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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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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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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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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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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排行榜

　旅日職業高球好手蔡佩穎在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第2回合逆風
高飛，8日她再打4鳥、無柏忌，以低於標準4桿的68桿繳卡，累計以低於
標準9桿的135桿，穩坐排頭，並以3桿之差領先衛冕冠軍錢珮芸，將挑戰
生涯首次在這場傳統大賽奪冠。
　總獎金新台幣1000萬元的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8日在東方高
爾夫球場進行第2回合競桿，強大的風勢讓選手吃足苦頭，96名參賽選手
僅有9人繳出紅字成績卡，大會只取158桿以下、共73名選手晉級最後一
回合的決賽。
　談到比賽現場的狂風，蔡佩穎苦笑說：「風很大，真的很難。」她和
好麻吉錢珮芸也是全場唯二沒有吞下柏忌的選手，她也說，在這種天氣
下能繳出無柏忌的成績，「很滿意。」
　關鍵第17洞，蔡佩穎短切過頭，小白球距離洞口仍有4步，還是下坡，
結果她成功救Par，是她最得意的代表作。
　蔡佩穎和錢珮芸來自屏東同鄉，兩人自國中就相識，雙方的父親還是
好友，兩人決賽將同組較勁，即便私交甚篤，爭冠的煙硝味依舊濃烈，
蔡佩穎說：「錢珮芸的球打得遠，我再用力也沒她遠，只要第2、3桿打
得比她近就好。」
　錢珮芸在前9洞就進帳3鳥，沒想到後9洞靜悄悄，一路持平至結束，連
2天以69桿完賽，排名依舊卡在第2，決賽將和好友面對面同組對決，她
充滿期待，也大喊：「太好了。」
　小將吳佳晏則靠著推桿當後盾，打下6鳥、吞下2個柏忌，同樣繳出平
單日最低的68桿，累計以低於標準3桿的141桿，排名從並列17一口氣竄
上並列第3，和領先的蔡佩穎有6桿差距。
　吳佳晏表示，自己的揮桿有點卡卡，打好的關鍵在於長推桿實在太給
力，自評這大概是她近1年來長推桿狀況最好的一次，因為她全場捕獲的
6隻小鳥當中，就有一半都是7、8碼的長推拿下。
　美中不足的是，吳佳晏兩個柏忌都是草紋沒有判斷好，導致短推失手
比較可惜，而面對6桿落後，她表示就放手去打，盡量往前衝，因為自己
仍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旅美好手李旻繳出70桿，總桿數也以低於標
準3桿的141桿並列第3，賽後她一臉鬱卒，若不是在第2洞吞下雙柏忌，
或許她與領先者的差距可以更少一些。
　標準3桿的第2洞，李旻用了5桿才脫身，她無奈地說：「因為用了4
推。」她直言自己的推桿狀況不太理想，出球時的速度掌握不好，導致
距離不太好拿捏。
　對於最後一天決賽，李旻則說：「如果我的推桿找回來，或許有機
會。」但她也強調，高爾夫比賽在還沒結束前，什
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日立慈善盃決賽有提供直播服務，球迷可透過民
視無線台、YouTube民視頻道與TLPGA臉書官方粉
絲團收看，此外今年比賽不販售門票，因此不提供
接駁服務，球迷只要實名制登記後就能入場，觀賽
全程則需配戴口罩。

蔡佩穎 挑戰日立慈善盃生涯首冠

TLPGA粉絲團

戰勝強風抓4鳥無柏忌
期待自己「革命成功」

蔡佩穎

　「今天風很大，開球好幾洞都沒在球道
上，所以機會比較少，好難打！」蔡佩穎第
2回合繳出4鳥、無柏忌的成績，以低於標準
桿9桿獨走，最終輪將與-6桿的衛冕冠軍錢珮
芸與-3桿的TLPGA獎金后吳佳晏一起出發，
爭奪最後的冠軍獎盃。
　蔡佩穎對自己8日表現相當滿意，她說：「我覺得沒有柏忌很重要！一
直在救球！」第17洞保帕是蔡佩穎自覺最滿意的一洞，「我17洞真的覺
得要打柏忌了！」她第2桿打到旗桿後方，往回推桿後還有4步距離的下
坡，蔡佩穎慶幸同組的程思嘉「示範」推桿，讓她直呼「那個保帕很重
要！」
　第3回合，蔡佩穎將與衛冕冠軍好友錢珮芸同組，她前2輪都說自己
「矇」到推桿，倒是很期待繼續跟錢珮芸「偷學」技術。蔡佩穎分享2人
同組時，會向彼此更新美巡與日巡的近況，但她笑稱不會有心理戰，因
為「打球歸打球」，也不會給自己開球太大的壓力，畢竟「再怎麼用力
打也打不贏她，第2、3桿比她近就好了。」
　連續14年不缺席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的蔡佩穎，興奮地表示
「快要革命成功了！」但同時，領先3桿的她仍保持謹慎態度說：「高爾
夫沒打完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最終輪蔡佩穎、錢珮芸與吳佳晏將
會於上午10點半，從前9洞開始出發。

蔡佩穎以2回合總桿低於標準
桿9桿的135桿，單獨領先。
(葉勇宏攝影)

　轉換成職業球員身份後首度參賽「侯家姐
妹」的妹妹侯羽薔，8日在日立慈善盃女子
高爾夫菁英賽一直被推桿困擾，僅繳出73桿
的成績，但最後收尾的第18洞順利抓鳥，還
是讓她露出招牌可愛笑容說：「心情稍微好
一點了！」
　侯羽桑、侯羽薔姐妹轉職業後攜手參加日

立慈善盃，侯羽薔前2回合分別繳出70、73桿，排名則下滑1位到並列第
6。侯羽薔說：「可能是因為鐵桿打得不夠準，每一洞上果嶺的位置都跟
自己想得不一樣，有時候在上坡球位，有時候在下坡球位，變成我得重
新調整、適應推桿的力道，所以整場比賽推桿都不夠好。」侯羽薔後9洞
出現2次3推。
　幸好，在長510碼、標準5桿的第18洞，侯羽薔順利抓鳥收尾，讓她還
是對於明天充滿希望。她笑說：「其實不管一整天打得多糟，如果能在
第 18洞抓鳥收工，就會覺得心情很好，至少代表這一天有個Happy End-
ing，然後又可以繼續期待下一回合的賽事。」
　第2回合侯羽薔也跟錢珮芸同組，2人都是在去年LPGA資格考試過關，
取得今年全卡資格的球員。侯羽薔說：「我們在比賽中聊天時，都很期
待今年的美巡賽快點開始，很想要快點感受LPGA的氛圍。」

侯家妹妹侯羽薔 博蒂收尾好開心

侯羽薔收尾抓鳥更期待最後
回合的好成績。(葉勇宏攝影)

侯羽薔

後9洞火力收斂 錢珮芸獨居第2

錢珮芸
　前9洞就打下3鳥，讓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
夫菁英賽衛冕冠軍錢珮芸信心爆棚，讓她自
認第2回合很有機會可以收在67桿，沒想到
最後她僅以69桿繳卡，2回合累計以低於標
準6桿的138桿排在第2，仍落後領先的好友
蔡佩穎3桿。
　錢珮芸今年抱持著「連莊」的強大企圖心出
賽，面對東方球場的強風也毫無懼色，8日她在前9洞威風捕獲3鳥，後9
洞卻一路持平，「前9洞覺得可以喔，67（桿）一下吧，沒想到後面一路
打Par。」
　錢珮芸與目前獨居領先的蔡佩穎是屏東同鄉，兩人父親也是好友，錢
珮芸會踏上高爾夫這條路，還是受到蔡佩穎父親的建議，如今兩人都已
是台灣女子高壇的頂尖球員，甚至將在日立慈善盃最後一回合面對面對
決。
　對於要和好友同組爭冠，錢珮芸早已等不及了，她甚至高呼：「太好
了。」聽到好友偷學她的右曲球來對抗強風，她也開玩笑說：「以後不
要跟她一起練球了，都一直偷學我的球路。」
　就算拿手球路可以抗風，錢珮芸每一次揮桿，還得嘗試壓低彈道並控
制球路，也不禁讓她喊累，她認真地說：「這裡（東方球場）真的很適
合練球，打起來就像英國公開賽一樣，只是英國的風更大一點而已。」

錢珮芸最終回合要跟好姐妹
一同爭冠。（葉勇宏攝影）

　 日 立 慈 善 盃 女 子 高 爾 夫 菁 英 賽 進 入 第 2
輪，氣溫也回升到17度，不過風大讓人感覺
不到冬陽的溫暖，選手頻頻繳出柏忌，個個
大喊吃不消。反倒是怕冷的劉嬿認為「反正
天 氣 大 家 都 一 樣 」 ， 即 使 8 日 表 現 差 強 人
意，也對最後一回合充滿信心。
　劉嬿第2回合抓3鳥、吞4柏忌，第14洞還

打出雙柏忌，她直言：「手感不好，成績不如預期。」目前並列第14的
劉嬿樂觀地說比賽還有一天，希望第3回合的成績能有所提升。
　談到雙柏忌失誤，劉嬿坦言2輪下來對自己的開球都不是太滿意，她
說：「第14洞本來就比較難打，一不小心就容易發生嚴重失誤。」面對
較不擅長的球道，劉嬿為自己設下保帕的目標，希望最終輪能夠化險為
夷。
　一直以來都積極經營副業的劉嬿也提到，自己近來在學習網路行銷，
努力讓收入不受疫情影響太多，期待一切都能往好的方向發展，以便在
32歲退休的計劃來臨之前，能夠「無縫接軌」做好銜接的準備。
　前2回合，劉嬿分別繳出71、75桿的成績，以高於標準桿2桿並列第
14。2022年，劉嬿也將前往美國征戰LPGA次巡賽，目標順利拿下明年出
賽資格。如果無法取得資格，將會待在美國考完資格考再回台灣。

隨時做好準備 正向看待比賽與人生

劉嬿期許最終輪困難球道都
能保帕。(葉勇宏攝影)

劉嬿

長推桿超神 吳佳晏爆衝並列第3

吳佳晏
　小將吳佳晏打出自評近1年來，長推桿的
最佳表現，靠著屢建奇功的長推桿頻頻抓鳥
，讓她在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第2
回合，狂打6鳥、2柏忌，排名也從首回合的
並列17，竄上並列第3，還有一搏冠軍的機
會。
　這次比賽吳佳晏的揮桿一直卡卡、不太順，
不過推桿倒是讓她覺得很順手，全場捕獲的6鳥當中，就有3隻小鳥是來
自7、8碼的長推桿，「比我預料的好很多，本來連我自己覺得不會進的
都進了。」
　飆進超高難度的長推桿捕鳥，但吳佳晏的2個柏忌都是短推失手，這讓
她有些無言，「比較短的洞，應該很好抓鳥，結果都柏忌。」
　雖然吞下2個柏忌讓吳佳晏覺得可惜，不過整體來說，在風這麼大的狀
況下，能打出這樣成績已讓她很滿意，而另一方面，「推桿有突破也讓
我很開心。」
　吳佳晏解釋，過去推桿路線只要碰上比較大的轉折，都讓她很苦惱，
那也一直是她的弱點，而這次比賽球場就屬於這種轉折較大的果嶺，她
能在這樣的場地仍繳出好成績，對她就是一種進步和成長。
　決賽吳佳晏面對6桿落後，她解釋自己不會想太多，因為她無法知道對
手狀況，她僅淡淡地說：「就放手去打，盡量往前衝。」

吳佳晏推桿超神繳出全場最
低的68桿。（葉勇宏攝影）

赴美磨練增信心 要拼業餘最佳

陳俋儒

　就讀高2的陳俋儒，8日在日立慈善盃女子
高爾夫菁英賽第2回合，開局就連抓2個博
蒂，沒想到接著被球場的風勢擊敗，後16洞
就沒能再抓鳥進帳，還吞下4次柏忌。但她
不灰心，豪言要在9日的最終回合，成為本
屆最佳排名的業餘球員。
　陳俋儒說：「從第9洞吞下柏忌開始，自己的鐵桿就被球場的風勢給影
響到，很多球距離都沒有抓準，基本上都是打短了，才會都沒有抓鳥機
會。」這是陳俋儒第2次參加日立慈善盃，去年首度參賽，3天繳出79、
71、79桿，今年前2回合分別繳出73、74桿，表現相對穩定許多。
　今年暑假，陳俋儒也在媽媽陪同下，遠赴美國參加了4場業餘青少年賽
事，第1場就是潘政琮舉辦的AJGA賽事，自認學到很多。
　陳俋儒的高球之路相當特別，1、2歲的時候就會在家裡拿著塑膠高爾
夫球桿玩耍，但後來卻加入了學校的游泳隊，練了將近2年之後就放棄，
直到11歲才又開始認真練習高爾夫。她笑說：「因為游泳隊都得在早上6
點晨操，那時候還小覺得很累，所以就不想繼續練了。」陳俋儒也提
到，練游泳讓她的上背肌特別發達，對現在打高爾夫蠻有幫助。
　過去的偶像包括朴仁妃、高寶璟、柳蕭然等南韓名將，共通點就是在
球場上相當冷靜，未來也想往美巡賽發展的陳俋儒笑說：「因為我自己
在球場上很不冷靜，常會爆走，所以才希望可以像她們一樣穩定又冷
靜。」

陳俋儒要拼今年最佳業餘球
員排名。(葉勇宏攝影)

前國手林元騁談放棄的藝術
帶選手看見高爾夫外的世界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8日舉辦青
少年講座，上午邀請到前國手林元騁，與菁
英選手分享「我的人生路程」，說明自己放
棄職業選手的夢想後，如何走上創業之路。
　從小接觸高球，林元騁13、14歲時入選國
家隊，15歲開始只要打球下背就會痛，雙腳
也會麻，嚴重時連覺都睡不好。照過X光
後，醫生建議他放棄選手生涯，林元騁痛哭
2小時，他說：「那是一種『對過去的努力
該怎麼交代』的無力感。」
　林元騁與學員分享3個故事：學會放棄、
機會與心之所向。他提到，身體出問題後，
高球成績越來越差，20歲才毅然決然專心唸
書。林元騁告訴學員：「想獲得成長，你必須先『學會放棄』。」同
時，他也告誡小選手：「不要放棄對其他事物的好奇心，成績不用太
好，但讀書是要養成學習的習慣。」如此一來，才能看到高爾夫外的世
界。
　台下認真聽講的業餘選手陳葶伃深受啟發，她表示自己青少年時期真
的都沒在念書，但大學之後驚覺「人生不能只有高爾夫」。陳葶伃曾於
2020年入選國家隊，目前就讀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2年級，她說自己
入選國家隊後成績一直沒有起色，也一直徘徊在「放棄與不放棄」的選
擇之間。聽完講座好像豁然開朗一些，陳葶伃說：「大家一直叫我不要
放棄，但我想現階段高爾夫與課業雙領域並行，或許有一天才會知道哪
邊開花結果。」
　講座下午場則由物理治療師尤信貿主講「受傷緊急處理與觀念」，為
青少年選手建立正確觀念，讓運動傷害的影響減到最低。

青少年講座，上午邀請到前
國 手 林 元 騁 與 菁 英 選 手 分
享。(陳宏佳攝影)

徐薇淩  李旻
　去年在LPGA都繳出好成績的台灣1、2
姐，8日在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第2
回合難得同組，李旻抓5博蒂、吞1柏忌還有
1次雙柏忌繳出70桿的成績，讓她2天結束落
後領先者6桿，自認還有追擊機會。
　李旻開賽下場第1洞就抓鳥，原以為有好
的開局，沒想到第2洞在剩下16碼的博蒂推
桿，罕見推了4次才進洞，反而因此吞下雙
柏忌。她苦笑說：「就是因為這一洞，讓我
後面一直都在想到底為何推桿會沒進！」
　李旻笑說：「雖然和徐薇淩同組很開心也
一直聊天，但我們2個整天都很忙，我在忙
著調整推桿，她則是忙著找回開球節奏，說
真的，都不知道我們2個人到底在忙啥？」
　2天下來李旻分別繳出71、70桿，自己不
太滿意：「其實問題還是在推桿，尤其桿面

和球的接觸力量真的很難拿捏，希望最後一天
可以把自己的實力完全發揮出來，雖然差了6桿，但比賽沒打完誰都不知
道會怎樣。」
　一姐徐薇淩抓1鳥、吞3柏忌繳出74桿。她說：「一整天對自己的揮桿
動作都不是很有信心，有時候身體固定了，就一直在意手的姿勢和角度
有沒有跑掉，打起來就很彆扭，加上天氣有點冷，反正全部都不對
勁！」不過去年拿到冠軍的效應，讓徐薇淩回台期間也多了一家贊助商
「北迴化學」，是全球第2大黏著劑製造商。

旅美1、2姐同組 兩人都很忙

旅美1、2姐徐薇淩(上)、李旻
(下)同組趣味多。(葉勇宏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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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再冷都不怕
就要美美上場揮桿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8日雖然沒
有下雨，不過球場最高溫不超過15度，且
不時颳起強風，但包括吳曉玲、黃郁心還
是堅持亮麗裙裝上場，陳孟竺甚至也一度
穿著短袖POLO衫就出發。
　日立慈善盃第2回合雨勢稍歇，但陰天加
上強風，體感溫度還是偏低，但吳曉玲還是
堅持自己的Style，沒下雨就穿上招牌裙
裝，精心打扮下，也讓她成為鎂光燈焦點。
　吳曉玲笑說：「我自己是一個喜歡被攝
影機拍的球員，所以我下場很注重自己的
造型打扮，雖然穿著短裙，但我只要上半
身有做好保暖，就不太會覺得冷的人。賽
前我就查過天氣預報，知道只有第2回合天
氣 比 較 適 合 穿 裙 裝 ， 所 以 就 毫 不 考 慮
了。」
　除了在衣服搭配上費苦心外，吳曉玲每
次出賽，也都會替長髮綁成兩串辮子。她
說：「綁辮子和短裙應該算是我的標準造
型，這樣我的朋友和家人，也很容易在電
視轉播裡一眼就看到我，尤其現在疫情關
係又要戴口罩比賽，這樣我的辨識度也比
較高。」
　只不過吳曉玲還是被果嶺考倒，8日全場
吞5柏忌沒抓鳥，用了33推，她無奈的說：
「真的是推桿推到心很累！」幸好，吳曉玲
還是以並列第33名順利晉級最終回合。
　陳孟竺雖然排在早上第2組開球出發，但
向來怕熱不怕冷的她，也一度只穿著短袖
的POLO衫揮桿，不過後來還是因為低溫
風大，又穿上一件薄的防風外套。

球 場 雖 然 氣 溫 偏 低 風
又 大 ， 但 球 員 不 怕
冷 ， 還 是 堅 持 美 麗 造
型登場。(葉勇宏攝影)

陳孟竺

黃郁心

吳曉玲

 遇到假日又沒下雨，球迷出
籠進場幫球員加油打氣。(葉勇
宏攝影)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英賽，8
日終於雨勢稍歇，儘管球場依舊低溫
加上強風，加上今年因為沒有售票而
暫停接駁車的服務，但球迷仍舊進場
觀戰，替支持的球員加油打氣。
　儘管今年氣溫不像去年個位數，但
整天也都落在14度上下，加上不時
吹來的強風，體感溫度還是不好受。
儘管沒有售票，許多球迷還是自行開車
到場力挺心儀球員，而觀眾朋友也做好
保暖工作，除了口罩是必備物品，毛
帽、手套、大外套也是穿好穿滿。
　球員的家屬更是經驗老到，除了毛
帽之外，左右手各自戴上小熊維尼和
老虎的可愛造型手套，在旁加油時特
別顯眼。球迷朋友到場觀戰，只要完
成實名制登記，就可換得摸彩券１
張，還是有機會帶走冷氣機等大獎。

適逢假日沒下雨
日立慈善盃球迷進場暖心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