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章程
舉辦宗旨
透過INFINITI高爾夫聯誼賽，回饋車主對INFINITI的支持。

透過球敘讓INFINITI的車主同好間有更密切的了解與互動。

主辦單位
INFINITI TAIWAN

贊助單位



賽事時程

參加資格
1.需為INFINITI車主且為社會業餘高爾夫運動者。若車輛登記為個人車，限車主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參加；若車輛登記  
   為公司車，一車以一人報名為限，請檢附公司名片或在職證明以茲證明。
2.非 INFINITI車主，請由 INFINITI車主代為報名（一車最多可報兩人，包含參賽之車主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或由
   INFINITI經銷商業務主管推薦。本賽以INFINITI車主為優先，若車主報名額滿將婉拒非車主參加，尚祈見諒。
3.非INFINITI車主與主辦單位邀請之貴賓及媒體，將不列入成績計算。
4.本比賽為業餘比賽，為維護比賽之公平性，職業選手、職業巡迴賽選手、練習場教練或曾參加職業選手或專業教練考試
   者，皆須於報名時告知主辦單位，成績將不列入計算。

比賽時間與地點
賽區

桃竹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比賽日期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比賽球場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信誼高爾夫球場

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開球時間

11:00AM

11:00AM

11:00AM

11:00AM

參賽名額

70人

80人

70人

70人



報名辦法
報名時間
即日起接受報名，一人限報名一場，依報名先後次序，額滿為止。

參加費用
  北區、桃竹苗區：$7,500     中區、南區：$6,500     報名費包含擊球費、桿弟費、保險費、參加獎、賣店餐券以及晚宴。

請填妥報名表，並將行照影本、名片、身分證影印本黏貼於報名表上，至INFINITI全台指定展示中心遞交報名表與繳交報
名費。主辦單位將為每位參賽者投保，請填寫正確之報名資料。

全台指定報名地點

(02)25169998     (02)25099237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3號

(02)55900559     (02)55900560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3號

(02)22522201     (02)29929688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0-1號

(03)3601188      (03)3708866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258號

(03)5318338     (03)5318859         新竹市中華路一段257-2號

(04)22599088     (04)22555397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1號

(04)7879658           (04)7879789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230號

(06)2435567     (06)243539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08號

(07)3450191     (07)3452350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677號

(07)7132525     (07)7130123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56號

北區

桃竹苗區

中區

南區

地區

鼎隆汽車

元隆汽車

裕民汽車

裕昌汽車

經銷商 電話 傳真 地址



1.分北、中、南三地區舉行四場比賽，採新新貝利亞方式計算成績（18洞中任選6洞不計入成績），成績排名以呂西鈞

   高爾夫推廣中心之電腦排名為準。

2.計分方式：

   (1)比賽採用國際規則（R&A）及球場單行規則辦理。

   (2)若總桿成績相同，則自計分卡上第十八洞逐洞往前比較，較優者獲勝。

   (3)若淨桿成績相同，以差點少的獲勝；若仍相同，年長者獲勝。

   (4)若總桿與淨桿名次相同時，以總桿名次給獎。

3.美麗華球場將採用SHOT GUN；國際與信誼球場將採用多洞開球。

4.本次比賽僅採計車主成績，比賽成績均需詳實填寫於計分卡上並親自簽名，若發現成績不實情事，將取消比賽資格。

5.比賽期間若因天候或其他因素無法舉行，主辦單位得擇期另行舉辦。

6.若參賽者遲到導致比賽成績不完整，該參賽者之成績將無法列入排名。

7.若參賽者報名後未能出席恕不退費。

8.各場比賽採隨機編組，編組資料將於賽前通知車主。

9.為促進車主聯誼，若總桿及淨桿冠軍得獎者與2017年相同者，將不頒發該獎項，但另外提供$10,000元獎金及免費參加

   2019 INFINITI高爾夫球賽資格一名。該獎項由次一名遞補。

10.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比賽辦法



參加獎
1. INFINITI X le coq sportif公雞牌衣物袋一個 (市價$7,690，顏色採隨機出貨)

2. INFINITI精品高爾夫球帽一頂 (市價$880)

3. INFINITI車主專屬衣物袋名牌一個 (市價$800)

4. INFINITI限量紀念球一條 (市價$350) 

一桿進洞獎
1. 凡於全部賽程中第一位於指定洞擊出一桿進洞者，將獲得INFINITI QX50豪華版一台。(正式售價將於上市後公布)

2. 凡於全部賽程中第一位於指定洞擊出一桿進洞者，將獲得$200,000元慈善基金捐贈資格一名。

3. 凡於各場次第一位於指定洞擊出一桿進洞者，將獲得$100,000元INFINITI購車基金。

4. 凡於各場次第一位於指定洞擊出一桿進洞者，將獲得$80,000元INFINITI購車基金。

給獎辦法

得獎人注意事項：

1. 有關各式獎項：
1.1.作為「INFINITI一桿進洞獎」（以下簡稱本活動）獎項之一的INFINITI車輛（包括但不限於車款、規格、顏色及其配備等），由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擁有一切之指定權，該獎項之牌照申請、車輛保全、車險、第
三人責任險及車輛運送等相關費用，均應由得獎人自行負責，得獎人若有異議，即視同放棄該獎項之獲獎資格。1.2.作為本活動獎項之一的「布農文教基金會二十萬元慈善捐款」，本公司將以該獎項得獎人本人之名義，捐贈新台幣二十萬元整予
布農文教基金會；倘本活動無任何參加者獲得該獎項，本公司將以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捐贈新台幣二十萬元整予布農文教基金會。1.3.作為本活動獎項的「10萬元購車基金」、「8萬元購車基金」，得獎人均應於公元2019年1
月31日之前使用完畢，獎項逾期未使用均將自動失效。1.4. 本活動所有之獲獎資格或獎項，不得折換現金。

2. 有關稅務事宜：
2.1.依所得稅法各類所得扣繳之相關規定，本活動各式獎項金額在新台幣20,001元以上者，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之得獎者依法需繳交10%之競技中獎所得稅；非中華民國國民之得獎者（包含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
依法需繳交20%之競技中獎所得稅。若得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視同放棄本活動獎項之獲獎資格，且不得異議。2.2.本公司將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申報，若前述獎項之得獎人未能依法繳納稅額，即視同放棄本活動獎項之獲獎資格。2.3.作
為本活動獎項之一的「布農文教基金會二十萬元慈善捐款」，該獎項之捐贈行為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三款之情形，即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得不
計入贈與人之本年度贈與總額。2.4.本活動各式獎項，將由本公司指定之INFINITI經銷商依所得稅法及相關稅務法令之規定，辦理本活動相關稅賦之扣繳事宜。
 

3. 其他注意事項：
3.1.對於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本公司將於為辦理本活動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並以辦理本活動必要之方式，於必要之期間、地區內進行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向本公司聯繫以行使法定權利，本公
司對於所蒐集個人資料之保存將依法予以適當保護。本活動參加者若拒絕提供其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提供參加活動、獲得獎項等本活動相關之服務。3.2.本活動因任何原因或有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進行時，本公司有決定隨時取消、終止、修
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相關規劃之權利。3.3. 本活動之參加者均同意：本公司保有本活動及其獎項內容、規則、方式等活動相關事宜之最終解釋權。

技術獎
1. 總桿冠軍：水晶獎盃一座及PHILIPS 頂級淨化禮盒組一組 (市價$42,000) 

2. 淨桿冠軍：水晶獎盃一座及PHILIPS 頂級淨化空氣清淨機一台 (市價$33,888) 

3. 淨桿亞軍：水晶獎盃一座及PANASONIC 掃地機器人一台 (市價$16,920)

4. 淨桿季軍：水晶獎盃一座及PANASONIC 養生調理機一台 (市價$13,900)

5. 淨桿第四名：Samsonite 25吋行李箱一個 (市價$13,000)

6. 淨桿第五名：Garmin S6測距器一個 (市價$12,000) 

7. 淨桿第六名：le coq sportif 公雞牌高爾夫球袋一個 (市價$11,900)

8. 淨桿第七名：德國雙人單柄炒鍋一只&德國雙人雙鍋組一組 (市價$11,300)

9. 淨桿第八名：NESPRESSO LATTISSIMA TOUCH 咖啡機一台 (市價$10,800) 

10. 淨桿第九名：德國雙人刀座組一組 (市價$10,000) 

11. 淨桿第十名：Rudy Project 太陽眼鏡一副 (市價6,800) 

12. BB獎：商業週刊半年份一份 (市價$2,574) 

13. 最遠距離獎：荷柏園精油水氧機一台 (市價$3,000) 

14. 最近洞獎：PANASONIC 鬆餅機一台 (市價$2,990) 



INFINITI邀請車主貴賓們一起揮桿作公益，推動原住民教育、輔助及老人關懷、布農文化推廣等，幫助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
生根茁壯。

【布農文教基金會】自1995年創辦以來，迄今成立已23年，堅持在地文化教育與社會福利事工的服務，並逐一拓展到產業發展、
社會福利、乃至文化傳承，藉由發揮布農部落的產值，維繫族人家庭的經濟基礎與永續命脈。布農文教基金會持續舉辦兒童夜課
暨教育營、藝術創作展、河川保育營、老人關懷服務、社區關懷等，期望藉由有機農牧業、文化推廣、藝術創作、環境保育、
生態復育、工藝傳承、青年養成、幼兒教育、老人福利，走向原住民社會發展自主、開創生機的模式，為原住民部落的未來
尋找出路。

INFINITI X 布農文教基金會 揮桿行善

報名表
參賽者姓名：

報名費發票：□ 二聯式  □ 三聯式

發票抬頭：         

車輛登記所有人：

車型：

聯絡地址：□□□         

住家電話：

差點(請填寫以利球賽安排)：         

是否需要輔行器具：□ 是  □ 否

□ 車主  □ 非車主

統編：    

參賽者與車輛登記所有人關係：

車牌號碼：    

行動電話：

本人報名參加本次比賽且願意遵守比賽辦法及規則。

簽名：                               

中華民國   1   0   7   年               月               日

參加場次：

□ 桃竹苗區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 北區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美麗華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 南區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信誼高爾夫球場

□ 中區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國際高爾夫俱樂部 

(每人僅限報名乙場，額滿為止。)



INFINITI相信，人與車都擁有無限潛能，所以我們不斷超越，挑戰每一個可能。這個始終如一的精神，

透過INFINITI的三大堅持，落實到每一部豪華座駕，讓駕馭全面提升，推動您一路向前。

我們不斷前進，為的是釋放您無窮的潛能，以優雅駕馭您的愛車，以實力駕馭您的未來。
INFINITI, EMPOWER THE DRIVE.

EMPOWER THE DRIVE
驅 動 潛 能  無 限 可 能報名表資料粘貼

請張貼行照影本

請張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請張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請張貼名片 / 在職證明

HUMAN 以人為本
一切皆從車主的角度出發，傾注心力設計專屬您的座駕，讓車成為您意念的延伸。

DARING 大膽挑戰
每一部車都採用大膽線條，挑戰美的極限，更完美繼承概念車的迷人設計，讓概念與現實再無界線。

FORWARD 前瞻科技
創造出無數世界首創技術，是為了打造出您真正渴望擁有的車，讓您獨享隨心所欲的操駕感受。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裕隆日產汽車股份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因辦理2018年INFINITI高爾夫球聯誼賽（以下簡稱本賽事），將於活動辦理、獎項兌換及所得稅務事宜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蒐集您的姓名、地址、住宅電話、行動
電話、工作職稱等現行受僱情形、國民身分證及行車執照所載之個人資料，且本公司將於上述特定目的存續之必要期間及中華民國領域內，以適當方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向本公司行使
您的相關權利。您若拒絕提供上述個人資料，您將無法享有本公司提供您報名及參與本賽事之相關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