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香港華人女子高爾夫球錦標賽 2013 

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 南、北場 

2013 年 12 月 11 及 12 日(星期三及四) 

參賽球員須知及比賽規則 
 

1. 地點及日期 

將於 2013 年 12 月 11 及 12 日(星期三及四)在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 南、北

場舉行。 

2. 一般事項 

將會根據由 Royal & Ancient Golf Club of St. Andrews 認可的高爾夫球賽事條例, 及認可

的當地球場規例進行。當地球場規例將會在球員登記時派發。 

比賽委員會的成員均由香港華人女子高爾夫球總會委任，當中包括: 

(a) 比賽總監 

(b) 規例總監  

(c) 比賽委員會主席  

根據 “Rules of Golf” 規則 33-7，法定開會人數必須包括比賽總監及其中一位比賽委

員會的成員。 

3. 參賽資格 

職業組別除外，是次公開賽事，歡迎於為十二歲或以上的女士球員參加，並需： 

(a) 遵照由 Royal & Ancient Golf Club of St. Andrews 的 Rules of Amateur Status 所訂下的

全部範疇。 

(b) 遵照由 Ladies Golf Union 所印發的 2010 年女子高爾夫球手記內的女子身份定義。 

(c) 持有香港高爾夫球總會或其他球會發出的差點證書，並符合 USGA 差點最高 30.0

的資格，其他球會差點卡需經比賽委員會認可：  

(d) 香港職業高爾夫球協會球手或競賽球手 

年齡組別 組別 最高差點指數 

12– 17 歲 (在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青少年組 30.0 

18– 49 歲 女子組 30.0 

50 歲或以上(在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長青組 30.0 

18 歲或以上 職業組  

 

4. 報名方法 / 報名費用 

青少年組的比賽報名費為港幣柒佰元正($700)*； 

女子組及長青組的比賽報名費為港幣壹仟參佰元正($1,300)*； 

HKCLGA 永久會員比賽報名費為港幣壹仟壹元正($1,200)*； 

海外/國內參加者：女子組及長青組報名費為美金三佰元正或人民幣貳仟元(US$300

或 RMB2,000) 。 

職業組的比賽報名費為港幣壹仟八佰元正($1,800)； 

 

*持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人士 

 

參加表格可在香港華人女子高爾夫球總會網頁下載，網址：www.hkclga.com      或聯

絡本會(電話：852-2865 0782) 

報名表格必須附上有效的差點証明副本(或差點証明文件)。   

截止報名日期：201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  

http://www.hkclga.com/


比賽委員會保留權利在無需提出理由下，拒絕或取消任何人仕之報名申請及取消已

接受的申請。委員會保留權力限制報名人數及在認為有需要時修正比賽的任何規

則。 

所有爭論及有關比賽的事宜需提交比賽委員會審查，其議決為最終決定。 

如報名人士超過限定人數一佰二十人，各組別將會以最低差點為優先。 

5. 比賽形式 

青少年組的比賽形式將採用比桿賽進行 36 洞(兩日賽事在北場舉行)。如參加人數少

於 10 人將拼入女子組別計分。 

所有女子組的比賽形式將採用比桿賽進行 36 洞(兩日賽事在北場舉行)，比賽的第二

天會根據第一天比賽的分數分組：女子組(1)，女子組(2)。 

長青組的比賽形式將採用比桿賽 36 洞的賽事(兩日賽事會定於南場進行)。 

但長青組球手亦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女子組的組別在北場賽，以競逐“全場總冠軍”

獎項 

職業組球手將採用比桿賽 36 洞的賽事(兩日賽事會定於北場進行) 

6. 獎項 

獎項將頒予如下： 

全場總冠軍    冠軍 (只限女子組及少年組) 

女子組(1)優勝者  冠軍、亞軍、季軍 

女子組(2)優勝者  冠軍、亞軍、季軍 

長青組(1)優勝者                 冠軍、亞軍、季軍 

長青組(2)優勝者                 冠軍、亞軍、季軍 

職業組根據成績獲取現金獎(金額容後公佈) 

優勝者需親自出席頒獎典禮以領取獎品。每人最多只可獲得一個獎項。 

7. 平局時的決定權 

如果競逐全場總冠軍的結果有同分的情況，同分的球員須在宣佈同分結果後盡快參

加加洞賽，直到優勝者由淘汰式產生(突然死亡) 。如多於兩人同分及參加加洞

賽，其餘名次亦以加洞賽方法產生。 

其餘組別如擁有相同分數，那將會以最後九個洞、最後六個洞、接著是最後三個

洞、最後一個洞決定優勝者名次。若果此方式不能產生優勝者，將根據 Royal & 

Ancient of St. Andrews 及 USGA 所採用的抽籤方法決定。 

8. 取消或退出 

取消申請規則如下： 

(a) 於截止報名日晚上六時前以書面或傳真要求取消報名比賽資格者，無需繳付任何

費用。 

(b) 於截止報名日晚上六時後以書面或傳真要求取消報名比賽資格者，已繳付的費用

將不獲退還。 

9. 高爾夫球規則 

比賽由 Royal & Ancient Golf Club of St. Andrews 認可的 Rules of Golf 及比賽委員會認可

的當地球場規例進行。當地球場規例將會在每日球員在第一球洞開球前派發。 

10. 比賽時間 

成功報名者的名單及首日賽事的發球時間將於比賽前數天以 www.hkclga.com    通

知，最遲 12 月 5 日收到有關通知，或請致電本會查詢。 

http://www.hkclga.com/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clga%20通知，最遲12月5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clga%20通知，最遲12月5


11. 登記手續 

參賽球員可於比賽當天於滘西洲高爾夫球會內高爾夫球專門店外的登記處登記，球

員必須於發球前三十分鐘登記。 

12. 開球時間 

各球員必須於發球前十分鐘到發球台報到。球員若於開球後 5 分鐘內抵達發球台，

除根據 “Rules of Golf”規則 33-7 可豁免外，未能準時開球的參賽者須在第一個洞的

分數上加兩桿罰桿。 

13. 賽前試打 

球員可根據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的規例自行預訂及付款作賽前試打。 

14. 練習球 

各參賽者於賽事當日可在練習場免費作賽前熱身。練習場由早上七時開放。 

15. 認可的高爾夫球 

所有參賽者必須使用符合現時 Royal and Ancient 認可高爾夫球表內任何一款的高爾夫

球作賽。(違規者的懲罰：取消資格) 

16. 採用合符規格發球桿 

所有參賽者攜帶出場的發球桿必需在桿頭上標示型號及角度，並且是 R&A 最新列明

的合規格發球桿。(違規者的懲罰：取消資格) 
賽事委員會有權在賽事其間檢查任何參賽人的發球桿。 

有關資料請參看 R&A 網頁：www.randa.org 

17. 背袋球僮/球袋手拉車 

(a) 電動球袋手拉車只可給與十八歲以上人士使用。 電動球袋手拉車每部租用費參球

場收費表。 

(b) 參賽者可免費使用球袋手拉車。 

(c) 參賽者可聘用背袋球僮(父母及職業球員不允許作球僮)。背袋球僮供應有限，各

參賽者可於比賽日四十八小時前致電租賃中心：2791-3341 預留背袋球僮。 

(違規者的懲罰：取消資格) 

18. 觀眾 

如非比賽參加者及工作人員，其他人仕不可在球場上觀看賽事。如球員被發現與觀

看者交談，將被看作詢問或接受意見，即違反“Rules of Golf” 規則 8-1。 

19. 打球速度(Rule of Golf 6-7. Note2) 

參賽者將會被通知一場賽事的限定打球時間及每個洞的限定打球時間。 

如在比賽期間，某隊已超過了已打洞數的限定時間及不合理地落後於前面的隊伍，

將會受到警告，而指定的工作人員將會為各隊員紀錄打球時間。 

每次擊球的最多時間為 40 秒，但在下列情況下，第一位打球球員可獲額外 10 秒： 

(a) 三桿洞的發球區上 

(b) 四桿及五桿洞的第二球 

(c) 在沒有被干擾的情況下，在所有的果嶺上或果嶺附近 

若開始計時，而球員的打球時間超越了限定時間將被視之為『差延時間』。 

違反條例的懲罰 

1 個『差延時間』  - 球員會被工作人員警告，如若再犯，將會被懲罰 

2 個『差延時間』 - 罰加一桿 

3 個『差延時間』 - 罰加兩桿 

隨後的犯規 -  取消資格 



若參賽隊隨後的打球能趕及或超越限定時間或更早完成打球，隊員先前所犯的『差

延時間』仍會記錄在案。 

如參賽隊在比賽完結時過度延誤(“Rules of Golf”6-7)，比賽委員會可在沒有預先警

告下懲罰該隊伍。 

20. 手提電話 

不可在球場內使用手提電話。(違規者的懲罰：取消資格) 

21. 交還記分咭  

根據 Rule 6-6  球員必須留意以下的責任 

簽署及交還計分咭: 每一輪比賽完成後球員須檢查自己的在每洞所 的分數，經雙方球

員簽署後盡快交回賽事委員 。 

(違反 Rule 6-6 的懲罰：取消資格) 

如果參加者在完成賽事後沒有即時交回記分咭(及沒有合理解釋)，賽事委員有權決定

取消該參加者的資格。記分咭應要交回賽事辦事處，及需親自提交才會被賽事委員

會確認。 

22. 頒獎典禮 

比賽完畢後，大會將提供自助餐予各參賽者享用並舉行頒獎典禮。 

23. 裝備及貴重物品 

球場提供免費的儲物櫃及球袋儲存架予各參賽者使用。請不要存放貴重物品於球袋

內，賽會不會負責任何財物之損失及損壞。 

24. 餐飲服務 

賽球員完成次日比賽後可到宴會廳享用自助餐。比賽當天，所有參球員亦可在打球

前於球場的小食站自費購買小食及飲品。 球會餐廳於早上八時開放。球場提供小量

飲品均須以現金支付。 

25. 球員服飾 

無論在球場內外或行政大樓，球員均須留意自己的服飾及遵守有關指引，並符合亞

熱帶天氣。指引將會貼於大堂的壁報板上。 

 

總括而言，參賽者請留意以下守則： 

i. 不可穿斜紋粗綿布的服飾，如牛仔褲。 

ii. 不可穿游泳服及體育運動的服飾，如運動衣褲，運動短褲，短袖汗衫及運動鞋。 

iii. 必須穿著有領的上衣並束在長褲/ 短褲/ 裙子裡。 

iv. 短褲要稱身及有合適的長度。 

v. 須經常穿著鞋或球鞋，不可在公眾地方更換並留意球場有關釘鞋的規則。 

26. 測距裝置 

 根據”Rules of Golf”規則 14-3，在賽事進行中不得使用任何測距裝置，包括智能手 

 機及電子產品。 

27. 條文準則 

以上條文如有爭議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