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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捐贈

周大觀
文教基金會

請勿使用近距離相機和閃光燈拍照。

選手準備擊球時，切勿出聲或走動。

請注意球的落點，並避免妨礙選手揮桿

和擊球路線。

請關掉行動電話，以免影響球員擊球。

請勿穿著涼鞋和高跟鞋入場。

★ 為使比賽順利，請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

請遵守球場工作人員指揮和勸導。

如有孩童隨同進場，請勿讓孩童任意走動

或製造聲響。

請勿進入果嶺及沙坑，隨地撿球，並維持

球場清潔。

主辦單位：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贊助單位：Hitachi, Ltd.、Johnson Controls - Hitachi Air Conditioning Taiwan Co., Ltd.
比賽場地：東方高爾夫球場

總獎金：新台幣1,000萬元  冠軍：新台幣250萬元

戰報企劃與執行：采毓‧媒體人活動整合行銷

佐伯三貴 JPN
Miki SAIKI

2010

★日巡生涯7冠，生涯獎金榜25名

世界排名511

波南隆 THA
Pornanong PHATLUM

2011

★職業生涯20勝

世界排名195

波南隆 THA
Pornanong PHATLUM

2013-2015

★職業生涯20勝

世界排名195

盧曉晴 TWN
Teresa LU

2012

★日巡生涯16冠，生涯獎金榜第11名

世界排名178

前田久仁子JPN
Kuniko MAEDA

2009

★日巡生涯最佳獎金
　排名：23 (2007年)

坎凡妮 THA
Kanphanitnan
MUANGKHUMASKUL

2016

李旻 TWN

Min LEE

2017

★職業生涯8冠，美巡賽1場前10

世界排名132

蘇帕瑪 THA

Supamas SANGCHAN

2018

★台巡、中巡各2冠

世界排名728

帕琳達 THA

Parinda Phokan

2019

★台巡2冠

世界排名739

陳宇茹 TWN

Yu-Ju CHEN

2020

★職業生涯7冠
★2020TLPGA台巡賽獎金后

世界排名393

錢珮芸 TWN

Pei-Yun CHIEN

2021

★職業生涯7冠
★美巡賽4場前10

世界排名295

因應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防
疫整備，台灣女子
職業高爾夫協會配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自12月1日
起啟動秋冬防疫專
案，提醒人場觀看
比賽的球迷敬請配
合下列事項：

1

2

3

看比賽時需全程戴口罩

入場時先測量體溫，
並進行手部消毒

填寫健康申告表

COVID-19

　日立慈善盃是每年最早舉辦的世界級女子
職業賽，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社
長菊地正幸認為，能夠幫助台灣好手在家鄉
站上世界級的舞台，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
同時，日立冷氣也希望透過舉辦日立盃，一
起實現「珍愛地球，深耕台灣」的企業願

景。
　從今年開始，除了獎盃與獎金之外，冠軍選手還將拿到一件象徵榮譽
的冠軍夾克，記者會上也由菊地正幸社長親自為上屆冠軍錢珮芸穿上這
件別具意義的夾克。旅美的錢珮芸在致詞時表示，過去兩年全世界都飽
受疫情之苦，身為一位旅外選手更能感同身受，也更珍惜能在台灣這片
土地打球的機會。
　她提到，如果沒有東方球場與日立冷氣的支持，台灣選手就沒辦法每
年都在日立盃大放異彩。錢珮芸也特別感謝台灣人民與辛苦的醫護人
員，大家齊心協力抗疫，台灣選手才得以擁有發揮的舞台。除了期許自
己能夠順利衛冕冠軍之外，她也祝福所有選手都能夠拿出最好的表現，
在東方球場挑戰自己。
　比賽難免需要競爭，但日立盃慈善的精神讓賽事充滿「幸福的溫
度」。菊地正幸社長以日立盃今年的口號「慈善公益，一起愛台灣」鼓
勵所有參與日立盃的人，都能一起實踐「愛台灣」的精神。

　今年邁入第14個年頭的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
英賽，將於1月7日起至1月9日連續3天，在東方高
爾夫球場進行54洞競桿，而這場年度傳統大賽，不
僅是每年賽季的開幕戰，更結合愛心與公益，而尋
求衛冕的去年冠軍錢珮芸，也將挑戰成為賽史首位
連莊的本土球員。
　日立慈善盃過去以「您捐多少，日立就捐多少」
為賽會口號，受到疫情影響，今年賽事不販售門票，不過大會仍歡迎球
迷到場替球員加油打氣，主辦單位也統計截至今年為止，日立累計已捐
出新台幣7800萬元善款。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台灣代表陳世鴻致詞時，除感謝去年台灣女將們
出色傑出的表現，帶給台灣很多的榮耀與歡樂，他也提到，幾乎全台所
有職業、業餘的好手，都很踴躍報名參加這場賽事，「今年共有96名選
手出賽、卡司堅強，一定精彩可期。」
　去年12月才從美國返台的上屆冠軍得主錢珮芸，剛結束隔離期出關，
馬上就得提桿上陣，主辦單位也為她準備了神秘小禮物，替她披上特製
專屬冠軍的藍夾克，也希望這件藍夾克成為賽事傳統，替這項歷史悠久
的大賽再添傳承與榮光。
　做為全台首場女子高球賽事，日立慈善盃的獎金也是頂級千萬水準，
包括旅美的「台灣一姐」徐薇淩以及李旻，以及旅日名將蔡佩穎、姚宣
榆等好手都將獻藝參賽，旅美新秀姊妹花侯羽桑、侯羽薔與上季TLPGA
獎金后吳佳晏等人，都是爭冠的強力候選人。
　而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社長菊地正幸也說，日立慈善盃的
存在很特別，對台灣選手來說，這不僅是每年第1場開打的女子職業賽事
，還能在自家就站上世界的舞台。
　菊地正幸強調，全台各地的朋友也能藉由這場比賽的機會，一起響應
公益，「對我們而言，則實現了珍愛地球、深耕台灣的企業願景，在這
個充滿競爭的職業賽事，加入了一些幸福的溫度，讓參加這場賽事的每
一個人，都成為慈善公益的推手，一起實踐愛台灣的精神。」
　受東方球場栽培、茁壯的旅美好手程思嘉，就透露這個球場的後9洞很
有挑戰性，如果再加上風勢，難度將倍增，她也特別提到最著名的第14
洞，「這堪稱是最遠的4桿洞，收尾的第18洞開球也同樣很有挑戰性。」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

失去舞台不氣餒
姚宣榆要從日立出發

旅外好手齊聚一堂參加今年賽前記者會。(林聖凱攝影)

　長年在日巡賽征戰的台灣好手姚宣榆，今年受
到疫情影響，在日本打打停停，只參加6場比
賽，最後力拼資格考試，還是功虧一簣。儘管失
去日巡賽舞台，但姚宣榆還是想要繼續挑戰從次
巡打起，只不過，本周她打算先從日立慈善高球
賽再出發。
　姚宣榆生涯在日巡賽拿過2場冠軍，但過去2個
賽季，受到疫情影響，例行賽打完後都必須去挑
戰資格考試。去年底的背水一戰，第1關姚宣榆
打得不差，但在第2關受到球場強風的影響，最

　「台灣一姐」徐薇淩在去年聖誕節拿下台灣大
哥大女子公開賽冠軍，挾著這股氣勢，本周轉戰
日立慈善盃高球賽，她笑說：「拿完聖誕禮物，
希望這個星期可以帶回日立冠軍這個過年大紅
包！」
　徐薇淩去年在日立慈善盃以總成績第5作收，
今年狀況不差，對於冠軍也多了些想像。她說：
「以前因為很少回台灣比賽，所以一參賽都會很想要奪冠，但始終和冠
軍無緣。自從台灣大哥大以『佛系心態』去參賽反而拿冠軍後，我就覺
得這樣好像還不錯。」
　談到球場攻略，徐薇淩下場練了幾次球，她提到：「東方的後9洞一直
都不好處理，但我自己覺得果嶺推起來還蠻順的，唯一要小心的就是球
場風勢，尤其有時候突如其來的強陣風，就會讓選手吃足苦頭。」
　徐薇淩認為，日立慈善盃是每年台巡賽的第1場比賽，不但獎金高比賽
辦得也很好，所以很多台灣好手幾乎都會參賽，有點大家一起過年的感
覺。
　徐薇淩也透露一個小故事；「配對賽的時候我跟日立的陳世鴻總經理
同組，最後獲得一個大的旅行袋，陳總轉送給我，我當下就想說『拿來
裝冠軍的250萬獎金好像剛剛好！』。」

　今年在LPGA資格考試以並列第4名佳績，強勢
重返美巡賽的錢珮芸，今年將以衛冕者的身份，
角逐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后冠，她也發
下豪語表示，希望能成為賽史上首位衛冕的台灣
球員。
　在日立慈善盃的賽史上，台將共拿過4次冠
軍 ， 但 從 沒 衛 冕 過 ， 僅 泰 國 球 員 波 南 隆 在
2013~15年完成過3連霸。
　錢珮芸笑說：「從美國剛回到台灣的時候，自己確實相當有企圖心，
也很想要拼一下，但隔離完之後，手感、球感都不太好，打出來的球質
都不如自己想像的好，所以有一度不敢這樣想。但過去1周我已經下場練
習了5次，對於衛冕，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談到今年在美國打拼的生活，錢珮芸苦笑說：「就是只有辛苦而
已！」她透露，今年在美國，必須在美巡賽、次巡賽兩頭跑，不管狀況
如何，有機會就得去嘗試，但也因為這樣，自己其實累得要命，不過最
後是好的結果，好像也就甘之如飴了。
　今年能夠重新回到美巡賽，也讓錢珮芸相當感恩：「我從2016年才真
正花很多時間在美國，包括找教練、桿弟、改動作等等，終於到今年開
花結果，我自認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心中也踏實許多，我真的希望，
上半年就能拿下一場美巡賽冠軍，讓自己心理更踏實一點。」
　錢珮芸以資格賽第4名取得美巡賽資格，依照參賽種類，上半年除了5
大賽以外都能打，年中會再依照選手的參賽資格，重新排列參賽種類的
順序。

　每一次冠軍，對旅美高球好手李旻而言，都有
一個不同的意義與回憶，她曾在2017年在日立慈
善盃女子高球菁英賽捧起冠軍獎盃，今年舊地重
遊的她，除盼可寫下新的回憶，也期許在新年的
第1戰，替自己帶來好彩頭。
　東京奧運高爾夫國手李旻，去年6月在LPGA美
迪惠爾錦標賽（LPGA MEDIHEALChampionship）
最後一輪被超車，最終以2桿之差惜敗屈居亞軍，
這仍是她旅美生涯的代表作，放眼新賽季，她帥
氣地說：「過去我只想著站穩腳步，現在我的想法比較積極，渴望拿下
冠軍。」
　事實上，李旻曾是2017年日立慈善盃的冠軍得主，近年將主戰場轉往
美國的她，每年只會在台灣參加2至3場比賽，但對她來說，日立慈善盃
的意義與眾不同，「它是台灣的傳統大賽，也是指標性賽事，更是賽季
的開幕戰與獎金最高的比賽。」
　李旻透露，日立慈善盃以往都有日巡賽的頂尖好手參賽，參賽除可就
近觀摩、學習，還能相互切磋球技，加上又是開季第1場比賽，在比賽中
碰到的問題可以馬上加強、調整。
　時光飛逝，如今的李旻已成為台灣女子高爾夫中生代球員的代表之
一，變成後輩與學妹學習模仿的對象，對此她笑說，她很樂意分享自己
會的一切，無論是球場上還是在美國場外的生活，「我只怕她們不敢
問。」
　對於日立慈善盃的期許，李旻承認，參賽的目標當然就是冠軍，她也
直言，希望賽季的第1場比賽冠軍就能開胡，讓新的一年能有一個好的開
始。

　從小在東方球場培育的旅美高球好手程思嘉，
直言東方高爾夫球場簡直就像她的第2個家，今
年她將再次提桿出戰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
賽，她承認，所謂的主場優勢，其實也是壓力，
不過她希望能把這些阻力化成助力，幫助她蛻變
成長。
　從業餘時期就備受期待的程思嘉，過去幾年主
戰場始終在LPGA，但總碰上一些麻煩事，除身
體健康一度出狀況，狀態回升後又碰上疫情攪
局，導致賽季全面喊停。
　程思嘉承認，這幾年旅美的確打得比較掙扎，不過她努力讓自己不受
影響，她有些「玄」地表示，希望透過接下來的比賽，讓自己用正確的
心態來完成這個過程。
　從小就在東方球場培育，程思嘉儼然是在「主場」出賽，她承認，正
因這個球場她太熟悉了，所以還沒上場就飽受各方期待，認為她應該要
打出什麼樣的成績、什麼樣的名次。
　「當職業球員有人關注是好事。」程思嘉很清楚，外界對她有所期
待，代表大家相信她的能力與實力，而所有人都告訴她用「平常心」來
面對這場比賽，但站著說話腰不疼，這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
單。
　所以程思嘉才說，她希望用正確的心態，來完成這個過程，對於這場
在自家舉辦的開幕戰，她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排名能打越前面越
好。」

　侯家姊妹侯羽桑、侯羽薔，去年底一起通過
LPGA的資格考試，如願取得今年正式巡迴賽的
參賽資格，2人也同步轉職業，正式展開新的身
份。侯羽桑說：「這是台灣第1場比賽，也是我
的第1場職業賽，就當作給自己的考驗。」
　侯羽桑在去年的日立慈善盃，就以總成績第2、
業餘冠軍的佳績作收，今年再戰，身份變成職業
球員，要跟所有人一拼高下搶獎金。她說：「之
前打過3次，只有去年晉級還拿到亞軍，今年再參賽，心態上其實沒有太
大不同，我還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打每1桿。」
　儘管打完LPGA資格賽已經將近1個月，但侯羽桑還是覺得很不真實，
她笑說：「現在想起來還是非常興奮，超期待LPGA新賽季快點開打，經
過了資格考試的洗禮，我覺得自己心態也比較成熟，對自己也比較有信
心，轉職業也不再猶豫了。」
　生涯首場職業賽事，就落在日立慈善盃，侯羽桑開心地說：「我一直
都很喜歡日立慈善盃，可能是因為每年的第1場，所以就會特別期待。」
　談到回台灣的隔離生活，侯羽桑笑說：「可能是因為我選的是7+7+7方
案，就不用一直關在旅館裡，所以感覺就比去年的隔離經驗來的稍微好
一些。」

　從開始學打球起，轉職業、挑戰LPGA一直都
是侯羽薔心中的夢，沒想到13年過去了，終於在
去年底「2種願望一次滿足」。只不過生涯首度
以職業球員身份參加日立慈善盃，侯羽薔還是很
可愛的說：「可以和姊姊一起參賽就好！」
　侯羽桑、侯羽薔從小打球就「黏作夥」，2018
年雅加達亞運，2人一起當國手、一起參賽，之後
妹妹侯羽薔也跟隨姊姊腳步到美國唸書打球，今
年更一起通過LPGA資格考試的歷練，同步取得美巡賽資格，也決定一起
宣布轉職業。
　侯羽薔說：「其實到現在講起來都還會有一點哽咽的感覺，總覺得自
己努力了13年終於夢想成真，到現在只要想到都還覺得很興奮。」
　今年將以職業球員身份參加日立，侯羽薔自認沒有太大差別：「以前
還是業餘球員的時候，就參加過很多場TLPGA的賽事，所以在台灣的比
賽都有很熟悉的感覺，不過日立是每年的首場比賽，獎金也很高，我希
望自己能有個好的開始，讓自己好好享受壓力、享受比賽。」
　談到今年LPGA的希望，侯羽薔又露出招牌甜笑說：「我最幸運的，就
是可以跟姊姊一起參賽，只要上半年能打的比賽，我都會努力爭取好成
績，讓自己下半年的參賽順序可以再往前提升一點。」

　未滿18歲的吳佳晏，堪稱是去年台巡賽最亮眼
的新星，她在下半年度包攬3座冠軍與1座亞軍，
提前確保「獎金后」的殊榮成為她最新收藏，而
今年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她堪稱是最
受期待的球員之一。
　吳佳晏去年先後在中國信託邀請賽、緯創女子
公開賽與歡樂友緣女子公開賽登上后座，氣勢超
旺簡直無人能擋，她搞笑地說，這些冠軍最大的
收穫，「就是有賺到一些旅費。」
　不過對於今年賽季的開幕戰、日立慈善盃的參賽期許，吳佳晏則低調
地說：「前幾年我在日立慈善盃都不是很滿意，今年的目標是希望比前
幾年好。」
　日立慈善盃是國內獎金最高的女子職業高球賽，所有包括旅美、旅日
的名將好手都有返台參賽，這反讓吳佳晏戰意飆漲，談到有機會和這些
學姐同場競桿，她興奮地說：「想看看自己和她們差多少。」
　今年即將準備赴美參加LPGA資格考的吳佳晏透露，去美國打LPGA一
定比在台灣難多了，她很期待全新的挑戰和全新的生活，而這場比賽給
了她和這些學姐一起比賽的機會，「我希望自己能拿出最佳表現。」

日立創舉
冠軍藍夾克傳承意味濃
　今年的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球賽有個新創
舉，就是每年冠軍球員，都可獲得一件象
徵最高榮譽的冠軍夾克。記者會上，主辦
單 位 「 補 發 」 了 史 上 第 1 件 藍 夾 克 ， 給
2021年冠軍錢珮芸。
　錢珮芸笑說：「感覺很榮耀了，目前全
台灣就只有我有而已，當然，我希望每年
我都可以穿上這件夾克，不要再交給別人
了。」據了解，當初日立希望能仿照美國
名人賽，讓冠軍選手和賽事留下值得紀念
的驕傲和回憶，才發想設計出這一件冠軍
夾克。
　TLPGA理事長劉依貞說：「日立慈善盃
是TLPGA裡舉辦最久的一場賽事，能夠穿
上這件夾克應該會覺得非常的光榮，也參
賽選手多了更多的動力爭冠。」據了解，
這件夾克材料和設計要價不斐，一件就要
價3萬元。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社長　菊地正幸

菊地正幸社長愛台灣
首頒冠軍夾克

錢珮芸 賽史本土連莊第  人1挑
戰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邁入第14
屆，今年因應防疫需求暫停售票，且不提供接
駁服務，但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台灣代表陳世
鴻仍邀請對高球充滿熱情的觀眾，遵守防疫實
聯制進場看球，就可參加大摸彩。

　今年是日立慈善盃第2年「全本土」爭霸戰，雖然沒有來自世界各國的
好手，但仍不乏旅外歸國或台巡賽表現亮眼的台灣選手，同時也有多位
業餘小將把握機會，在一年之初與經驗豐富的前輩同場較勁。
　陳世鴻提到，過去兩年對日立盃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今年能夠按照原
定計畫照常舉辦賽事，非常令人感動。他特別感謝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
協會理事長劉依貞，與東方高爾夫球場總經
理郭秋琳的支持，才讓日立盃能夠不畏疫
情，持續為選手提供揮灑的舞台。
　日立盃長年致力於成為培育球后的搖籃，
陳世鴻也分享自己去年觀看美巡好手李旻與
徐薇淩比賽時的緊張心情，肯定徐薇淩拿下
首座冠軍的同時，也不忘鼓勵李旻繼續更上
層樓，可以預見本屆日立盃競爭激烈。
　無法親自到場的民眾，也可以透過TLPGA
粉絲團、民視新聞YouTube頻道與民視無線
台，觀看1月8、9日下午1點後的比賽。

本屆不售票
陳世鴻邀請觀眾
一起支持本土球員

株式會社日立製作所
台灣代表　陳世鴻

台灣一姐徐薇淩
要拿日立過年大紅包

錢珮芸力拼賽史
台將首位衛冕

李旻心態轉化要自己更積極
盼奪冠帶來好彩頭

終僅以第55名作收，還是無緣重返日巡賽。
　她說：「我現在是還沒想好今年到底該怎麼
辦，疫情和隔離政策，還是影響我做決定的最大
原因。畢竟來來去去都要隔離，在隔離期間也都不能練球，對我自己影
響是很大，但如果可以，我還是希望今年可以繼續去日巡的次級巡迴賽
打拼。」
　生涯已經第11次返台參加日立慈善盃，姚宣榆自認狀況不好。她笑
說：「我已經下場練習了幾次，但其實從我參賽以來，始終看不懂也讀
不好東方球場的果嶺，這對我是很大的挑戰。」

姚宣榆經歷不順利的日
巡 賽 想 要 在 日 立 重 新 出
發。(林聖凱攝影)

徐薇淩想要拼回過年冠
軍大紅包。(林聖凱攝影)

錢珮芸力拼要成為賽史
首位衛冕台將。(林聖凱攝
影)

新賽季李旻心態轉換更
積極，將帶著渴望奪冠的
心情面對比賽。（鍾豐榮
攝影）

在第2個家出賽
程思嘉盼將阻力化成助力

做為地主選手的程思嘉，
希望能用正確的心態來面對
比賽。（鍾豐榮攝影）

侯家姊妹職業首戰
侯羽桑當作自我考驗

侯羽桑自認職業身份還
是 要 多 學 習 。 ( 林 聖 凱 攝
影)

侯羽薔超可愛
和姊姊一起參賽就好

侯羽薔首場職業賽打算
好好享受壓力。(林聖凱攝
影)

期許拿出自己最佳表現
吳佳晏享受跟賢拜競桿過程

去年在下半季包攬3冠的
吳佳晏，是最被看好的台
灣高壇新星。（鍾豐榮攝
影）

台灣日立江森自控股
份有限公司社長菊地社
長(左)為去年冠軍錢珮
芸披上冠軍服。(鍾豐
榮攝影)

TLPGA粉絲團

TLPGA理事長
劉依貞

　2021年5月，台灣進入三級警戒，即使高
爾夫是戶外活動，也難免受到波及。停業的
兩個月期間，東方球場的員工也沒閒著，投
入更多時間與心力進行大保養，為的就是讓
球場再次開門迎接會員與選手時，能夠看到
全新的東方。
　東方高爾夫球場總經理郭秋琳表示，東方
球場對她來說就是家，必須無微不至的照顧，她說：「就算沒有人來，
我也不能讓它荒廢。」過去這一年，由於疫情影響，反而讓東方得以專
心提升球場狀況。從T台、果嶺、球道的保養，到鋪沙與打洞，全體員工
比平常還要忙，化危機為轉機，為球場增添更多花草樹木。
　除了木質設備與廚房設備的更新，會館多處也重新粉刷，解封後會員
也對於咖啡廳的全新地毯感到驚艷，貴賓也在日立盃的配對賽看到全新
的玫瑰園與球場動線，盛讚是「最美的東方球場」。最特別的是，因為
擁有充裕的時間，東方球場在去年與國外廠商完成簽約，全面更新自動
噴灌系統，希望提供球友與選手更棒的球場體驗。
　日立盃已經第2年沒有外籍球員來訪，但今年在完善的隔離政策之下，
旅外選手得以回國參賽，郭秋琳也深感欣慰。她提到，多數選手都是從
小看到大，像是自己的孩子，包括12月中才在美國轉職業的侯羽桑、侯
羽薔姊妹。郭秋琳認為，作為年初的比賽，選手如果能在日立盃拿下佳
績，整年球季氣勢都大不相同。
　侯羽桑在上屆日立盃拿下亞軍，也是業餘冠軍，今年日立盃是她與妹
妹轉職業後的第一場比賽，也是第一個正式公開活動，意義非凡。她非
常感謝各方熱愛高球的貴人，提供各種機會與舞台，未來自己也會帶著
大家的祝福繼續在職業球員的路上耕耘。

疫情期間休息不停滯
郭秋琳讓東方煥然一新

東方高爾夫球場
總經理　郭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