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R.I.3520地區
3520地區2011
地區2011~
2011~12年度年會高爾夫
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年度年會高爾夫『健康100從心開始
健康100從心開始』
從心開始』聯誼賽
比賽辦法及獎勵
1、主辦單位：國際扶輪3520地區
2、承辦單位：台北陽明扶輪社
3、協辦單位：台北百齡、華岡、福齡、華友、華朋、九合扶輪社
4、比賽日期： 2011年12月09日(星期五)上午場/05:30am報到，06:15am合影，06:30am Tee off
下午場/11:00am報到，11:45am合影，12:00pm Tee off
5、開球時間：【上午場】06:25由總監DG Tommy主持開球儀式，同時以Shot Gun方式18洞同時
開球，比賽正式開始。參加者應準時報到，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
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
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同組
球友已開球完畢，
球友已開球完畢，仍未到場之同組球友其成績不列入計算。
仍未到場之同組球友其成績不列入計算。
【下午場】下午場:12:00pm繼續同時以Shot Gun方式18洞同時開球，參加者應準時報到
，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
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同組球友已開球完畢，
同組球友已開球完畢，仍未到場之同組球友其
，依序出發至指派之發球洞，
成績不列入計算。
成績不列入計算。
6、比賽地點：東華高爾夫球場（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東華路99號）（TEL:02-2606-1790）
7、比賽規則：
7.1.依球場單行規則及R&A頒佈之規則。男性球員於白梯發球，民國35年12月09日前出生者(含)於
銀梯發球。女性球員於紅梯發球。
銀梯
7.2.為加快球賽進行，每洞果嶺上以洞口為中心，劃一半徑45公分之圓圈，選手將球進該圓圈範圍
內（含壓線）加1桿算OK，球立即拾起。
7.3.本次活動採男、女社友混合計算比賽成績。
7.4.請以高標準接受扶輪四大考驗，如有報名頂替或不符合比賽資格者，其成績不列入競比。
7.5.恕不接受球友私下更改編組，以維持比賽順暢及大會工作人員作業之流暢。
7.6.各組成績統一由桿弟登記，18洞擊球結束後每位球員均需於計分卡上簽名，並由桿弟交回大會
。當日比賽成績由東華球場統一登錄計算後，再將成績交由大會公佈。
7.7.如參賽資格、比賽規則、桿數計算、差點計算或其它有關比賽之爭議，以裁判組之裁決為最後
決定，不得異議。
7.8.比賽當天之組別搭配均由主辦單位預先安排，為求賽事能如時順利進行，敬請配合，請勿私下
請勿私下
找人頂替或隨意更換組別。
找人頂替或隨意更換組別。
7.9.若因氣候不佳，由主辦單位宣佈是否延期或取消。
8、報名資格：
(寶尊眷不列入團體賽成績競比)
8.1.限國際扶輪3520地區社友、寶尊眷，方可報名參加。(
寶尊眷不列入團體賽成績競比)
8.2.每社原則6人，若報名人數超過6人，第7人以後均列為候補。若報名人數踴躍，主辦單位將權宜
增加比賽場次。
8.3.報名參加團體組比賽之社友
報名參加團體組比賽之社友，
報名參加團體組比賽之社友，需入社滿一年或以上。
需入社滿一年或以上。創社未滿一年之扶輪社不在此限。
創社未滿一年之扶輪社不在此限。
8.4.社友中具有高爾夫職業選手、球場教練、培訓選手身份者,不列入成績競比。
9、報名費、擊球費繳納方式：
9.1.報名費+擊球費每參賽球員NT$3,668.- (含餐費、參加獎、擊球費、保險費、稅金；不含賣店消
費)。報名費及擊球費需於報名時一同繳交。若為東華球場會員，請於比賽當天自行繳納擊球費
，報名費需於報名時一同繳交，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9.2.敬請於2011年11月09日前將報名費及擊球費電匯至：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9.3.於2011年11月15日(二)上午9:00後取消報名者，恕不退報名費1,000元。
9.4.於2011年11月22日(二)上午9:00後取消參賽者，恕不退報名費及擊球費。
9.5.2011年11月08(二)完成報名繳費者，優先列入編組，但不代表編組順序。
匯款銀行-華南銀行 仁愛路分行 ATM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帳號-111-100-158567
(並請將匯款單傳真至台北陽明扶輪社 FAX:(02)2781-3331 TEL:(02)2752-3410)
Remark:若用ATM轉帳者，務必來電告知轉帳帳號後四碼，並回傳ATM轉帳單。
9.6.擊球費收據：若需報帳，請於填寫擊球費收據明細表，請務必填寫完整。
9.7.為節省各位球友結帳時間，故本次活動採非會員擊球費先繳交，敬請見諒！
9.8.為減少當天臨時併組之情形，若因故確定無法出席，請於2011年11月21日(一)上午09:00前告知
承辦社，並提供退費帳號資料。
9.9.超過指定日期未告知不到場，報名費及擊球費將不退還。其收入列入活動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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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報名辦法：
10.1.促進各社聯誼，希望每社均派員參加。請各社高爾夫委員會彙總
各社高爾夫委員會彙總，詳細填妥比賽報名表以及
各社高爾夫委員會彙總
擊球費收據明細表並E-mail至比賽承辦單位『台北陽明扶輪社』。
10.2.比賽報名表
比賽報名表以及擊球費收據明細表
擊球費收據明細表必需於2011年11月08日（二）下午17:00前以E-mail方式
比賽報名表
擊球費收據明細表
寄達承辦單位並完成繳納報名費之動作，視同完成報名。
陽明社E-mail:ymrc@ms15.hinet.net
10.3.各社欲參與團體賽，需預先指派參賽球員
需預先指派參賽球員(
需預先指派參賽球員(6人)並於報名表上清楚標示，報名更改期限
2011年11月22日(二)下午17:00後不可修改。(特別注意參加社友需入社滿一年或以上之規定)
11、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2011年11月08日(星期二)下午17:00止。
報名更改最後期限：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下午17:00止(此時間過後不接受更改)
編組日期：2011年11月23日(三)上午9:00編組
球牌發放日期：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下午17:00發放至該社秘書處
【報到時
【報到時，
報到時，請務必將編組球卡繫上球袋，
請務必將編組球卡繫上球袋，方能下球場；
方能下球場；請務必配合】
請務必配合】
12、比賽辦法、成績計算：
12.1.團體獎：各社報名時需先指派6
6名社友參加團體賽(男女不拘)，取6人中最優之5人成績，
團體獎僅限入社滿一年或以上之社友參加
僅限入社滿一年或以上之社友參加，
僅限入社滿一年或以上之社友參加，創社未滿一年之扶輪社不在此限。
創社未滿一年之扶輪社不在此限。
12.1.1.團體總桿獎
團體總桿獎：由指派參加團體賽之6名社友中最優之5名總桿和
總桿和競比，取團體冠軍。
團體總桿獎
總桿和
如成績相同時以第18洞之桿數和競比，若同桿數則以第17洞競比，依此類推。
12.1.2.團體淨桿獎
團體淨桿獎：採新新貝利亞計算差點制。由指派參加團體賽之6名社友中最優之5名
團體淨桿獎
淨桿和競比，取團體冠軍、團體亞軍、團體季軍。
淨桿和
如成績相同時第18洞之桿數和競比，若同桿數則以第17洞競比，依此類推。
12.
12.1.3.若總桿名次與淨桿名次相同時，
若總桿名次與淨桿名次相同時，總桿優先。
總桿優先。
12.1.4.若淨桿相同時，差點低者優先等慣例。
12.2.個人獎:
12.2.1.個人總桿獎:以總桿成績最低者依序排名(取冠軍、亞軍、季軍、殿軍、第五名)；
如成績相同時,依年齡大者優先等慣例，若年齡相同者以第18洞之桿數競比，若同桿
數則以第17洞競比，依此類推。
12.2.2.個人淨桿獎:採新新貝利亞計算差點制。
12.
12.2.3.若總桿名次與淨桿名次相同時，
若總桿名次與淨桿名次相同時，總桿優先。
總桿優先。
12.2.4.若淨桿相同時，差點低者優先等慣例。取淨桿冠軍、亞軍、季軍、第4〜10名、
BB獎、逢一跳獎。(從第11起)
13、獎勵:
獎別
獎盃
獎項
獎品
團體總桿獎
獎盃各一座
獎品六份
團體總桿獎 冠軍
獎盃各一座
獎品各六份
團體淨桿獎
團體淨桿獎 冠軍、亞軍、季軍
個人總桿獎 冠軍、亞軍、季軍、殿軍、第五名 獎盃各一座
獎品各一份
個人淨桿獎 冠軍、亞軍、季軍
獎盃各一座
獎品各一份
Lucky 7
獎盃一座
獎品一份
第4-10名,不含第7名.
獎品各一份
獎品一份
B.B.
獎品各一份
逢一跳獎(從第11起)
技術獎
一桿進洞獎
獎品一份
獎品各一份
近洞獎(4洞)
遠距獎(4洞)
獎品各一份
第二近洞獎(10洞)
獎品各一份
獎品一份
特別獎
35、20、100
參加獎
摸彩獎
◎相關獎項內容，於比賽前注意事項通知時一併公佈。
◎避免影響比賽之公平，除大會準備之技術獎(近洞、遠距、二近洞)旗幟，其他球隊旗幟一律嚴禁。
◎摸彩獎品豐富，但需本人親自領取，摸彩現場唱名三次不到自動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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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廣告：
14.1.洞洞廣告看版
14.1.1.本社將於每個洞設置帆布廣告看版300cm*120cm（橫式）乙面。共18洞。
14.1.2.每洞費用為$20,000元(不含美編、輸出製作)；美編及輸出費用另計。(詳如登記表)
僅有18處，若欲刊登廣告者，請向陽明社(02)2752-3410登記，依登記順序為優先架
設。
14.1.3.請以帆布作為輸出材質。
14.1.4.由承辦單位分配廣告位置，敬請欲設立廣告之公司單位於10月05日(星期三)前將費用
匯款至承辦單位，若未完成匯款手續，視同放棄，不予保留。
14.1.5.請登記單位於比賽前二天，將所製作之廣告帆布，送至比賽現場(東華球場)。
14.2.大會手冊廣告:
14.2.1.承辦單位將發行印製精美大會手冊400本。尺寸:16K ; 頁數:40 ；紙張:120磅。
14.2.2.封底廣告費:NT30,000元；封面裡廣告費:NT20,000元；內頁NT5,000元(僅10頁)。
上述大會手冊廣告費用含美編設計。敬請欲設立廣告之公司單位於10月05日(星期三)
前將費用匯款至承辦單位，若未完成匯款手續，視同放棄，不予保留。
14.2.3.本次大會手冊將列入所有參賽名單及社名。
14.3.參賽選手個人介紹:
14.3.1.承辦單位將於所發行之大會手冊中增設參加選手個人介紹，每一頁預定介紹五位選手，
每位選手費用:NT 2,000元。
15、其它：
15.1.為期本次聯誼賽能更臻完善，分上下、午進行比賽，依報名順序您可以優先選擇上、下午場，
若是上下午場選擇人數差異過大，承辦單位將以各社報名人數1/2分配方式做調整編組。若參
加人數超過300人以上則12月8日加賽上午場。
15.2.下午場比賽結束後於球場二樓宴會廳舉行晚宴、頒獎、摸彩、聯誼活動。
15.3.為了讓選擇上午場社友能夠一起參加晚宴，當日下午將於東華球場內安排Tea Time，
邀請高爾夫專家做系列講座及現場實況演練，若您想減少3~5桿，別忘了參加，尤其是免費喔!
15.4.當日並安排其他休閒活動，邀請廠商設立攤位進行品酒、品茗、養生嘉年華會。
15.5.敬邀各社社友公司贊助摸彩禮品，讓大會 更臻圓滿成功。
15.6.未免上午擊球社友舟車勞頓，本社安排有交通車從台北接送前往東華球場參加晚會之服務規劃
，敬請有需要服務之社友能於報名表上註明，詳細搭車地點另行通知。
15.7.如有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籌備委員會協調處理並作出最後處理辦法。
15.
15.8.為了您的權益，
為了您的權益，敬請務必詳閱比賽辦法！
敬請務必詳閱比賽辦法！
在等候用餐及頒獎時間，您想減少3~5桿嗎?邀您一起來充充電!!(完全免費)

高爾夫揮桿大進擊~高爾夫專家系列講座及現場實況演練
項目
A
B
C

時間
14:00~15:30

師資及內容

活動名稱
Coffee & Tea Time

廖述明 老師

Golf規則講習
15:45~17:00

推桿教學
劈起桿教學

東華會館2F VIP室
(人數70名)

翁士棻 教練及助教 練習果嶺及練習沙坑

沙坑教學
15:45~17:00

活動地點

(不限人數)
翁士棻 教練及助教 球場第19洞

鐵桿教學

(不限人數)

※欲參加以上三項活動之社友，請于報名表上註明，以便安排交通及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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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I.3520地區
3520地區2011
地區2011~
2011~12年度年會高爾夫
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年度年會高爾夫『健康100從心開始
健康100從心開始』
從心開始』聯誼賽
比賽報名表
報名日期:100年
NO 社友姓名

月

Nickname

日
性別

行動電話

差點

銀梯 晚餐 素食 團體賽

v

v

v

球場
活動 備註(寶眷
上午場 下午場
會員
項目 請*註名)

v

v

1 李深浦 P.P.Paul 男 0928-588668 18
v
v
v
2 曾金蘭 P.P.Paul夫人 女
V
3
4
5
6
7
8
9
10
◎民國35年12月9日前出生者(含) 於銀梯發球。女性球員於紅梯發球。
社

名：05-1 分區 陽明

報名人數:

電話：

v

v
V

v

A.B.C

A
B

範例
*

傳真：

報名費:共計

元

填表人：

社高爾夫委員會主委或總幹事：聯絡電話：
擊球費收據明細表
姓名
公司職稱

公司發票抬頭

公司統編

發票寄送地址

※比賽地點：東華高爾夫球場
※比賽日期
比賽日期：
比賽日期：2011年
2011年12月
12月09日
09日(五) 上午場05
上午場05:
05:30am
30am報到
am報到；
報到；下午場11
下午場11:
11:00am
00am報到
am報到
※匯款帳號：華南銀行 仁愛路分行
ATM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帳號-111-100-158-567
(報名後請以電話：(02) 2752-3410向陽明社J.J.確認，並將匯款單傳真至2781-3331，報名後恕不退費)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011年11月08日(星期二)下午17:00止。
報名更改最後期限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下午17:00止(此時間過後不接受更改)
※ 彙總後，將報名表以及擊球費收據明細表均以電子檔E-MAIL至承辦單位：
『台北陽明扶輪社
『台北陽明扶輪社 ymrc@
ymrc@ms15
ms15.
15.hinet.
hinet.net』。
net』。 24H
24H服務電話:
服務電話:09120912-438111;
438111;27522752-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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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3520地區
3520地區2011
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健康100從心開始』
地區2011~
2011~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年度年會高爾夫『健康100從心開始
從心開始』聯誼賽
洞洞廣告看板、
洞洞廣告看板、大會手冊廣告贊助登記表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及贊助，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及贊助，為各項準備更臻完善，
為各項準備更臻完善，請能耐心填寫下列資料
日期:100年
刊登單位：
所屬社：
姓 名：

分區別:
Nickname：

主要負責此廣告案件聯絡人資料
姓 名：
職 位：

收據抬頭：
收據寄送地址：
公司電話:

公司電話：
E.mail: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

本公司選擇參加 (
)A.洞洞廣告看板贊助
◎看板尺寸:300cm*120cm（橫式）乙面。僅共18洞。
◎每洞費用:(A)$20,000元(不含美編、輸出製作)；美編及輸出費用另加計算。
◎質
材:請以帆布作為輸出材質。
◎請廣告看板贊助單位於比賽前二天，將所製作之廣告帆布，
送至東華球場。
洞洞廣告範例參考

貴公司洞洞廣告美編 (
)自行美編設計
(
)委請主辦單位美編設計 (費用:NT$ 1,000元)
(
)委請主辦單位帆布輸出 (費用:NT$ 2,000元)
費用小計:
貴公司廣告帆布是否交回貴公司 ( ) 請務必交回公司
( )委請承辦單位丟棄
本公司選擇參加 (
)B.大會手冊廣告贊助
◎大會手冊400本。
◎手冊尺寸:16K (19cm x 26cm)
大會手冊內頁範例參考
◎頁
數:40頁。
◎封面紙張:200磅
內頁紙張:120磅
本公司選擇刊登：(請打V)
( )封底廣告(僅一頁)
( )封面裡廣告(僅一頁) ( )內頁廣告(僅十頁)
( )NT$30,000元(不含設計) ( )NT$20,000元(不含設計) ( )NT$5,000元(不含設計)
( )NT$31,000元(含設計) ( )NT$21,000元(含設計) ( )NT$6,000元(含設計)
費用小計:
貴公司設計稿是否交回貴公司 ( )請務必交回公司 ( )委請承辦單位丟棄
◎由承辦單位分配廣告位置，敬請欲設立廣告之公司單位於10月05日(星期三)
前將費用匯款至承辦單位， 若未完成匯款手續，視同放棄資格。
※匯款帳號：華南銀行 仁愛路分行
ATM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帳號-111-100-158-567
(匯款後請以電話向承辦單位陽明社確認，並將匯款單傳真至278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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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I.3520地區
3520地區2011
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健康100從心開始』
地區2011~
2011~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年度年會高爾夫『健康100從心開始
從心開始』聯誼賽
參賽選手個人介紹登記表
刊登社友：
收據抬頭：
所屬社：
分區別:
收據寄送地址：
姓 名：
Nickname：
公司電話:
◎刊登於大會手冊內頁中。
◎每位選手費用:2,000元。
◎請提供個人彩色相片一張。及個人介紹內容文稿。
◎由承辦單位分配介紹版面，敬請欲參加刊登之選手，於10月05日(星期三)
前將費用匯款至承辦單位，若未完成匯款手續，視同放棄資格。
※匯款帳號：華南銀行 仁愛路分行
ATM銀行代碼：008
戶名-台北市陽明扶輪社 帳號-111-100-158-567
(匯款後請以電話向承辦單位陽明社確認，並將匯款單傳真至2781-3331)
『台北陽明扶輪社 ymrc@ms15.hinet.net』。
24H服務電話:0912-438111;2752-3410
大會手冊內頁選手介紹範例參考

行動電話:

R.I.3520地區
3520地區2011
地區2011~
2011~12年度年會高爾夫
12年度年會高爾夫『
年度年會高爾夫『健康100從心開始
健康100從心開始』
從心開始』聯誼賽
摸彩禮品提供登記表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及慷慨解囊，
謝謝您的熱心參與及慷慨解囊，我們會將捐贈芳名錄刊登於大會手冊中，
我們會將捐贈芳名錄刊登於大會手冊中，請能耐心填寫下列資料
捐贈單位：

收據抬頭：

所屬社：

分區別:

收據寄送地址：

姓

Nickname：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

名：

主要負責摸彩禮品捐贈案件聯絡人資料
姓

名：

公司電話：

職

位：

E.mail:

提供產品名稱：

單價參考:

提供產品份數：
◎摸彩品送達地點，
摸彩品送達地點，屆時承辦單位將另行告知！
屆時承辦單位將另行告知！
『台北陽明扶輪社 ymrc@ms15.hinet.net』。 24H服務電話:0912-438111;2752-3410
第 6 頁，共 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