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屆香港保險業保協盃高爾夫球大賽
日期：

201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地點：

東莞長安高爾夫球會

開球時間：

上午 10 時 15 分 (Shot-gun)

開球形式：

同時開球

比賽形式：

18 洞個人比杆賽

計分形式：

新新貝利亞

參加形式：

以公司或自組隊(4 人)參加團隊賽 或 以個人名義參加個人賽

發球台：

男球員 - 藍色點發球台、女球員 - 紅色點發球台

球員出場序：

由大會安排

費用：

HK$ 1,200 /位
(包括 18 洞果嶺、球僮、更衣櫃、球車、皇崗至球場來回交通、健康早餐及豐富午膳)

獎項：

1.

分團隊組別及個人組別之冠、亞、季軍
(團隊總杆 / 團隊淨杆 / 個人總杆 / 個人淨杆)

** 團隊組別之個人成績，將會計算入個人成績 **
團隊總杆冠軍 - (公司一個大獎座, 球手各一個獎牌)
團隊淨杆冠軍 - (公司一個大獎座, 球手各一個獎牌)
團隊淨杆亞軍 - (公司一個大獎座, 球手各一個獎牌)
團隊淨杆季軍 - (公司一個大獎座, 球手各一個獎牌)
個人總杆冠軍 - (獎座)
個人淨杆冠、亞、季軍 - (獎座)
最遠距離獎男、女 - (獎座)
最近洞獎 (前九)或(後九) - (獎座)
一桿進洞港幣十萬元大獎
2.

幸運大抽獎 - 各高爾夫球用品及用具等等
第十四屆特設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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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新新貝利亞 (New New Peoria)：
☆ 選出 12 洞
☆ 將此 12 洞的成績相加
☆ 將 12 洞的成績乘以 1.5
☆ 再減去 72，得出全差點
☆ 再乘以 0.8 得出新新貝利亞差點
☆ 用總杆減去新新貝利亞差點出淨杆
☆ 男子差點最高 26，女子差點最高 30

(2)




(3)

比賽規例，大會以當地球會球例執行，如有爭議，則以當地球會比賽總監意見為準，當地規則
如下：
 白樁 代表出界。
 黃樁 代表水障礙區。
 紅樁 代表側面水障礙區。
 不可使用拋球區，請按高爾夫規則比賽。
 可拾球於修補地、花圃、碼數樁、障礙樁、噴頭、球車道及供電箱，球手可在距離補救的
最近點一球杆範圍內且不較該點更接近球洞的地方拋球，均不受處罰。
 花圃由橙色樁表示。在花圃中不能找到的球將被視為遺失球。球手需重新回到原位補打並
加罰一杆。
 發球台周圍生長的小黃花被視為長草區，不可進行補救。
 比賽細則將於比賽當天公布，敬請留意。

(4)

參加者須知：
 當日有任何更改，不作另行通知。
 報名費不包括旅遊保險。建議參加者自行購買旅遊保險。
 如遇惡劣天氣，按場地的慣常處理方法處理。
 如有任何爭議，「保協」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保協職員 Xavier Lau (電話: 2969 0266)或 Derek Ho (電話: 2969 0234)。

團隊組別之總桿為個人組員之總桿成績總和
團隊組別之淨桿為個人組員之淨桿成績總和

當日暫定安排：
集合時間

行程

08:00

集合地點 (皇崗口岸 20 號舖，關口轉左)

10:15

到達球會登記、開球儀式及團體合照

11:00 – 16:30

球賽開始至球賽結束

17:00

大會安排於球會餐廳內進餐，並舉行頒獎禮及幸運抽獎

18:30

回程(皇崗解散)

開車時間 08:15 (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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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香港保險業保協盃高爾夫球大賽
報名表格
□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傳真號碼：2570 1525 電郵
：xavierlau@luahk.org

團體組別 (組隊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個人組別

為方便輸入資料，請以英文填寫，謝謝﹗
1.

2.

3.

4.

姓名 (英文全名)：

手提電話：

公司名稱：

電郵地址：

出發上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保協會員號碼：

回程下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身份證號碼：

姓名 (英文全名)：

手提電話：

公司名稱：

電郵地址：

出發上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保協會員號碼：

回程下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身份證號碼：

姓名 (英文全名)：

手提電話：

公司名稱：

電郵地址：

出發上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保協會員號碼：

回程下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身份證號碼：

姓名 (英文全名)：

手提電話：

公司名稱：

電郵地址：

出發上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保協會員號碼：

回程下車地點：

□ 皇崗口岸 □ 自行安排

身份證號碼：

繳款方法
費用: $1,200 x _____________ 位 = $ _______________
(報名表及報名費一經接納，款項恕不退還)
□ 支票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LUAHK”)
□ VISA Card □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 □□□□-□□□□-□□□□-□□□□ 屆滿日期: □□ / □□□□
信用咭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咭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樂意捐助港幣□$1,000 □$500 □$100 □$__________予「保協慈善基金」(支票抬頭:LUA Foundation Ltd) 作
慈善用途，並同意於本人之信用咭扣除該款項。<捐款超過港幣$100 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免稅>※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本人聲明此申請表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均正確無誤。而所有參賽者証明其本人身體健康，適宜參加比賽。倘於活動期間發生意
外、包括死亡、受傷或財物損失，球員將自行承擔一切責任。本會均無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本會亦不會負責
各參賽者之保險安排，參賽者須自行處理。
2. 本人明白及同意「保協」將此申請表之資料用作為活動報名、記錄和推廣等用途。本人同意「保協」於活動過程中所拍攝之相
片、錄影及錄音等，可刊載於本會網頁、宣傳單張及印刷品內。本人已明瞭並接受所繳交之款項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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