元(含果嶺費、電動車、設施維護費、桿弟費、保險費等)由球員自付。
十、 比賽方式：
1.比賽為期 2 天，採 36 洞無差點計分總桿賽。
2.比賽分組：依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青少年培訓年齡規定分組，計算年齡日以比賽當日為基準。
男子組： ①男子公開組：滿 19 歲至 25 歲未滿，於藍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與男A 組合併計算成績)

②男子 A 組 ：滿 15 歲至 19 歲未滿，於藍梯發球。
③男子 B 組 ：滿 13 歲至 15 歲未滿，於白梯發球。
④男子 C 組 ：滿 11 歲至 13 歲未滿，於紅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C.D 組合併計算成績)
⑤男子 D 組 ：滿 8 歲至 11 歲未滿，於特設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C.D 組合併計算成績)
女子組： ①女子公開組：滿 19 歲至 25 歲未滿，於白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與女A 組合併計算成績)
②女子 A 組 ：滿 15 歲至 19 歲未滿，於白梯發球。
③女子 B 組 ：滿 13 歲至 15 歲未滿，於白梯發球。
④女子 C 組 ：滿 11 歲至 13 歲未滿，於特設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C.D 組合併計算成績)
⑤女子 D 組 ：滿 8 歲至 11 歲未滿，於特設梯發球。(參賽未滿3 人則C.D 組合併計算成績)
3.調整編組與成績計算：
①比賽執行委員會有權依當日球員報到情形調整分組、編組及調整後之球道發球，不得異議。
②若成績平手時比較最後一回合成績，如最後一回合成績仍相等，則以最後一回合 IN 後九洞
(NO.10~NO.18)之總桿數，如後九洞桿數仍相等，則依序以第 18、17、16 洞往前推之決定勝負。
③因天氣或其他重要因素，比賽執行委員會可臨時取消部份比賽，但各組至少需比賽完 18 洞方為
有效，大會可依據已完成之回合宣佈名次。

十一、

頒

獎：比賽結束後中午 12：30 於球場餐廳進行餐敘及頒獎典禮。

※頒獎餐會將視疫情狀況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規定調整辦理。
★信誼盃總冠軍：TaylorMade Stealth 闇影開球木桿乙支。
★男子總冠軍：獎盃乙座、HONMA 球桶乙個、女子總冠軍：獎盃乙座、HONMA 球桶乙個。
本次賽事獎項以符合”R&A 業餘身分 3-2.獎品之限制”的規定發放等值禮券。
比賽成績各組每五名敘獎一名，最多敘獎五名。
男、女公開組：冠軍獎助學金各 10000 元、亞軍獎助學金各 5000 元、季軍獎助學金各 3000 元。
男、女 Ａ 組：冠軍獎助學金各 10000 元、亞軍獎助學金各 5000 元、季軍獎助學金各 3000 元。
男、女 Ｂ 組：冠軍獎助學金各 6000 元、亞軍獎助學金各 3000 元、季軍獎助學金各 2000 元。
男、女 C.D 組：冠軍獎助學金各 3000 元、亞軍獎助學金各 2000 元、季軍獎助學金各 1000 元。
第四名、第五名得獎者：精美獎品乙份
十二、比賽規則：本比賽根據 R＆A2019 高爾夫規則及信誼高爾夫球場單行規則併用執行之，如有爭議
以比賽執行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定。
十三、比賽記分：採球員各人互記法（一人記同組另一人）
，比賽完畢由記分員與比賽球員確認簽名後，
由本人將記分卡交由計分台審核。如發現舞弊或其他嚴重違規，立即取消比賽資格。
十四、賽前練習：凡選手報名手續完成後，賽前至本球場預約擊球，憑身分證件 18 洞果嶺費平日 650
元，假日 1410 元收費。
十五、注意事項： 1.需着正式服裝及高爾夫球鞋下場，不得穿着無領上衣、牛仔褲。
2.比賽期間不得在球道吸菸或嚼食檳榔，並嚴禁使用行動電話，違者取消資格。
3.本賽事選手可使用測距器(但不能備有坡度功能)。
4.本賽事主辦單位有權視天氣狀況提前、延後或停止比賽。且有權視報名與報到人數
之狀況調整名次之選取。
5.本賽事主辦單位有權視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狀況延後或停辦此次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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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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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表、比賽成績公布於信誼官網 www.hsinyigolf.com.tw 及中華高協網站 www.gar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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