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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但只有在這行動不會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情況下．．81 

8.1a/8~不允許在脫困區改變地表面．．．．．．．．．．．．．．．．81 

    8.1a/9~何時草皮斷片被回填而決不可移除或壓平．．．．．．．．．．81 

8.1b/1~"球桿輕觸地面"之含義．．．．．．．．．．．．．．．．．． 82 

8.1b/2~允許球員在採取站位時，用腳掘進沙中不止一次以穩固站位．．83 

8.1b/3~"正當地採取站位"的例子．．．．．．．．．．．．．．．．． 83 

8.1b/4~並非"正當地採取站位"的例子．．．．．．．．．．．．．．． 83 

8.1b/5~改善開球區之條件僅限於對地面．．．．．．．．．．．．．．83 

8.1b/6~球員將球打出沙坑後為了"照護比賽場地"整平該沙坑．．．．． 83 

8.1b/7~損壞是部分在果嶺上部分在果嶺外時可以修復．．．．．．．．84 

    8.1d(1)/1~允許球員恢復被另一人的行為或局外之影響力而改變的條件 

          之例子．．．．．．．．．．．．．．．．．．．．．．．．85 

    8.1d(1)/2~球員有權讓他的球靜止時即存在的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 

          造物留在原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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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d(2)/1~被自然物或自然力改變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不允許球員 

          恢復那些被惡化的條件之例子．．．．．．．．．．．．．．86 

    8.1d(2)/2~球員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其桿弟或在他的請求下之另一 

          人惡化時，不允許將之修復．．．．．．．．．．．．．．．86 

    8.1d(2)/3~如球員進入沙坑並在擊球線上，則他決不可修復被惡化的對 

          打擊有影響之條件．．．．．．．．．．．．．．．．．．．86 

8.2 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影響自己的靜止球或即將做的 

    打擊．．．．．．．．．．．．．．．．．．．．．．．．．．． 87 

8.2b/1~球員蓄意的行動改善影響他打球的實質條件之例子．．．．．．87 

8.3 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影響另一球員的靜止球或即將 

    做的打擊．．．．．．．．．．．．．．．．．．．．．．．．． 88 

8.3/1~如球員在其他球員知道下改善實質條件，二位球員都要受罰．．．88 

規則 9  依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靜止球被撿起或移動．．90 

9.1 依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90 

9.2 決定球是否被移動及是什麼原因造成它移動．．．．．．．．．． 90 

9.2a/1~何時球被視為已移動．．．．．．．．．．．．．．．．．．．90 

9.2a/2~球員即使不知道球移動了，也要對他造成球移動之行動負責．．91 

9.3 球被自然力移動．．．．．．．．．．．．．．．．．．．．．． 92 

9.4 球被其球員撿起或移動．．．．．．．．．．．．．．．．．．． 92 

9.4a/1~球員把他的球從樹上搖下時之程序．．．．．．．．．．．．．92 

9.4b/1~蓄意碰觸球但球未移動導致球員受罰．．．．．．．．．．．．94 

    9.4b/2~"試圖找到"之含義．．．．．．．．．．．．．．．．．．．．94 

9.4b/3~尋找暫停時球被移動．．．．．．．．．．．．．．．．．．．94 

    9.4b/4~規則9.4b例外4中“在．．．期間”之含義．．．．．．．．． 95 

9.4b/5~在規則 9.4b 例外 4 中"合理行動"之含義．．．．．．．．．．． 95 

    9.4b/6~球員依允許免罰脫困之規則16.1b撿球，但之後決定不採取免罰 

        脫困．．．．．．．．．．．．．．．．．．．．．．．．．．96 

9.5 在比洞賽，球被對手撿起或移動．．．．．．．．．．．．．．． 96 

    9.5b/1~球員宣稱發現的球是他的，這導致對手撿起另一球結果該球是 

       球員的球．．．．．．．．．．．．．．．．．．．．．．．．97 

9.6 球被局外之影響力撿起或移動．．．．．．．．．．．．．．．． 97 

9.6/1~局外之影響力被風吹動而造成球移動．．．．．．．．．．．．．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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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當球從未知的位置被移動時，要在那裏置回它．．．．．．．．．98 

9.6/3~球員在打擊後才知悉球先前被移動．．．．．．．．．．．．．．98 

    9.6/4~處於靜止狀態的球被打出後，發現先前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但 

      結果它是錯誤球．．．．．．．．．．．．．．．．．．．．．．98 

9.7 球標被撿起或移動．．．．．．．．．．．．．．．．．．．．． 99 

規則 10  準備及做打擊；建言及協助；桿弟．．．．．．．．．100 

10.1 做打擊．．．．．．．．．．．．．．．．．．．．．．．．．．100 

10.1a/1~推、鉤或舀的例子．．．．．．．．．．．．．．．．．．．100 

10.1a/2~球員可以用球桿頭之任一部分對球正當地擊打．．．．．．．100 

10.1a/3~打擊過程中其他物料可以介入球與桿頭之間．．．．．．．．100 

10.1b/1~球員決不可用前臂抵靠身體來錨定球桿．．．．．．．．．．101 

    10.1b/2~在打擊過程中蓄意接觸衣服是違規．．．．．．．．．．．．101 

    10.1b/3~在打擊過程中不慎接觸衣物並非違規行為．．．．．．．．．102 

10.2 建言及其他協助．．．．．．．．．．．．．．．．．．．．．．103 

10.2a/1~球員可以從共用桿弟獲得資訊．．．．．．．．．．．．．．103 

10.2a/2~球員必須嘗試制止自行提供的持續建言．．．．．．．．．．103 

10.2b(3)/1~允許在球後地面上放桿頭以協助球員採取站位．．．．．．104 

10.2b(4)/1~何時球員開始採取他的站位之例子．．．．．．．．．．．105 

10.2b(5)/1~球員可以要求另一非蓄意安置的人走開或留在原地．．．．106 

10.2b(5)/2~球員可以穿著防護服裝．．．．．．．．．．．．．．．．107 

10.3 桿弟．．．．．．．．．．．．．．．．．．．．．．．．．．．107 

    10.3a/1~球員以電動高爾夫球車運送球桿並僱用一人執行桿弟的所有 

            其他職務．．．．．．．．．．．．．．．．．．．．．．． 108 

10.3a/2~球員不在回合比賽時可以為另一名球員擔任桿弟．．．．．．108 

規則 11  運動中之球意外地打到人、動物或物體；蓄意影響     

         運動中之球的行動．．．．．．．．．．．．．．．．．110                                   

11.1 運動中之球意外地打到人或局外之影響力．．．．．．．．．．．110 

11.1b/1~當打擊不算時從球被該打擊後靜止處打球是從錯誤的地方打 

         球．．．．．．．．．．．．．．．．．．．．．．．．．．111 

    11.1b/2~當球被意外擋轉或擋停後又移動時該如何處理．．．．．．．111 

11.2 運動中之球被人蓄意擋轉或擋停．．．．．．．．．．．．．．．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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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a/1~在球員了解如球擊中裝備品會有所幫助後將它留在適當的位 

         置上．．．．．．．．．．．．．．．．．．．．．．．．．112 

11.2c(1)/1~當球已靜止在處罰區內時之選項．．．．．．．．．．．．113 

11.3 蓄意地移動物體或改變對運動中之球有影響之條件．．．．．．．113 

11.3/1~影響運動中之球的蓄意行動之結果是不相關的．．．．．．．．114 

IV. 沙坑及該洞果嶺之特定規則(規則12-13)                         

規則 12  沙坑．．．．．．．．．．．．．．．．．．．．．．．．116 

12.1 何時球是在沙坑內．．．．．．．．．．．．．．．．．．．．．116 

12.2 打在沙坑內的球．．．．．．．．．．．．．．．．．．．．．．117 

12.2a/1~改善是由於從沙坑內移除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所致．117 

    12.2b(3)/1~在沙坑外採取脫困後，允許球員為了照護比賽場地整平該 

           沙坑內的沙子．．．．．．．．．．．．．．．．．．．．118 

12.2b/1~規則 12.2b 適用於在沙坑內動物的洞穴之沙堆．．．．．．．118 

12.2b/2~球員是否可以在沙坑中探測．．．．．．．．．．．．．．．118 

    12.2b/3~當球員為了採取脫困已從沙坑內撿起他的球，但尚未決定是 

        否在沙坑之內或之外採取脫困時，規則 12.2 持續適用．．．．119 

12.3 球在沙坑內脫困之特別規則．．．．．．．．．．．．．．．．．119 

規則 13  果嶺．．．．．．．．．．．．．．．．．．．．．．．．120 

13.1 在果嶺上被允許或被要求的行動．．．．．．．．．．．．．．．120 

13.1c(2)/1~在果嶺上的擊球線被意外損壞可以修復．．．．．．．．．121 

13.1c(2)/2~損壞之球洞是該果嶺損壞之部分．．．．．．．．．．．．121 

13.1c(2)/3~當無法修復果嶺上之損壞時，球員可以請求委員會協助．．121 

13.1d(1)/1~在果嶺上球或球標意外之移動免罰．．．．．．．．．．．122 

13.1d(2)/1~如球在採取脫困被置放後移動了必須將之置回．．．．．．122 

13.1e/1~不允許蓄意測試任何果嶺．．．．．．．．．．．．．．．．．123 

13.2 旗桿．．．．．．．．．．．．．．．．．．．．．．．．．．．124 

    13.2a(1)/1~球員有權保有旗桿留在前組留下它的位置．．．．．．．．125 

13.2a(4)/1~未受照管的旗桿在無球員之授權下被移開，可以放回．．．126 

13.2b(1)/1~旗桿照管者可以站在任何地方．．．．．．．．．．．．．126 

13.2b(1)/2~球員可以拿著旗桿同時做打擊．．．．．．．．．．．．．126 

13.3 球懸於球洞邊．．．．．．．．．．．．．．．．．．．．．．．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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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a/1~球員走到球洞所需合理時間之含義．．．．．．．．．．．．128 

13.3b/1~當球員移開旗桿時，移動球員懸於球洞邊的球，如何處理．．128 

V. 撿球及回復一球來比賽(規則 14)                       

規則 14  針對球的程序：標示球位，撿起及將之弄乾淨，置回   

         在位置上，球在脫困區內拋下，從錯誤的地方打球．131                                   

14.1 標示，撿起及將球弄乾淨．．．．．．．．．．．．．．．．．．131 

14.1a/1~球可以用任何方式撿起．．．．．．．．．．．．．．．．．131 

14.1a/2~正確地標示球．．．．．．．．．．．．．．．．．．．．．131 

14.1c/1~當不得將撿起的球弄乾淨時，球員撿球必須謹慎為之．．．．132 

14.2 將球置回位置上．．．．．．．．．．．．．．．．．．．．．．132 

14.2b(2)/1~當要置回球時球員用拋球．．．．．．．．．．．．．．．133 

14.2c/1~置回球幾乎可以對準任何方向．．．．．．．．．．．．．．134 

14.2c/2~從球要置回之位置移除鬆散自然物．．．．．．．．．．．．134 

    14.2d(2)/1~被改變的球位所處之狀態可能是“球位所處之狀態最類 

           似之最近點” ．．．．．．．．．．．．．．．．．．．．135 

    14.2e/1~當球將保持靜止狀態的地方更接近球洞時，則該球員必須採 

        取罰桿脫困．．．．．．．．．．．．．．．．．．．．．．135 

14.2/1~當球員將從另一地方打球時，球不須置回原點．．．．．．．．136 

14.3 球在脫困區內拋下．．．．．．．．．．．．．．．．．．．．．136 

    14.3b(2)/1~球從膝蓋高度拋下時，可能只落下很短的距離．．．．．．138 

    14.3c(1)/1~當拋下的球緊靠在球員的腳邊或裝備品靜止後又移動時， 

如何處理．．．．．．．．．．．．．．．．．．．．．．138 

    14.3c(2)/1~球二次以正確的方式拋下都靜止在脫困區之外，可能要置 

           放在脫困區之外．．．．．．．．．．．．．．．．．．．140 

    14.3c(2)/2~球以正確的方式在含有灌木的脫困區拋下二次，要在哪裡 

           置球．．．．．．．．．．．．．．．．．．．．．．．．140 

    14.3c/1~脫困區包括在脫困區內的一切．．．．．．．．．．．．．．140 

14.3c/2~可以在禁止打球區將球拋下．．．．．．．．．．．．．．．140 

14.4 在原球脫離比賽後，球員的球何時回復進入比賽狀態．．．．．．141 

    14.4/1~放下的球除非有使其在比賽狀態之意圖，否則不是在比賽狀態 141 

14.4/2~不允許做拋球測試．．．．．．．．．．．．．．．．．．．．142 

14.5 更正在替代、置回、拋球或置放時之錯誤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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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b(3)/1~當向後延伸線上之脫困要再次拋球時，球員可以變更脫困 

           區．．．．．．．．．．．．．．．．．．．．．．．．．143 

14.5b(3)/2~當再次拋球時，球員可以變更在脫困區拋下的比賽場地之 

           區域．．．．．．．．．．．．．．．．．．．．．．．．143 

14.6 從上一打擊處做下一打擊．．．．．．．．．．．．．．．．．．143 

14.7 從錯誤的地方打球．．．．．．．．．．．．．．．．．．．．．145 

14.7b/1~球員在不被允許打球的區域所做的每一打擊都要受到處罰．．146 

14.7b/2~如打擊時球桿會打到原採取脫困之狀況，則該球是在錯誤的 

         地方．．．．．．．．．．．．．．．．．．．．．．．．．146 

VI. 免罰脫困(規則 15-16)                               

規則 15 從鬆散自然物、可移動之人造物 (包括有助於或妨礙     

        打球的球或球標) 脫困．．．．．．．．．．．．．．．148                                
15.1 鬆散自然物．．．．．．．．．．．．．．．．．．．．．．．．148 

    15.1a/1~移除鬆散自然物，包括其他人的協助．．．．．．．．．．．148 

    15.1a/2~允許球員折斷部分鬆散自然物．．．．．．．．．．．．．．148 

    15.1a/3~從要拋球，置放或置回球的脫困區或位置移除鬆散自然物．．148 

15.2 可移動之人造物．．．．．．．．．．．．．．．．．．．．．．149 

15.3 球或球標有助於或妨礙打球．．．．．．．．．．．．．．．．．152 

    15.3a/1~將有助益的球留在有利位置之違規行為，處罰並不以了解它 

        是違規為前提．．．．．．．．．．．．．．．．．．．．．152 

    15.3a/2~在比洞賽允許球員們留下有助益的球．．．．．．．．．．．152 

規則16 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包括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危險動物的情況、嵌埋球脫困．．．．．．．．．．．．154                         
16.1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包括不可移動之人造物)．．．．．．．．．154 

16.1a(3)/1~人造物妨礙球員異常之打擊不得排除他採取免罰脫困．．．156 

16.1a(3)/2~球員不得用明顯不合理之打擊以獲得從狀況免罰脫困．．．156 

16.1a(3)/3~球位於地下動物的洞穴時，規則 16.1a(3)之應用．．．．．156 

16.1b/1~當球位於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地面下時之脫困程序．．．．．158 

    16.1c/1~球員採取了最大限度內可供脫困之程序，接著決定採取向後 

        延伸線上脫困．．．．．．．．．．．．．．．．．．．．．160 

    16.1c/2~撿球之後但在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之前，球員可以改變脫困 

        選項．．．．．．．．．．．．．．．．．．．．．．．．．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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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脫困，可能導致更好或更糟的狀況．．．162 

16.1/2~如從第一個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完全脫困後，卻存在第二個比 

       賽場地之異常狀況之妨礙，則可以採取進一步脫困．．．．．．162 

16.1/3~當存在二個狀況之妨礙時，球員可以選擇從任一狀況採取脫困 163 

16.1/4~球在不可移動之人造物高架部份時應如何採取脫困．．．．．．163 

    16.1/5~當球在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地面下時，如何丈量完全脫困之最 

       近點．．．．．．．．．．．．．．．．．．．．．．．．．．163 

    16.1/6~當球在水中移動時，球員可以延緩確定完全脫困之最近點．．．164 

16.2 危險動物的情況．．．．．．．．．．．．．．．．．．．．．．164 

16.2a/1~不許從危險的比賽場地狀況免罰脫困．．．．．．．．．．．164 

16.3 嵌埋球．．．．．．．．．．．．．．．．．．．．．．．．．．165 

16.3a(2)/1~推斷球是否嵌埋在它自己的撞擊痕．．．．．．．．．．．166 

16.4 撿球查看它是否是在允許脫困之狀況內．．．．．．．．．．．．167 

VII. 罰桿脫困(規則 17-19)                               

規則 17  處罰區．．．．．．．．．．．．．．．．．．．．．． 170 

17.1 球在處罰區之選項．．．．．．．．．．．．．．．．．．．．．170 

    17.1a/1~即使處罰區之邊界標示不正確，球也是在該處罰區內．．．．170 

17.1a/2~球遺失在處罰區或毗連處罰區的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內．．．170 

17.1d(2)/1~建議球員在參考線上實際標示參考點．．．．．．．．．．172 

17.1d(3)/1~球員在採取側面脫困丈量範圍時可以橫跨該處罰區．．．．174 

    17.1d(3)/2~球員根據球最後穿越處罰區邊界之估計點拋球，接著證明 

           該點是錯誤的．．．．．．．．．．．．．．．．．．．．174 

17.2 從處罰區打球後之選項．．．．．．．．．．．．．．．．．．．175 

    17.2b/1~規則 17.2b 允許之脫困選項的例子．．．．．．．．．．．．178 

17.3 球在處罰區內不允許依其他規則脫困．．．．．．．．．．．．．179 

規則 18 桿數與距離之脫困、球遺失或在界外；暫定球．．．．180 

18.1 在任何時間都允許依桿數與距離之處罰採取脫困．．．．．．．．180 

18.1/1~原球在三分鐘尋找期間被找到時，可以拿起已架起的球．．．．180 

18.1/2~依桿數與距離之程序打球也不能避免違規撿球之處罰．．．．．180 

18.2 球遺失或在界外：必須採取桿數與距離之脫困．．．．．．．． 181 

    18.2a(1)/1~尋找暫時中斷時允許的尋找時間．．．．．．．．．．．．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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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a(1)/2~桿弟不需要在他的球員尋找之前開始尋找．．．．．．．．181 

18.2a(1)/3~如未及時辨認球可能成為遺失．．．．．．．．．．．．．182 

18.2a(2)/1~球被水流移到界外．．．．．．．．．．．．．．．．．．183 

18.3 暫定球．．．．．．．．．．．．．．．．．．．．．．．．．．184 

18.3a/1~何時球員可以打暫定球．．．．．．．．．．．．．．．．．184 

18.3a/2~允許在開始尋找球後打暫定球．．．．．．．．．．．．．．184 

18.3a/3~當從同一位置打多顆球時，各球僅與前一球有關．．．．．．184 

18.3b/1~什麼是被認為暫定球之宣告．．．．．．．．．．．．．．．185 

    18.3b/2~“明確表明”正在打暫定球的聲明．．．．．．．．．．．．185 

18.3c(1)/1~對暫定球採取的行動是暫定之延續．．．．．．．．．．．186 

18.3c(2)/1~原球的估計點用於確定哪顆球在比賽狀態．．．．．．．．187 

18.3c(2)/2~球員可以要求其他人不要尋找他的原球．．．．．．．．．188 

18.3c(2)/3~不管球員的要求，對手或其他球員可以尋找該球員的球．．188 

18.3c(2)/4~將暫定球打進洞的桿數何時成為該洞之桿數．．．．．．．189 

18.3c(2)/5~由球員撿起的暫定球隨後成為在比賽狀態的球．．．．．．189 

    18.3c(3)/1~如原球無法打或在處罰區內，暫定球不能當作在比賽狀態 

           的球．．．．．．．．．．．．．．．．．．．．．．．．189 

規則 19 無法打之球．．．．．．．．．．．．．．．．．．．．．191 

19.1 球員在處罰區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決定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191 

19.2 在一般區域或果嶺上無法打之球的脫困選項．．．．．．．．．．191 

    19.2a/1~即使上一打擊的位置比球無法打的位置更靠近該洞球洞的情 

        況下，球員也可以採取桿數與距離之脫困．．．．．．．．．191 

19.2a/2~只在上一打擊之位置進行才允許桿數與距離之脫困．．．．．191 

19.2c/1~當球不在地面上時側面脫困之參考點．．．．．．．．．．．193 

19.2/1~在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後並不保證可以打球．．．．．．．．194 

    19.2/2~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時，球可以在任一比賽場地之區域拋下．194 

19.2/3~桿數與距離脫困之參考點直到該打擊做出之前不會變更．．．．194 

19.2/4~如球員為了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而撿起他的球，且在拋下一 

       球之前發現原球是在待修復地內，則可以採取免罰脫困．．．．195 

    19.2/5~球員使用向後延伸線或側面之脫困選項必須先找到球．．．．．195 

19.3 在沙坑內無法打之球的脫困選項．．．．．．．．．．．．．．．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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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b/1~在沙坑內先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後，又在該沙坑外採取無 

        法打之球的脫困．．．．．．．．．．．．．．．．．．．．196 

VIII. 在應用規則而出現爭議時，球員及委員會之程序(規則   
     20)                                               

規則 20 解決回合中之規則爭議；由裁判及委員會裁決．．．．199 

20.1 解決回合中之規則爭議．．．．．．．．．．．．．．．．．．．199 

20.1b(2)/1~裁決之要求必須及時提出．．．．．．．．．．．．．．．200 

    20.1b(2)/2~在該組比賽最後一洞結束後但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 

           前所作出的裁決，可能導致球員恢復該組比賽．．．．．．200 

20.1b(4)/1~在比洞賽並不允許以二顆球完成該洞．．．．．．．．．．201 

    20.1c(3)/1~當打二顆球時，打其中一球並非在比賽狀態不罰．．．．．202 

20.1c(3)/2~球員在做另一打擊之前必須決定打二顆球．．．．．．．．202 

    20.1c(3)/3~當打二顆球時，球員可以撿起原球並拋下、置放或置回它．203 

20.1c(3)/4~打原球與第二球之順序是可交替的．．．．．．．．．．．203 

20.1c(3)/5~在宣告打第二球之意圖並選擇應以哪顆球計數後，球員以 

           第二球完成該洞之責任．．．．．．．．．．．．．．．．203 

20.1c(3)/6~暫定球必須在原球定位不確定時用作第二球．．．．．．．204 

20.1c(3)/7~允許球員在依二條不同的規則下打一球．．．．．．．．．204 

20.2 依規則對爭議裁決．．．．．．．．．．．．．．．．．．．．．205 

20.2d/1~錯誤的裁決不同於行政疏失．．．．．．．．．．．．．．．205 

20.2d/2~行政疏失總是應更正．．．．．．．．．．．．．．．．．．206 

    20.2e/1~在競賽期間或該組比賽結果產生後或競賽結束後，球員被發 

         現不具參賽資格．．．．．．．．．．．．．．．．．．．．207 

20.3 規則未含蓋的情況．．．．．．．．．．．．．．．．．．．．．207 

IX. 其他比賽形式(規則 21─24)                            

規則 21 個人比桿賽及比洞賽之其他比賽形式．．．．．．．．．209 

21.1 史特伯弗賽．．．．．．．．．．．．．．．．．．．．．．．．209 

21.2 桿數最大限度賽．．．．．．．．．．．．．．．．．．．．．．211 

21.3 標準桿/柏忌賽．．．．．．．．．．．．．．．．．．．．．．．213 

21.4 三球比洞賽．．．．．．．．．．．．．．．．．．．．．．．．215 

    21.4/1~在三球比洞賽，每位球員是打二場不同的比洞對抗賽．．．．．215 



16 
 

    目錄   

 

21.5 其他打高爾夫之形式．．．．．．．．．．．．．．．．．．．．215 

21/1~球員可以在同一時間參與多種形式之比桿賽．．．．．．．．． 215 

規則22 四人二球賽(也稱之為交替擊打)．．．．．．．．．．．216 
22.1 四人二球賽之概述．．．．．．．．．．．．．．．．．．．．．216 

    22.1/1~記分卡上必須記載個人之差點．．．．．．．．．．．．．．．216 

22.2 任一搭檔可以為該方行動．．．．．．．．．．．．．．．．．．216 

22.3 一方之所有打擊必須交替為之．．．．．．．．．．．．．．．．216 

    22.3/1~在男女混合四人二球賽，當要從開球區重開球時必須從相同 

       之開球區開球．．．．．．．．．．．．．．．．．．．．．．217 

    22.3/2~當四人二球賽一方的二位搭檔從同一開球區各開一球時，決 

       定哪顆球在比賽狀態．．．．．．．．．．．．．．．．．．．217 

    22.3/3~球員不得蓄意失擊不打中球，因而他的搭檔可以打球．．．．．217 

    22.3/4~當暫定球是由不對的搭檔打出時要如何進行．．．．．．．．．218 

22.4 回合開始．．．．．．．．．．．．．．．．．．．．．．．．．218 

22.5 互為搭檔的球員可以共用球桿．．．．．．．．．．．．．．．．218 

規則23 四球賽．．．．．．．．．．．．．．．．．．．．．．．．219 
23.1 四球賽之概述．．．．．．．．．．．．．．．．．．．．．．．219 

23.2 在四球賽之計分．．．．．．．．．．．．．．．．．．．．．．219 

23.2a/1~同組無一球正確完成該洞時該洞之結果．．．．．．．．．．219 

23.2b/1~洞之桿數必須能正確辨識是哪位搭檔的．．．．．．．．．．221 

23.2b/2~繳回不正確的記分卡規則 3.3b(3)例外之適用．．．．．．．．221 

23.3 何時回合開始及結束；何時洞的比賽完成．．．．．．．．．．．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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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高爾夫運動，球員的行為及規則 

  1    

規則之目的： 

規則1為球員說明這項運動的下列主要原則： 

․依你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並依該球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遵照規則及高爾夫運動的精神打球。

․如你違反規則，你有責任自行施加處罰，以便在比洞賽不比對手，或在比桿賽

不比其他球員，獲得任何潛在的優勢。

1.1 高爾夫運動                                                
高爾夫是在比賽場地上以球桿打一球，進行一回合18洞(或更少洞數)的一項運

動。 

每一洞是從該洞開球區以一打擊作為開始，當該球在該洞果嶺進洞時結束(或規

則以其他方式說明該洞已完成)。 

對每次打擊，該球員要： 

․依其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且 

․依該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但當規則允許球員改變比賽場地上與打擊有關的條件，或要求或允許該球員從

其球原所在以外的地方打球時，則會有一些例外。 
 

1.2 球員行為的標準                                             
1.2a 球員被期待的行為 

每位球員都被期待依本運動精神打球： 

․以誠信行事--例如：遵循規則，施加所有的處罰，及誠實地打球。 

․表現對其他球員之體恤--例如：迅速的打球步調，留意他人的安全，及不干擾

其他球員打球。 

․照護比賽場地-例如：回填草皮斷片、耙平沙坑、修理球痕，及不造成比賽場
地不必要的損壞。 

未依循上述指導行事，依規則並無處罰，除非球員的行為抵觸本運動精神，且是

嚴重的脫序行為，則委員會可以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取消比賽資格之外的處罰，只有當這些處罰依規則1.2b被採納為“行為規範”

時，球員的脫序行為才得課以處罰。 

規則1.2a之解釋： 

1.2a/1~嚴重的脫序行為之含義 

規則1.2a中的“嚴重的脫序行為”一詞旨在含蓋球員遠超出預期高爾夫規範之脫

序行為，以便將球員從競賽中移除的最嚴厲制裁是合理的。這包括不誠實、蓄意

妨礙其他球員之權利，或危及他人的安全。 

委員會考慮所有情況後，必須決定該脫序行為是否嚴重的。即使委員會決定該

脫序行為是嚴重的，它可以採取更適當的觀點，先警告該球員如重複該脫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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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的脫序行為將導致被取消比賽資格，而不是一開始就取消他的比賽資格。 

球員的行為可能被認為是嚴重的脫序行為之例子，包括： 

․蓄意造成果嶺嚴重之損壞。 

․不同意比賽場地的配置，而自行移動開球區標誌或場界界樁。 

․將球桿丟向另一球員或觀眾。 

․在其他球員做打擊期間，蓄意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在別的球員已要求他將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留在位置上後，移除它

們以不利於那位球員。 

․在比桿賽，當球妨礙另一球員時屢次拒絕撿起它。 

․蓄意將球打離該洞球洞，然後再朝該球洞打球以協助其搭檔(例如，協助其搭
檔判讀在該洞果嶺上的變化)。 

․蓄意不按規則打球，儘管因違反相關規則而受罰，但由於這樣做可能獲得明顯

的優勢。 

․一再使用粗俗或攻擊性的言語。 

․使用為了提供不公平優勢而建立的差點，或使用正在進行的回合去建立這樣的

差點。 

儘管球員的行動涉及脫序行為，但不太可能被認為是嚴重的脫序行為之例子，包

括： 

․將球桿猛擊地面，損壞球桿並造成草皮輕微受損。 

․將球桿扔向高爾夫球桿袋時無意中擊中另一人。 

․粗心大意使另一做打擊的球員分心。 

1.2b 行為規範 

委員會得以行為規範制定自己的球員行為標準，並列入當地規則。 

․該規範可以包含違反其標準所致的處罰，例如：罰一桿或一般處罰。 

․如行為不符規範的標準且嚴重違規時，委員會得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H款：(可被採用的球員行為標準之說明）。 
 
1.3 依規則打球                                                 

1.3a“規則”的意思；競賽條件 

“規則”係指：  

․規則1-24及定義，及 

․委員會為競賽或比賽場地所採用的“當地規則”。 

球員有責任履行委員會所採用的 “競賽條件”(諸如：參賽須知、比賽的形式及

日期、回合數、一回合的洞數及洞號順序等)。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C款及第8條：(當地規則及全套被授權的當地規則範例)；

第5條5A款：(競賽條件)。 

1.3b 執行規則 

(1) 球員有責任執行規則。球員有責任對自己執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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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被期待知道自己違規時，要誠實地施加處罰。 

» 如球員已知自己涉及罰桿的規則，卻蓄意不施加，則該球員要被取消比賽   

  資格。 

    » 如二位或更多球員蓄意約定，忽略任一規則或他們所知要施加的處罰，且  

      他們之一已開始該回合，則他們要被取消比賽資格(即使他們在該約定上 

尚未作為)。 

  ․當需要解決事實問題時，球員有責任考量自己所知之事實，及其他所有合理

有用的資訊。 

  ․球員可以向裁判或委員會尋求規則之協助，但如在合理的時間內無法得到

協助，則必須繼續打球，並在可行的時機下，向裁判或委員會提報該問題(見

規則20.1)。 

規則1.3b(1)之解釋： 

1.3b(1)/1~對於了解規則卻蓄意約定忽略它的球員，取消其比賽資格 
如二位或更多位球員蓄意約定忽略他們知道適用之任何規則或處罰，除非該協議

是在該回合開始之前達成，且在涉及該協議之任何球員開始他的回合之前取消，

否則他們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如，在比桿賽，二位球員當他們知道在每一洞他們都必須將球打進洞時，卻

約定離該洞球洞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的推球認為是進洞。

在首先打的果嶺上時，該組另一球員得知該協議，那位球員堅持達成該協議的二

位球員要將球打進洞，他們也這樣做了。

雖然達成該協議的球員都沒有以未將球打進洞執行該協議，他們仍因蓄意約定忽

略規則3.3c（未將球打進洞）而被取消比賽資格。

1.3b(1)/2~為了約定忽略一規則或處罰，球員必須知道存在該規則 
如球員約定豁免他們不知道的規則，或未施加他們不知存在的處罰，則規則1.3 b(1)

不適用，且不會受到處罰。

二位球員不知道的規則或他們未施加處罰的例子，且因此不依規則1.3 b(1)被取消

比賽資格，包括： 

․在比洞賽的一組中，二位球員事先約定互相讓與所有特定長度的推球，但並不

知道規則禁止以這種方式約定互相讓與推球。

․在36洞的比洞賽開始之前，某組二位球員約定他們只打18洞，且在打完18洞時

落後的人讓與該組比賽。當時他們並不知道本協議不符合競賽條件之規定。 

該組比賽在此基礎上進行，且打完18洞落後的球員讓與該組比賽。由於那二位

球員並不知道這樣的協議不被允許，因此該讓與有效。 

․在比桿賽的競賽中，一球員與他的記分員(也是同組球員)不確定待修復地的

脫困區是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還是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因不了解規則他

們約定是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且該球員採取脫困，從完全脫困之最近點幾

乎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拋下一球。在該回合稍後委員會獲知這情形。 

雖然他們因不了解規則，無一球員被依規則1.3 b(1)取消比賽資格，但該球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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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而受到依規則14.7(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不經意提

供了錯誤的高爾夫規則資訊，並無處罰。 

(2) 當執行規則時，接受球員確定位置時的“合理判斷”。 

  ․諸多規則要求球員依規則去決定球位、點、線、區塊或其他位置，例如： 

    » 估計球最後穿越處罰區邊界之位置，

    » 當採取脫困要拋下或置放一球時之估計及丈量，或

    » 要在球的原點置回一球 (該點不論是知道或估計的)。 

․關於位置這類的決定，需要迅速、謹慎地做出，但通常無法很精準。

  ․只要該球員在這種情況下做出了合理預期的正確決定，則該球員的合理判斷

將被接受，即使在完成該打擊後，藉由錄像證據或其他資訊顯示該決定是錯

的。

  ․如球員在該次打擊之前已知該決定是錯的，則必須更正之(見規則14.5)。

規則1.3b(2)之解釋： 

․6.1/1~當一或二個開球區標誌遺失時，要如何處理 

․9.6/2~當球從未知的位置被移動時，要在那裏置回它 

․17.1a/2~球遺失在處罰區或毗連處罰區的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內 

․17.1d(3)/2~球員根據球最後穿越處罰區邊界之估計點拋球，接著證明該點是錯

誤的 

1.3c 處罰 

(1) 導致處罰之行為。當球員因自己或其桿弟的行為導致違規，則要施加處罰(見

規則10.3c)。 

  在下列情況下處罰亦適用： 

  ․如該球員或其桿弟接受另一人為該球員所採取的違規行為，且這個行為是在

該球員要求下，或該球員未反對下做出，或 

  ․球員或其桿弟看到另一人要採取一項有關該球員的球或裝備品之行動，而該

球員知道這個行動如由自己或其桿弟採取時亦會是違規的，但未對該行動的

發生提出異議或制止。 

規則1.3c(1)之解釋： 

1.3c(1)/1~另一人為了球員違反規則之行動 
當另一人違反規則的行動與球員有關，如這行動是在該球員的請求下或如該球員

見到該行動卻允許它時，該球員要負責。 

球員因他請求或允許的行動何時受到處罰的例子，包括： 

․球員請求觀眾移開靠近他的球之鬆散自然物。如該球移動了，依規則9.4b(因

撿起、蓄意碰觸球或造成它移動之處罰)該球員受到罰一桿，且必須將該球置
回。 

․正在高高的草叢中尋找球員的球時，一位觀眾找到該球並將該球周圍的草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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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如該球員看到即將發生這種事，卻未採取

異議或設法制止該觀眾之作為，則他因違反規則8.1a(球員的行動改善了對打擊

有影響之條件)，要受到一般處罰。 

(2) 處罰標準。處罰的本意是抵銷被處罰之球員的任何潛在優勢。有下列三種主

要的處罰標準： 

  ․罰一桿-。依某些規則，如(a)違規引生的潛在優勢是輕微的，或(b)球員採取

罰桿脫困，從球原所在之處以外的地方打一球，則本處罰對比洞賽及比桿
賽二者皆適用。  

  ․一般處罰(在比洞賽輸洞，在比桿賽罰二桿)。當違反大多數規則所引生的潛

在優勢較罰一桿之情況更為重大時，則適用本處罰。 

  ․取消比賽資格。在比洞賽及比桿賽，球員因某些行為或規則之違反涉及嚴

重之脫序行為(見規則 1.2)，或由於所涉及之潛在優勢過於重大，以致該球員

的桿數無法被認為有效，則該球員得被取消比賽資格。 

(3)變更處罰禁用裁量權。處罰只能依規則之規定施加： 

․球員及委員會都無權以其他的方式施加處罰，且 

  ․如錯誤施加處罰或不施加處罰，則只有在無法及時更正該錯誤時才得以成立

(見規則 20.1b(2)--(4)，20.2d 及 20.2e)。 

  在比洞賽之球員及其對手可以同意如何解決規則問題，只要他們不是蓄意同意

以錯誤的方式引用規則(見規則 20.1b(1))。 

(4) 多重違規適用之處罰。如一球員在介入之事發生前，違反不同規則或重複違

反同一規則(例如：做了一打擊時，或已知自己違規)，則適用的處罰取決於該

球員之所為： 

․因無關聯性之行為造成違規時。該球員依各次之違規分別處罰。 

  ․單一行為或有關聯性之多次行為造成違規時。該球員只有單一處罰；但如該

一次或多次行為所違反不同規則有不同程度之處罰則時，則適用較重之處

罰，舉例說明如下： 

    » 多重程序之違規。如球員之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是因標示球位、撿球、

將球弄乾淨、拋球、置回或置放球，而違反多重程序之一項以上之規定，

則其處罰是罰一桿，例如：撿球未先標示球位，且在不允許將球弄乾淨

時卻將球弄乾淨，則該球員之處罰是總共罰一桿。

    » 從錯誤的地方打不正確替代的球。在比桿賽，如球員在不被允許時打了

替代的球而違反規則 6.3b，且從錯誤的地方打該球而違反規則 14.7a，則

該球員之處罰是總共罰二桿。 

    » 合併程序上及替代/錯誤的地方之違規。在比桿賽，如球員單一行為或相

關行為違反多重程序之一或多項之規定，其處罰是罰一桿，且同時違反打

不正確的替代球及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二條規則之一或二者，則該球員

之處罰是總共罰二桿。 

   但球員採取罰桿脫困時之任何罰桿(例如規則 17.1、18.1 及 19.2 的罰一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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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其他的處罰以外另行施加。 

規則1.3c(4)之解釋： 

1.3c(4)/1~違規行為之間的介入事件導致多重處罰 
當球員違反不同規則或重複違反同一規則時，這些違規行為之間的任何關係都會

被介入事件中斷，且該球員將受到多重處罰。 

下列是該球員將受到多重處罰之介入事件的三種類型： 

․做打擊。例如：在比桿賽，球員的球靠近灌木叢，該球員折斷一些樹枝，而

改善了預定揮桿之範圍(規則 8.1a 之違反)。該球員做打擊但失擊沒打到球，接

著又折斷更多的樹枝(規則 8.1a 之違反)。在此情況下，失擊該球的打擊是二次

違規之間的介入事件，因此該球員依規則 8.1a 受到二項分開的二桿處罰，總共

罰四桿。 

․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例如： 
» 在比桿賽，球員的球在樹下，該球員折斷一些樹枝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
條件，但接著決定該球是無法打。該球員依規則 19.2c(無法打之球的脫困)

在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拋下一球，然後又折斷更多的樹枝。除了依規則 19.2

罰一桿之外，該球員還因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依規則 8.1a 受到二項

分開的二桿處罰，總共罰五桿。 
» 球員的球位於球道上，而他意外地移動該靜止球。依規則 9.4(球被其球員撿

起或移動)之規定，該球員將該球置回並加一罰桿。在做打擊之前，該球員

意外地又移動該球，他受到額外罰一桿且必須將該球置回，總共罰二桿。 
․意識到違規行為。例如：在比桿賽，球員的球位於沙坑內，該球員在該沙坑

內做了幾次揮桿練習，每次都碰到沙子。另一球員忠告該球員這是違反規則的

行為。該球員不同意且採取更多次的揮桿練習，在做打擊之前，又再碰到沙子。

正確告知該球員違反規則的行為是介入事件，因此該球員依規則 12.2b(在沙坑

內觸碰沙子之限制)受到二項分開的二桿處罰，總共罰四桿。 

1.3c(4)/2~單一行為重複違規導致單一處罰 
單一行為可能違反二項不同的規則，在此情況下適用一項處罰即可。至於二條規

則有不同之處罰時，則適用較重之處罰。 

例如，球員壓下他在比賽狀態的球後方的草，並改善了在粗草區內的球位所處
之狀態，也意外地移動該球。這個單一行為(亦即壓下草)違反規則 8.1a (改善對

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及規則 9.4b(撿起、蓄意碰觸球或造成它移動)二條規

則，且只適用單一處罰。 

在這種情況下，依規則 8.1a 之處罰是一般處罰，而依規則 9.4b 之處罰則是罰一

桿，因此適用較重之處罰，該球員在比洞賽輸該洞，或在比桿賽必須依規則 8.1a

總共加計二罰桿，且必須將該球置回。 

1.3c(4)/3~無關聯性之行為的含義 
無關聯性之行為在規則 1.3c(4)文意中是球員不同的類型的行為，或與不同的程序

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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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多重處罰之無關聯性之行為的例子，包括： 

․在沙坑內做揮桿練習觸碰沙子，並弄彎懸垂且妨礙該球員揮桿的樹枝。 

․移開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改善了該球員揮桿的範圍，且壓下該球後方的草。 

關聯性之行為僅適用一項處罰的例子，包括： 

․在沙坑內做了幾次觸碰沙子的揮桿練習。 

․請求兩項不同的建言，例如，該球員用幾號桿及風的方向為何，二者都與選擇

用於下一次打擊的球桿的程序有關。 

1.3c(4)/4~未置回該球可以認為是分開或無關聯性之行為 
在 1.3c(4)/2 中假定的例子，單一行為違反二條規則(規則 8.1a 及規則 9.4b)，且導

致適用依規則 8.1a(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之單一處罰。 

不過，規則9.4b(撿起、蓄意碰觸球或造成它移動)要求該被移動的球要置回，如

在打擊之前未置回，該球員將依規則9.4b受到額外罰二桿。未將該球置回被認為

是分開或無關聯性之行為。 

規則1.3c之一般解釋： 

1.3c/1~當該回合不予計數時，球員不須從該競賽被取消比賽資格 
在不是所有回合都計數的競賽中，已被取消單一回合比賽資格的球員不須從該競

賽被取消比賽資格。 

球員何時不須從該競賽被取消比賽資格的例子： 

․在計差點之競賽，以四回合中最好的二回合成績計數，一球員繳回記載較高差

點之記分卡，影響他在第一回合的被讓桿數。 

因較高的差點影響被讓桿數，該球員從該競賽第一回合被取消比賽資格，且目

前有三回合來確定他最好的二個淨桿數。 

․在四位球員組一隊的隊際競賽，以每回合最好的三個桿數加總作為該隊每回合
之成績。一球員因打了錯誤球未更正而從第二回合被取消比賽資格。該球員

在第二回合之桿數不得作為該隊該回合之成績，但該球員在該競賽其他任一

回合的桿數仍得以在該其他任一回合計數。 

1.3c/2~在比桿賽延長賽中，運用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讓與及錯誤的已用
桿數 

在比桿賽的延長賽中，規則依下列所述運用： 

․一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例如，因以不符合規格之球桿做打擊)，該球員只從該

延長賽被取消比賽資格，且該球員有權獲得可能從該競賽本身已贏得的任何獎

品。 

․如二位球員在延長賽中，允許一球員對另一球員讓與該延長賽。 

․如球員 A 錯誤地給與球員 B 錯誤的已用桿數，且該錯誤造成球員 B 撿起他自

己的球(例如，球員 B 以為該延長賽他輸給球員 A 時)，允許球員 B 免罰置回他

的球，且完成該洞。對球員 A 並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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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比賽場地 

  2    

規則之目的： 

規則2說明每位球員對比賽場地所應知道的基本事項： 

․有五種被定義之比賽場地之區域，及 

․有幾種被界定之物體及條件會影響打球。 

因為球位於比賽場地之區域及任何會造成妨礙的物體之定位及一些與打擊有關

之條件，經常會影響球員打該球或採取脫困時之選項，所以了解它們是重要的。 
 
2.1 比賽場地場界及界外                                         
高爾夫是在委員會所設定的比賽場地之場界內打球，所有不在比賽場地內之區

域是界外。 
 
2.2 被定義的比賽場地之區域                                    
比賽場地之區域分為下列五種。 

2.2a 一般區域 

一般區域含蓋整個比賽場地，但不含規則 2.2b 所述之比賽場地的四種特定區域。 

因為下列原因所以稱之為“一般”區域： 

․它含蓋了比賽場地的大部分，且直到球員的球到達該洞果嶺之前，是該球員

最常打球的地方。 

․它包含了在本區域內會看到的各類型之地面及生長物，或附著物，例如：球道、

粗草區及樹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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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 四種特定區域 

某些規則專門適用於一般區域以外之其他四種比賽場地之區域： 
․該洞開球區，球員打該洞時必須從這裡開始(規則 6.2)， 

․所有處罰區(規則 17)，  

․所有沙坑(規則 12)，及 

․球員正在打的洞之果嶺(規則 13)。 

2.2c 決定球所在的比賽場地之區域 

球員的球所在的比賽場地之區域會影響打該球或採取脫困適用之規則。 

球總是被視為只會處於一種比賽場地之區域： 

․如一球有部分同時處於一般區域及四種特定比賽場地之區域之一，則被視為

處於該特定區域。 

․如一球有部分同時處於二種特定比賽場地之區域，則該球按下列排序被視為

在該區域內：處罰區、沙坑、果嶺。 
 
2.3 會妨礙打球之物體或狀況                                    
受某些被界定之物體或狀況妨礙時，某些規則允許免罰脫困，例如： 

․鬆散自然物(規則15.1)， 

․可移動之人造物(規則15.2)，及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亦即，動物的洞穴、待修復地、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及臨時積水(規則16.1)。 

但受場界標示物或場地整體性的物體妨礙時，不可以免罰脫困。 
 
2.4 禁止打球區                                                
禁止打球區是在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內(見規則16.1f)或處罰區內(見規則

17.1e)，被界定為不允許打球的地方。 

下列情況下球員必須脫困： 

․他的球在禁止打球區內，或 

․當球員的球位於禁止打球區之外，但該禁止打球區妨礙其預定站位之範圍，

或預定揮桿之範圍 (見規則16.1f及17.1e)。 
見委員會程序，第 5 條 5H 款第(1)項：行為規範可以告訴球員們完全避開禁止打
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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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競賽 

  3    

規則之目的： 

規則3含蓋所有高爾夫競賽的三個中心要素： 

․比洞賽或比桿賽， 

․以個人或一方(有搭檔)為單位之比賽，及 

․以總桿(不適用讓桿)或淨桿(適用讓桿)計算成績。 
 
3.1 每一競賽的中心要素                                        

3.1a 比賽形式：比洞賽或比桿賽 

(1) 比洞賽或一般比桿賽。這是二種截然不同的比賽形式： 

  ․在比洞賽(見規則3.2)，一球員與對手對抗，以各自贏、輸或平手的洞數決定

勝負。 

  ․在一般形式的比桿賽(見規則3.3)，球員以各自之總桿數與其他所有球員競爭

~亦即，將每位球員在所有回合的每一洞之桿數加總(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

數)。 

  大部份的規則適用於這二種比賽形式，但某些規則僅適用於其中一種。 

  見委員會程序，第6條6C款：(如將二種比賽形式合併於單一回合中進行之競

賽，委員會在運作上之考量)。 

(2) 其他形式之比桿賽。規則21含蓋其他形式之比桿賽(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
限度賽及標準桿/柏忌賽)，這些比賽使用不同的成績計算方式。規則1—20適

用於這些形式的比賽，但依規則21調整之。 

3.1b 球員如何比賽：以個人或搭檔之方式打球 

高爾夫是以個人方式打他們自己的比賽，或以互為搭檔之一方打比賽。 

規則1—20雖聚焦於個人賽，但也適用於下列賽事： 

․在涉及有搭檔的競賽(四人二球賽及四球賽)，但依規則22、23調整之，及 

․在隊際賽，但依規則24調整之。 

3.1c 如何計算球員的成績：總桿或淨桿 

(1) 不計差點之競賽。在不計差點之競賽： 

  ․球員一洞或該回合的“總桿”是其桿數的加總(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球員的差點不適用。 

(2) 計差點之競賽。在計差點之競賽： 

  ․球員一洞或該回合的“淨桿”，是以該球員的讓桿數調整其總桿後的成績。 

․不同程度的球員可以因此而公平競爭。 

3.2 比洞賽                                                    
規則之目的： 

比洞賽有特定的規則(尤其是在讓與及給予桿數資訊二方面)，因球員與其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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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洞單獨相互對抗， 

․可以看到對方打球，且 

․可以維護各自的利益。 

3.2a  一洞及比洞賽之結果 

(1) 贏一洞。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球員贏一洞： 

․該球員以較少桿數完成該洞(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其對手讓與該洞，或 

․其對手遭致一般處罰(輸洞)。 

  如對手運動中的球需要進洞才能打平該洞，但該球沒有合理機會進洞的時間

點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例如：該球已滾過該洞球洞，且不可能回滾時)，

則該洞之結果已決定，且由該球員贏該洞(見規則11.2a之例外)。 

(2) 打平一洞。在下列任一情形下，一洞為平手(亦稱打平)： 

  ․球員與其對手以同桿數(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完成該洞，或 

  ․球員與其對手同意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視為平手（但至少要有其中

一位球員已做出打擊開始該洞之比賽時，才被允許）。 

(3) 贏該組比賽。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球員贏該組比賽： 

․球員領先其對手之洞數大於剩下要打之洞數，  

․其對手讓與該組比賽，或 

․其對手被取消比賽資格。  

(4) 延長平手之比洞賽。如該組比賽打完最後一洞仍為平手時： 

  ․在此情況下每次延長一洞直到分出勝負。見規則5.1(被延長之該組比賽是同

一回合之延續，並非新的回合)。 

  ․該延長的洞要依該回合相同的順序去打，除非委員會設定不同的順序。 

但競賽條件可以規定該組比賽平手即為結束而不延長。 

(5) 何時產生最終結果。該組比賽的結果以委員會規定的方式(應在競賽條件中規

定)成為該組比賽的最終結果，例如： 

  ․當比賽結果記載在正式記分板上或其他指定的地方時，或 

  ․將比賽結果向委員會指定的人報告時。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7)項：(關於該組比賽的結果如何成為最終的之建

議）。 

3.2b 讓與 

(1) 球員可以讓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球員可以讓與其對手下一打擊、

一洞或該組比賽： 

  ․讓與下一打擊。這在其對手做下一打擊前隨時都是被允許的。 

    » 則其對手完成該洞之桿數包含被讓與之打擊桿數。該球可以由任何人移

開。 

    » 如讓與是在其對手的球經上一打擊後仍運動中時做出，則該讓與適用於

其對手之下一打擊，除非該球進洞了(在此情況下，該讓與是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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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球員可以擋轉或擋停其對手運動中的球而讓與其對手之下一打擊，只要 

這樣做是明確的讓與該下一打擊，且只在該球沒有合理機會能進洞時。 

  ․讓與一洞。這在該洞完成(見規則6.5)之前隨時都是被允許的，也包含該組球

員在該洞開打之前。 

  ․讓與該組比賽。這在該組比賽結果被決定(見規則3.2a(3)及(4))之前隨時都是

被允許的，也包含該組球員在該比洞賽開打之前。 

規則3.2b(1)之解釋： 

3.2b(1)/1~球員決不可互相讓與一些洞數，以縮短該組之賽程 
雖然允許球員在完成一洞之前的任何時間對他的對手讓與該洞，但並不允許球員

與其對手約定互相讓與一些洞數，以縮短該組之賽程。 

例如，在該組比賽開始之前，球員與其對手約定將第 6、7、8 及 9 洞相互間隔讓

與對方。 

如他們知道規則並不允許他們以這種方式讓與，且在未取消該協議下開始該組的

比賽，二位球員依規則 1.3b(1)(球員有責任執行規則)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該組球員不知道不允許這種協議，該組比賽結果有效。 

(2) 如何讓與。只有在雙方明確地共識下讓與才可以成立： 

  ․這可以用口頭表達或明確地的動作(例如手勢)，表示該球員要讓與下一打

擊、該洞或該組比賽。 

  ․如對手因誤解(有其合理性)該球員的聲明或行動是要讓與下一打擊、該洞或

該組比賽，而將自己的球撿起造成違規，則該對手並無處罰，該球必須置
回原點(該原點如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讓與一旦成立則不可改變，它不得被拒絕或撤回。 

規則3.2b(2)之解釋： 

3.2b(2)/1~桿弟企圖讓與時，該讓與無效 
桿弟向其球員之對手讓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是不允許他採取的行動

之一。如桿弟企圖讓與，該讓與無效。因規則 10.3b(3)(桿弟不被允許之行動)並未

規定處罰，所以桿弟這種行動，對其球員並無處罰。 

如球員之對手根據該桿弟之企圖讓與而採取行動，例如，撿起在比賽狀態的球

或球標，依規則 3.2b(2)這是合理的誤解，並無處罰，且除非接著該球員做了讓與，

否則該對手必須將該球或球標置回。 

不過，如做了無效讓與之桿弟，撿起其球員之對手或其球員的球或球標，假如

該行動違反規則 9.4 或規則 9.5 時，該桿弟之球員會受到處罰。 

3.2c 在計差點的比洞賽中應用差點 

(1) 差點之宣告。在該組比賽開始之前，球員及其對手應互相告知自己的差點。 

  如球員在該組比賽前或比賽中，宣告了錯誤的差點，且在其對手做下一打擊之

前未更正之： 

  ․ 宣告的差點太高。如因此影響其讓桿數或被讓桿數，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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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否則並無處罰。 

  ․ 宣告的差點太低。並無處罰，且該球員必須以該差點打完該組比賽。  

規則3.2c(1)之解釋： 

3.2c(1)/1~即使受影響的洞還未打，宣告較高的差點是違規 
如球員在打會受影響的洞之前，向其對手宣告較高的差點，由於這可能影響其對
手之策略，所以該球員仍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如，在開始該組比賽最先要打的洞之等待期間，雖然球員 A 實際差點是 11，卻

宣告他的差點是 12，球員 B 宣告他的差點是 10，然後球員 B 做一打擊開始他最

先要打的洞。 

因球員 B 明白球員 A 獲得二讓桿之情況下，在該組比賽做一打擊，所以球員 A

依規則 3.2c(1)被取消比賽資格。  

(2) 適用讓桿的洞。 

․讓桿是要授與適用的洞，且淨桿較低者贏該洞。 

  ․如該組比賽平手需延長時，讓桿之方式與同一回合相同(除非委員會規定不

同的方式)。 

  每位球員根據委員會設置每一洞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通常在記分卡上可以看

到)，有責任了解他在哪幾洞要給予或接受讓桿。 

  如該組球員在某一洞錯用了讓桿，除非該組球員及時更正此錯誤，否則該洞所

同意之結果有效(見規則3.2d(3))。 

規則3.2c(2)之解釋： 

3.2c(2)/1~在該組比賽過程中未應用差點，稍後在該組比賽中被發現 
球員未應用讓桿被視為與那些讓桿被錯誤應用的方式相同。 

3.2d 球員與對手的責任 

(1) 告知對手有關已用之桿數。在打一洞中或完成該洞後之任何時候，對手可以

詢問該球員，在該洞已用之桿數是多少(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這是為了讓對手去決定如何做下一打擊及後續該洞的打球策略，或確認剛打完

的洞之比賽結果。 

當被詢問已用之桿數時，或當未被詢問而主動告知該資訊時： 

․該球員必須給與正確的已用桿數。 

․球員如未回應其對手之詢問，即視為給與錯誤的已用桿數。 
  如球員給與其對手錯誤的已用桿數，除非該球員按下列方式及時更正該錯誤，

否則他會遭受一般處罰(輸洞)： 

  ․在打該洞中給與錯誤之桿數。該球員必須在其對手做另一打擊或採取類似的

行動(例如，讓與該球員之下一打擊或該洞)之前，給與其對手正確的已用桿

數。 

  ․在該洞完成後給予錯誤之桿數。該球員必須在下列時間之前，給與正確的已

用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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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該組中有任一球員做出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或採取類似的行動(例 

       如，讓與該球員下一洞或該組比賽)之前，或 

    » 如是在該組比賽分出勝負之最後一洞，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見

規則 3.2a(5))。 

  例外—如該洞之比賽結果未受影響，則無處罰：如球員在一洞完成後給與錯誤

的已用桿數，但並不影響其對手對該洞輸、贏或平手之理解，則無處罰。 

規則3.2d(1)之解釋： 

3.2d(1)/1~在打一洞期間已用之桿數，如輪到球員打球，則該球員不須立
即給予 

當輪到球員打球時，如其對手要求該球員告知已用之桿數，該球員不須立即給予

這資訊。 

該球員只須在其對手做下一打擊或採取類似之行動前提供已用之桿數即可。該球

員在給予這類資訊前可以先打他的打擊。 

3.2d(1)/2~例外“如該洞之比賽結果未受影響，則無處罰”之含義 
在打一洞期間，球員必須給予正確的已用桿數，因此其對手能決定如何打該洞。

不過，在完成一洞後，如球員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假使並不影響其對手了解該

洞是否贏、輸或平手，依規則 3.2d(1)之例外並無處罰。 

例如，完成某洞後球員的對手的桿數是 7 桿，雖然該球員實際桿數是 6 桿卻錯誤

表明他的桿數是 5 桿。在下一洞開始後，該球員明白他的桿數是 6 桿，因錯誤的

已用桿數並不改變該球員贏該洞之事實，所以並無處罰。 

3.2d(1)/3~完成一洞後球員給予錯誤的已用之桿數，打了幾洞後此錯誤才
被發現 

在完成一洞後，如球員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假使影響該洞之結果且未即時更

正，則該球員受到一般處罰。在這種情況下，該組比賽之比數必須更正。 

例如，在完成第一洞後，球員告訴其對手他的桿數是 4 桿，但他的實際桿數是 5

桿，而其對手在該洞之桿數是 5 桿。打完幾洞之後，該球員明白他在第一洞給予

其對手錯誤的已用桿數。 

儘管如已給予正確的已用桿數則該洞本來是平手，因該錯誤影響對該洞結果之了

解，所以該球員在第一洞受到輸洞之處罰。該組比賽之比數必須更正。 

3.2d(1)/4~完成一洞後球員給予錯誤的已用之桿數，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
產生後此錯誤才被發現 

如球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完成一洞後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但直到該組比賽

最終結果產生後(規則 3.2(5)a~何時產生最終結果)，都還不明白該錯誤， 

該組所打的比賽結果有效。 

例如，在完成第 17 洞後，球員告訴其對手他的桿數是 3 桿，但他的實際桿數是 4

桿，而其對手在該洞之桿數是 4 桿。該組球員繼續打第 18 洞，且該球員以領先

一洞贏得該組比賽之結果是最終的。接著該球員了解他在第 17 洞給予其對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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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已用之桿數。 

因該球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而該組比賽最終結果也產生

了，所以並無處罰，且該組比賽以該球員是勝方(規則 20.1b(3)~ 該組比賽最終結

果產生後提出裁決要求)之結果有效。 

3.2d(1)/5~改變關於採取罰桿脫困的想法並非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 
正確的已用桿數僅表示球員已做的打擊桿數及已受到的任何罰桿。 

例如，球員的球位於處罰區內，而其對手問該球員打算如何進行，雖然並不要求

回答這個問題，但該球員還是回答他將採取罰桿脫困。在其對手打球後，該球員

卻決定在該處罰區內依該球之所在打它。 

該球員有權改變自己的想法，因表示未來的意圖與給予已用之桿數不同，所以這

樣做並無處罰。 

(2) 告知對手有關之處罰。當球員遭受處罰時： 

  ․該球員必須將自己遭受之處罰在合理的情況下儘快告知其對手，在這樣做時

要將雙方間之距離及其他有關之因素納入考量。 

  ․即使該球員不知道自己遭受的處罰(因球員違規時，該球員被視為知道自己已

違規)，本規定亦適用。 

  如該球員未這樣做，且在其對手做出另一打擊或採取類似的行動(例如，讓與

該球員的下一打擊或該洞)之前，未更正該錯誤，則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輸

洞)。 

  例外—當對手知道該球員之處罰時免罰：當對手知道該球員遭受一處罰，例

如：看到該球員明顯地採取罰桿脫困，則未將此處罰告知其對手免罰。 

規則3.2d(2)之解釋： 

3.2d(2)/1~“在合理情況下儘速”並非總是在對手做下一打擊之前  

“在合理情況下儘速”這一廣義用詞允許考量所有相關的情況，尤其是球員與其

對手間的距離。 

例如，球員當其對手在球道另一側時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在他能走過去告訴

其對手有關該處罰之前， 其對手打球了。“在合理情況下儘速”可能是他們走

向該洞球洞做他們的下一打擊期間。 

決定何謂“在合理情況下儘速”並無規定之程序，但它不總是表示在其對手做下

一打擊之前。 

(3) 知道比洞賽之比數。球員們需要知道其比賽之比數，亦即他們之中是否誰領

先了某些洞數(在比洞賽稱之為“領先幾洞”)，或該組比賽正處於平手(亦稱為

“目前平手”)。 

  如該組球員誤將一個錯誤的比數同意是正確的時候： 

  ․他們可以在任一球員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之前，或如是在分出勝負之

最後一洞，則要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見規則 3.2a(5))，更正該組比

賽之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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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上述時間未更正，則該錯誤的比數成為實際的比數。 

  例外—當球員及時要求裁決時：如球員及時要求裁決(見規則 20.1b)，且發現其

對手(a)給與不正確的已用桿數，或(b)未告知該球員所遭受之處罰，則該組錯

誤的比數必須更正。 

規則3.2d(3)之解釋： 
3.2d(3)/1~蓄意給予該組比賽不正確的比數或未更正對手對該組比賽比數

之誤解，可能導致被取消比賽資格 
規則 3.2d(3)預期球員們知道其比賽之比數，但並不要求球員向其對手告知該組比

賽之比數。 

如球員蓄意給予該組比賽不正確的比數，或蓄意未更正其對手對該組比賽比數之

誤解，他並非已給予錯誤的已用桿數，但委員會應依規則 1.2a(嚴重的脫序行為)

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3.2d(3)/2~在先前的洞該組比賽之比數錯誤的協議，稍後在該組比賽中被
發現 

如球員及其對手同意該組比賽錯誤之比數，該組比賽之成績有效，這與給予錯誤

的已用桿數不同。 

例如，打完第 10 洞後球員錯誤地向其對手表明該組比賽之比數是平手，該對手
也同意這個比數。在第 12 洞開始之前，該對手了解實際上打完第 10 洞後他領先

一洞，且以該球員給予錯誤的該組比賽比數為由，要求裁決。 

球員們需要知道該組比賽之比數，但因該組球員同意該組比賽錯誤的比數，且並

未在第 11 洞開始之前更正此錯誤，所以該組比賽錯誤的比數有效。誤給該組比

賽錯誤的比數之球員無須受罰。 

(4) 保護自己的權益。在該組比賽的球員，應依規則保護自己的權益： 

  ․如球員知道或認為其對手違反了招致處罰的規則，該球員可以對該違規採取

行動或選擇不予理會。 

  ․但若該球員及其對手蓄意同意不理會他們知道適用之違規或處罰，則雙方球

員依規則 1.3b 被取消比賽資格。 

  ․當球員及其對手之一是否違規，如他們對此有爭議，則他們都可以依規則

20.1b 要求裁決來保護他的權利。 
 
3.3 比桿賽                                                    

規則之目的： 

比桿賽有其特定的規則(特別是記分卡及將球打進洞之規定)，因： 

․每位球員在該場競賽中與其他所有球員競爭，且 

․每位球員在規則之下需要被公平對待。 

在該回合完成之後，球員及其記分員(登記該球員之桿數者)必須簽證該球員每一

洞之桿數都是正確的，然後該球員必須將記分卡繳回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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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 比桿賽之優勝者 

完成所有回合後，以總桿數(包含打擊桿數及罰桿數)最低的球員為優勝者。 

在計差點之競賽，則是以總淨桿數最低的球員為優勝者。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6)項；(競賽條件應說明平手時將如何決定勝負)。 

3.3b 比桿賽之記分 

球員的桿數由其記分員記在該球員之記分卡上。記分員是由委員會指定或由球

員選擇並經委員會認可。 

該球員在整個回合中必須使用同一位記分員，除非在變更發生之前或之後經委
員會認可。 

(1) 記分員的責任：記載及證明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在回合中每洞完成後，記
分員應向他的球員確認該洞已用之桿數(包含打擊桿數及罰桿數)，並記在記分
卡上。

當該回合結束後：

  ․該記分員必須簽證記分卡上各洞的桿數，  

  ․如該球員有多位記分員，則每位記分員都必須簽證各自所負責的那些洞之

桿數。

規則3.3b(1)之解釋： 

3.3b(1)/1~如記分員故意為另一球員證明錯誤的桿數，他應被取消比賽資
格 

也是同組球員的記分員如故意證明一洞錯誤的桿數(包括一洞之桿數，而不包含

該記分員知道該球員在該洞受到的處罰)，該記分員應依規則 1.2a(嚴重的脫序行

為)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如，球員因他不知道應包含之處罰，所以繳回一洞之桿數比實際低的記分卡。

不過他的記分員明白該處罰，在該記分卡被繳回之前，故意不告知該球員並草

率地證明該記分卡。 

儘管規則 3.3b(1)對於故意為另一球員證明錯誤桿數之行為並不施加處罰，但因此

委員會應依規則 1.2a(嚴重的脫序行為)取消該記分員之比賽資格。 

然後依規則 3.3b(3)(一洞桿數之錯誤)之規定修改該球員的桿數。 

3.3b(1)/2~記分員可以基於意見不合而拒絕證明球員的桿數 
並不要求記分員去證明他認為是錯誤的一洞桿數。 

例如，如球員與其記分員之間，關於該球員是否違規或一洞該球員之桿數有爭

議，且該記分員將此意見不合之事實向委員會報告，則不要求該記分員去證明

他認為不正確的該洞桿數。 

委員會需要考慮現有的事實證據，並就該球員在有爭議的洞之桿數做出決定。如

該記分員拒絕證明該洞之桿數，委員會應接受其他人(比如其他球員)看到該球員

在該爭議的洞之行為的證明，或委員會本身可以證明該球員在該洞之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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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球員的責任：簽證各洞桿數及繳回記分卡。在回合中，球員應記錄他自己各

洞的桿數。 

  當該回合結束後，該球員： 

  ․應仔細核對其記分員記錄的各洞桿數，並向委員會提出任何有關的問題， 

․必須確定其記分員簽證了其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 

  ․決不可更改該記分員所記載的各洞桿數，除非有其記分員的同意或委員會
的認可，及 

  ․必須簽證其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並迅速將之繳回委員會，之後該球員決

不可更改該記分卡。 

  如球員違反了規則3.3b的任一這些規定，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外—當違規是因記分員未履行職責時，對該球員並無處罰：如委員會發現該

球員違反規則3.3b(2)是因其記分員未履行應盡之職責(例如：該記分員帶著該

球員之記分卡離開，或未簽證該記分卡)所造成的，只要這是該球員所無法掌

控的情況，並無處罰。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5)項；(如何定義記分卡何時繳回之建議)。 

 

規則3.3b(2)之解釋： 

3.3b(2)/1~要求球員們在記分卡上僅登入桿數 
要求球員們將自己一回合的桿數登入電腦(例如為了計算差點)，與要求使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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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可的電子形式之記分卡上(例如行動計分應用程式~PDA)登入自己在各洞之

桿數是有所不同。 

委員會可以要求球員使用紙本記分卡以外的記分卡(例如電子形式之記分卡)，

但委員會無權依規則 3.3b(2)對未能在其他地方輸入桿數者施加處罰。 

不過，為了協助行政作業事務(例如提升作業效率及競賽結果之傳達)，委員會可

以根據行為規範(規則 1.2b)施加處罰，或對未能在其他地方輸入桿數者規定紀律

處分(例如吊銷進入下一場競賽之權利)。 

3.3b(2)/2~在記分卡做更改時無須額外認證 
當記分員或委員會認可在記分卡上一洞桿數之更改時，不論是該球員或其記分
員都不需要在更改處簽姓名縮寫，或對更改的桿數做任何額外之認證。 

該球員的認證適用於所有洞的桿數，包括那些被更改的桿數。 

3.3b(2)/3~因記分員未履行職責之例外的應用 
依規則 3.3b(2)之例外，球員如違反記分卡之要求，係因其記分員未履行應盡之

職責是他所無法掌控的情況，則該球員不受處罰。 

如何運作該例外之例子，包括： 

․如一回合打完後記分員帶著該球員的記分卡離開比賽場地，委員會應設法聯

繫那位記分員，不過如無法聯繫上，委員會應接受目擊整個回合賽事的人所

證實的該球員之桿數，或如無人可資證明，委員會本身可以證明該球員之桿數。 

․如球員在其記分卡已由其記分員簽證後須要更正一洞之桿數，但該記分員不

在現場或已離開，委員會應設法聯繫那位記分員，如無法聯繫上，委員會應

接受目擊該球員打該洞過程的人所證實該更正之桿數，或如無這樣的人可資證

明，委員會本身可以證明該桿數。 

(3) 一洞桿數之錯誤。如球員繳回之記分卡有任一洞桿數是錯誤的： 

․繳回之桿數高於實際桿數。該洞被繳回之較高桿數有效。 

․繳回之桿數低於實際桿數或無桿數繳回。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外━未計入自己所不知的罰桿：如球員在繳回記分卡之前，因不知道自己在

一或數洞有違規，而未將該罰桿計入該洞桿數之內，致使它們低於實際桿數： 

  ․該球員不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在該競賽結束之前該錯誤即被發現，則委員會要依規則將該洞本應包含之

罰桿加入，作為該洞桿數之修正。 

本例外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當該未被計入之處罰是取消比賽資格時，或

  ․當該球員已被告知可能違規或不確定是否違規，且在繳回記分卡之前未將此

向委員會提報時。

規則3.3b(3)之解釋： 

3.3b(3)/1~在記分卡上的桿數必須可認明是對正確的洞的 
依規則 3.3b 在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必須可認明是正確的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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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記分員把該球員前九洞的桿數記在後九洞的空格內，且後九洞的桿數記

在前九洞的空格內，如以更改洞號來改正此錯誤，以便它們與各洞正確之桿數相

符，則該記分卡仍是可接受的。 

但是，假使此錯誤並未更正，因此某洞之桿數低於在該洞的實際桿數，則依規則

3.3b(3)，該球員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4) 在計差點的競賽之記分。球員有責任確定自己的差點有顯示在其記分卡上，

如球員繳回沒有正確差點的記分卡： 

  ․記分卡上的差點太高或未顯示差點。如這會影響該球員應得之桿數，則該球

員從該淨桿競賽被取消比賽資格，如沒有影響則無處罰。 

  ․記分卡上的差點太低。並無處罰，且該球員使用該較低之差點所得的淨桿數

有效。 

規則3.3b(4)之解釋： 

3.3b(4)/1~"差點"之含義，球員必須在記分卡上顯示 
在計差點之比桿賽，球員有責任確定自己的差點有顯示在其記分卡上。"差點"

意指比賽場地及要打球的梯台之差點，但不包括在競賽條件中規定的任何讓桿配

額。 

委員會負責應用任何讓桿配額及調整。 

3.3b(4)/2~當委員會提供帶有錯誤差點的記分卡時，球員也不能豁免處罰 
如委員會向球員們提供包含他們差點的記分卡，每位球員在繳回他的記分卡之

前，必須確定他的正確差點顯示在其上。 

例如，出於好意，委員會決定發給每位球員預先印製包含日期及其姓名與差點之

記分卡。 

如這樣的記分卡誤使球員的差點高於實際的，且影響他的已用桿數，假使該球員

在繳回他的記分卡之前未更正此錯誤，則他依規則 3,3b(4)被取消比賽資格。 

3.3b(4)/3~當較高的差點不影響結果時免罰 
如球員繳回帶有比他應享有較高之差點的記分卡，但該較高之差點並不影響他可

獲得的讓桿數，因不影響該競賽，所以無須受罰。 

例如，一競賽條件是規定用各球員差點之 90%。一球員的差點是 5 但繳回的記分
卡顯示他的差點是 6，因 5 或 6 的 90%經四捨五入的整數還是 5，則適用差點 6

並不影響該球員可獲得的讓桿數，因此並無處罰。 

(5) 球員不負責桿數之加總及執行差點。委員會要負責加總球員的各洞桿數，並

在計差點之競賽中執行讓桿。 

  如球員繳回之記分卡上有自己錯誤的加總桿數或讓桿之執行，並無處罰。 

規則3.3b之一般解釋： 

3.3b/1~球員們在整個回合中必須在記分員陪同下進行 
記分員之目的是證明球員在各洞的桿數在該球員的記分卡上正確的顯示。如記
分員在整個回合中未與球員在一起，則該球員的記分卡無法正確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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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球員在其記分員未陪同下打了幾洞，而該記分員將該球員自行打的洞

之桿數記入該球員的記分卡上，依規則 3.3b 該記分卡無法正確認證。 

該球員應堅持該記分員所有的洞都陪同他，如該記分員無法配合，該球員應請

求其他人擔任他的記分員。如仍無法做到，則該球員需要中止比賽並向委員會
報告，以便被指定另一位記分員。 

3.3b/2~資料填在記分卡錯誤的位置上仍可以被接受 
雖然記分卡在繳回之前必須符合規則 3.3b 所有的要求，惟如正確的資料誤填在

記分卡被要求的位置以外的地方上，並無處罰，但在該記分卡上的各洞桿數必

須可認明是正確的洞的(見 3.3b(3)/ 1)。 

舉例說明如下： 

․如該球員及其記分員簽認洞的桿數之位置是要證明其他事項的位置，該球員的

桿數已如同依規則 3.3b 之要求認證了。假使用姓名縮寫而不是全名簽認也一樣

適用。 

․如球員的桿數記載在其記分員的記分卡上，而該記分員的桿數記載在該球員

的記分卡上，但桿數都正確且二者之記分卡也都簽認了，只要該球員們告訴

委員會哪張記分卡屬於哪位球員的，這些記分卡可以被接受。 

因這種錯誤的性質是行政疏失，所以進行這類的更正並無時間限制(見 20.2d / 

1)。 

3.3b/3~如正式的記分卡忘記放哪了可以用另外的記分卡 
雖然球員應繳回由委員會發給他的記分卡，但如該記分卡損壞或忘記放哪了，

規則 3.3b 並不要求要繳回相同的記分卡。 

例如，如由委員會發給的記分卡，球員的記分員忘記放哪了，使用另外的記分
卡(例如球場的記分卡)也可以被接受，只要該記分卡上有該球員的姓名及各洞的

桿數，並由該球員及其記分員簽證。 

當使用電子計分系統且球員及其記分員失去網際網路連線或有技術性的問題

時，該球員應儘快向委員會提報此事，且不晚於該回合完成後立即提出。 

3.3c 未將球打進洞(未完成該洞) 

球員在一回合的每一洞都必須將球打進洞。如球員在任一洞未將球打進洞： 

․在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之前，或如是在該回合最後一洞在繳回其記分

卡之前，該球員必須改正該錯誤。 

․如在上述時間未予更正，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見規則 21.1,21.2 及 21.3：(其他形式的比桿賽(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限度賽及

標準桿/柏忌賽)之規則有不同的計分方式，且如球員未將球打進洞並不會被取

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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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球員之裝備品 

  4     
規則之目的： 

規則4含蓋了在回合中球員可以使用的裝備品。基於高爾夫是一項具挑戰性的運

動之原則，其成功取決於球員之判斷力、擊球技巧及能力，因此球員在回合賽程

中： 

․必須使用符合規定之球桿及球，

․14支球桿為其上限，且在正常情況下決不可更換損壞或遺失的球桿，及

․在使用其他對其比賽，能提供人為協助之裝備品有其限制。

有關球桿、球與其他裝備品的詳細規定，以及裝備品在規格審核有關諮詢及提

交之程序，請參見裝備品規則。 

4.1 球桿                                                      

4.1a 做打擊時被允許使用之球桿 

(1) 合規定之球桿。在做打擊時，球員必須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規定之球桿： 

  ․球員用於做打擊的球桿不僅在它新的時候，或是在被蓄意或意外地造成它任

一方面的改變之後，都必須符合裝備品規則之規定。 

  ․但一支符合規定的球桿，如其功能特性，由正常的使用而磨損，則它仍屬符

合規定。 

  “功能特性”係指球桿用於打擊時會影響其功能之任何一部分，例如其握把、

桿身，或桿頭或其底角或仰角（包含球桿有可調整的桿頭底角或仰角）。 

規則4.1a(1)之解釋： 

4.1a(1)/1~正常使用下磨損並不改變其符合規定 
正常使用包括打擊、打擊練習及揮桿練習，還有諸如把球桿從高爾夫球桿袋取出

或放回的動作。如球員的球桿在正常使用下磨損視為仍符合規定，且他可以繼續

使用它。 

在正常使用下磨損的例子包括在下列情況下： 

․桿頭內部的材料已鬆動，且可能在打擊過程中或桿頭震動時發出嘎嘎聲。 

․在球桿握把上安置拇指的位置形成磨損。 

․經重複使用在球桿桿面形成凹陷。 

․球桿面的凹槽已磨損。 

4.1a(1)/2~以不符規格之球桿所做之打擊不予記數時，該打擊免罰 
如球員以不符合規格之球桿做打擊，如該打擊不計入該球員之桿數內，該球員不

被取消比賽資格。 

球員以不符合規格之球桿做打擊何時不受到處罰之例子，包括在下列情況下： 

․該球員以該球桿對暫定球做打擊，而它從未進入比賽狀態。 

․該球員以該球桿做打擊，但該打擊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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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球員依規則20.1c(3)以該球桿對第二球做打擊，但那顆球並非要計入他的桿數

的球。 

(2) 使用或修復在回合中損壞的球桿。如符合規定的球桿在回合中或比賽依規則

5.7a中止期間受損，通常其球員決不可用另一支球桿替換它(對於球員並未造成

球桿損壞時，則有特定的例外規定，見規則4.1b(3))。 

  但不論損壞的本質或原因為何，該受損的球桿在該回合的剩餘期間仍被視為是

符合規定的(但非比桿賽的延長賽期間，這是一個新的回合)。 

在該回合的剩餘期間，該球員可以： 

․繼續以該受損的球桿做打擊，或 

  ․修復該球桿，並儘量使其回復在回合中或比賽中止期間受損前的狀況，但仍

要使用原來的握把、桿身及桿頭。但在這樣做時： 

    »該球員決不可不合理地延誤打球(見規則5.6a)，且 

    »任何在該回合前受損的部分決不可被修理。 

  “在一回合中受損”是指球桿的功能特性由於回合中(包含規則5.7a之比賽中

止期間)的任何行為而改變，不論它是： 

  ․被該球員(例如以該球桿做打擊或揮桿練習、將它放進球桿袋或取出、掉下

或倚靠它、丟或濫用它)，或 

․ 被其他的任何人、局外之影響力，或自然力。 

  但如球桿在回合中被其球員蓄意地改變其功能特性，如同規則4.1a(3)所含蓋之

情形，則該球桿並非“在回合中損壞”。 

規則4.1a(2)之解釋： 

4.1a(2)/1~"修復"之含義 
修復的例子包括： 

․更換在打擊過程中掉落的鉛片膠帶。鑑於鉛片膠帶之性質，如鉛片膠帶不能貼

回球桿上的同一位置，則可以使用新的鉛片膠帶。 

․以可調整的機械裝置鎖緊在回合中可調整裝置部分鬆動之球桿，但不能將該球

桿調整到不同的設定。 

(3) 在回合中蓄意改變球桿之功能特性。球員決不可使用其功能特性在回合中(包

含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 被自己以下列方式蓄意改變的球桿做打擊： 

  ․使用調整功能或實質改變該球桿（例外，依規則4.1a(2)允許修理損壞時），或 

  ․在桿頭上加上任何物質 (清潔除外)以影響一打擊之成效。 

  例外－可調整的球桿調回原來的位置：如利用球桿可調整的部分改變其功能特

性，但在用它做打擊前，將該可調整的部分儘量調回原來的位置，則該球桿可

以用於打擊，並無處罰。 

使用違反規則 4.1a 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如僅是攜帶不符合規則，或在回合中被蓄意改變功能特性之球桿(但未用於打
擊)，依本條規則並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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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球桿仍要計入規則 4.1b(1)之 14 支球桿的上限內。 

4.1b 14支球桿之上限；回合中球桿之共用、增加或更換 

(1) 14支球桿之上限。球員決不可： 

․以超過14支球桿開始一回合，或 

․在回合中持有之球桿超過14支。 

  如球員以少於14支的球桿開始一回合，則他在該回合中可以增加球桿至14支止

(見規則4.1b(4)相關之限制)。 

  當球員意識到他因持有的球桿超過14支而違反本條規則時，該球員必須立即依

規則4.1c(1)的程序，使多餘的球桿退出比賽(譯註：不再用於打球)： 

  ․如該球員以超過14支的球桿開始一回合，則他可以選出退出比賽的球桿。 

  ․如該球員在回合中增加了超過上限的球桿，則必須從那些被增加的球桿中選

出退出比賽的球桿。 

  在球員的回合開始後，如該球員拾獲另一球員遺留的球桿，或別人將球桿在該

球員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放入他的球桿袋中，那支球桿將不被視為該球員14支球

桿上限的球桿之一(但決不可使用它)。 

規則4.1b(1)之解釋： 

4.1b(1)/1~分開的桿頭與桿身不是球桿 
在規則4.1b(1)中，分開的球桿組件不算是球桿，且不被視為球員14支球桿上限的

球桿之一。 

例如，如球員以14支球桿開始他的回合，也攜帶了分開的球桿組件，該球員被認

為只攜帶14支球桿，且無違反規則4.1b(1)。 

4.1b(1)/2~斷掉的球桿不計入14支球桿上限的球桿之一 
即使球員攜帶斷掉的球桿開始他的回合，那支斷成幾段的球桿也不計入14支球桿

上限的球桿之一。 

例如，在練習場上熱身時，球員的球桿恰好在握把下方斷掉，而該球員在他的球

桿袋中帶著那支斷掉的球桿開始該回合。那支球桿不計入該球員被允許攜帶的14

支球桿上限的球桿之一。 

4.1b(1)/3~為球員攜帶的球桿計入14支球桿上限的球桿之一 
14支球桿的上限適用於任何由球員、其桿弟或他請求替他攜帶球桿的任何人所攜

帶的球桿。 

例如，如球員以10支球桿開始該回合，並請另一人陪同該組行走，且替他攜帶他

打算在該回合中加入他的球桿袋之額外8支球桿，該球員被認為以超過14支球桿

開始該回合。 

4.1b(1)/4~當做出下一打擊時，被認為球桿增加了 
當該球員在擁有增加的球桿期間以任一球桿做出他的下一打擊，則被認為球桿增

加了。不論是否允許球員增加或更換球桿這都適用。 

例如，如以14支球桿開始回合之球員，在二洞打球之間決定以另一支推桿更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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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桿，且這樣做時並無不合理延誤比賽。如該球員以任一球桿做出他的下一打
擊之前，明白此錯誤並更正它，則該球員不受處罰。 

(2) 禁止共用球桿。球員限於使用其開始一回合時或依上述(1)，所允許增加之球

桿： 

  ․球員決不可使用正在比賽場地上打球的其他球員之球桿做打擊(即使是在另

一組或不同的競賽中打球的其他球員)。 

  ․當球員知道自己用了另一球員的球桿做打擊，而違反本條規則時，該球員必

須立即依規則4.1c(1)之程序使該球桿退出比賽。 

  見規則22.5及23.7(在有搭檔的比賽形式中，球桿上限的例外允許互為搭檔之球

員共用球桿，只要他們之間所有的球桿不超過14支)。 

規則4.1b(2)之解釋： 

4.1b(2)/1~多位球員可以共用一球桿袋攜帶他們的球桿 
規則並未限制多位球員(例如搭檔們)共用一球桿袋攜帶他們的球桿，但為了降低

依規則4.1b處罰之風險，他們應確定這些球桿的歸屬對每位球員都可清楚識別。 

4.1b(2)/2~不允許球員對要計入他的桿數之打擊共用球桿 
針對共用球桿之禁止僅適用於要計入球員桿數之打擊，並不適用於揮桿練習、打
擊練習，或在一洞結果已決定後所為之打擊。 

例如，如球員在二洞打球之間向另一球員借推桿，並在剛打完的洞之果嶺上做了

幾次推球練習，依規則4.1b並無處罰。 

(3) 禁止更換遺失或受損的球桿。如球員以14支球桿開始一回合，或在回合中增

加球桿至14支之上限，但在該回合中或在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遺失或損

壞某支球桿，則該球員決不可用另外的球桿更換它。 

  例外─當球桿損壞並非球員造成時，該受損球桿之更換：如球員的球桿在該回
合中(包含比賽中止期間)，被自然力或局外之影響力，或該球員或其桿弟以

外的任何人所損壞(見規則4.1a(2))： 

  ․該球員可以依規則4.1b(4)以任何球桿更換那支損壞的球桿。 

  ․但當該球員這樣做時，該球員必須立即依規則4.1c(1)的程序，使那支損壞的

球桿退出比賽。  

(4) 當增加或更換球桿時之限制。當依上述 (1)或 (3)增加或更換球桿時，該球員

決不可： 

․不合理地延誤比賽 (見規則5.6a)，  

  ․向正在該比賽場地上打球的其他球員增加或借用任何球桿(即使是在另一組

或不同的競賽中打球的其他球員)，或 

  ․在該回合中利用任何人為他所攜帶的球桿組件組成球桿。 

規則4.1b(4)之解釋： 

4.1b(4)/1~球桿組件未由球員攜帶或為它攜帶時可以被組裝 
規則4.1b(4)限制球員從他所攜帶或其他人為他攜帶的球桿組件組成球桿，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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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該球員取回組件組成球桿，或接受拿給他的組件。 

例如，如允許球員增加球桿(見規則4.1b(1))或更換球桿((見規則4.1b(3))，而從會館

(例如球員的置物櫃)、高爾夫用品店、或製造商的卡車、或其他類似的位置拿來

的球桿組件，不被認為是“在回合中任何人為該球員所攜帶”且允許由球員或其

他人組裝。 

違反規則4.1b之處罰：要根據球員在何時意識到自己的違規以施加處罰： 
․球員在打一洞期間意識到自己違規。處罰要在正在打的那一洞結束時實施，在

比洞賽，違規的球員必須完成該洞之比賽，將該洞之比賽結果計入於該組比賽

之成績，然後再施加本處罰來調整該組比賽之成績。 

․球員在二洞之間意識到自己違規。處罰要在剛打完的那一洞結束時實施，而不

是下一洞。 

在比洞賽之處罰－該組比賽之成績以負一洞做調整，最多負二洞： 

․這是比洞賽一種調整方式的處罰~~與輸洞之處罰不同。 

․在正在打的洞結束後，該組比賽之成績在違規發生之各洞以負一洞做調整，但

該回合所負之洞數最多二洞。 

․舉例說明：如球員以15支球桿開始一回合，在打第三洞期間意識到自己違反本

條規則，接著該球員贏該洞且領先三洞，但因該違規而適用最多負二洞之調

整，因此目前他在該組比賽領先一洞。 

在比桿賽之處罰~~罰二桿，最多罰四桿：該球員在違反本條規則發生之各洞遭受

一般處罰(罰二桿)，但該回合最多罰四桿(在最先發生違反本條規則的二洞各加

罰二桿)。 

規則4.1b之解釋： 

4.1b/1~在該組比賽中一旦任一球員開始一洞後，如何實施調整處罰 
當違反規則4.1b之情事被發現時，如比洞賽一組任一球員已開始一洞之比賽，該

組之調整處罰於該洞結束時實施。如違規的球員尚未開始該洞，他是在二洞之

間，且並非在下一洞違規。 

例如，在完成第一洞後球員在第二洞開球，其對手在開球之前覺察他自己攜帶了

15支球桿而違反規則4.1b(1)。由於該對手尚未開始第二洞，在該球員之利益上僅

調整一洞，但因第二洞是在該球員開球後開始的，所以直到第二洞完成後，該組

比賽成績才會被修改。  

4.1c 球桿退出比賽之程序 

(1) 在回合中。當球員在回合中意識到因持有的球桿超過14支，或用他人的球桿

做了打擊，而違反規則4.1b(1),(2)或(3)時，該球員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明確指

出要退出比賽的球桿。 

  這個行動建議以下列方式之一進行： 

  ․向其在比洞賽之對手，或向其在比桿賽之記分員或同組之另一球員，聲明

這行動，或 

  ․採取其他明確的行動(例如：將該球桿倒放在球桿袋中、放在高爾夫球車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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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上，或將該球桿交給其他人)。 

  在該回合剩餘賽程中，該球員決不可再使用已退出比賽的任一球桿做打擊。 

  如退出比賽的球桿屬於另一球員，那位球員可以繼續使用那支球桿。 

  違反規則4.1c(1)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2) 回合之前。在回合即將開始時，如球員意識到自己意外地持有的球桿超過14

支，該球員應試著不要帶著那些超限的球桿。 

  但依下列作法進行則不罰： 

  ․該球員在該回合開始前，使用上述第(1)項之程序取出這類要退出比賽之超限

球桿，且  

  ․這些超限之球桿在該回合中可以由該球員帶著(但決不可使用)，且不被計入

14支球桿上限之內。 

  如球員蓄意攜帶超過14支以上的球桿到他的第一個開球區，並開始了該回合，

而未將超限的球桿留下(不帶著它們)，則此作法不被允許而適用規則4.1b(1)。 
 
4.2  球                                                       

4.2a 在回合中允許使用的球 

(1) 必須打符合規則的球。球員的每一打擊都必須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規定的

球。 

  球員可以從其他任何人那裏取得符合規則的球，包括比賽場地上的其他球員。 

規則4.2a(1)之解釋： 

4.2a(1)/1~不在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之球之定位 

在委員會未採用當地規則，要求參賽球員使用目前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的品牌

及型號的球之競賽中，球員可以使用下列的高爾夫球： 

․品牌及型號未曾被測試~這些球被假定是符合的，且舉證責任是在指稱球不符

合的人身上。 

․品牌及型號曾出現在以前的目錄中，但尚未再次提出申請以納入目前的目錄~

這些球被假定仍是符合的。 

但不論該當地規則是否被採用，品牌及型號經測試且發現不符合裝備品規則的

球，則決不可用於比賽。 

4.2a(1)/2~"瑕疵球"、"刷新球"及"練習球"之定位 
如球員選擇打被廠商標記"瑕疵球"或"練習球"的球，或已刷新的球，則這些球依

裝備品規則被視為如下列所述： 

․"瑕疵球"是指廠商認為高爾夫球不夠完美之通稱(通常僅因美觀上之理由，例
如，塗料或印刷錯誤)，且因此已將商標名稱打上Ｘ之標記。"刷新球"則是已被
弄乾淨的二手球且印有"刷新"字樣或類似的印記。 
如欠缺有力的證據證明"瑕疵球"或"刷新球"不符合裝備品規則，則允許球員使
用它。 
但如委員會已採用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的球作為當地規則，則即使上述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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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的識別標記出現在該目錄上，這類球也決不可使用。 

․印有"練習"字樣或類似印記的"練習球"，通常都列入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中。"

練習球"的處理方式與具有高爾夫俱樂部或球場、公司、學校或其他標誌的高

爾夫球相同。 

即使委員會已採用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的球作為當地規則，這類球也可以使

用。 

4.2a(1)/3~以不符規格的球所做之打擊不予記數時，免罰 
當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之當地規則生效時，如球員對不符規格的球或不在該目錄

上的球做打擊，如該打擊不計入該球員之桿數內，該球員不須被取消比賽資格。 

何時球員不受處罰的例子，包括當球員打不被允許的球時： 

․當作暫定球，但該暫定球從未進入比賽狀態。 

․當對該球之打擊被取消時。 

․依規則20.1c(3)當作第二球，但該球並非要計入他的桿數內的球。 

(2) 決不可打被蓄意改變的球。球員決不可打擊被蓄意改變其功能特性的球，例

如：將該球磨出擦痕或加溫、或在球上加上任何物質 (清淨除外)。 

違反規則4.2a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4.2b 打一洞期間球裂成碎片 

  如球員的球在打擊後裂成碎片，並無處罰且該次打擊取消不計。 

  該球員必須從那次的打擊處打另一球(見規則14.6)。 

  違反規則4.2b而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般處罰。 

4.2c 球在打一洞期間發生切痕或裂縫 

(1) 撿起球查看是否有切痕或裂縫。如球員合理相信他的球在打一洞期間有切痕

或裂縫： 

  ․該球員可以撿起該球查看，但 

  ․必須先標示該球的球位，且決不可把它弄乾淨(在該洞果嶺上為例外)(見規則

14.1)。 

  如球員沒有這種合理的理由卻撿起該球(例外，球員在該洞果嶺上，依規則13.1b

可以撿球)、撿球之前未先標示該球的球位，或在規則不允許時將它弄乾淨，

則該球員要罰一桿。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罰一桿之規則，見規則1.3c(4)。 

(2) 何時可以用另一球替代。只有在原球能清楚地看到有切痕或裂縫，且該損壞

是在正在打的那一洞產生的，該球員才能用另一球替代，但如只是刮痕或擦

痕，或只是塗料損壞或褪色，則不能。 

  ․如原球有切痕或裂縫，則該球員必須以另一球或原球置回原點 (見規則

14.2)。 

  ․如原球並無切痕或裂縫，則該球員必須將它置回原點(見規則14.2)。 

  本條規則並未禁止球員依其他規則以另一球替代，或在二洞之間更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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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規則4.2c而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

6.3b或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4.3 裝備品之使用                                              
規則4.3含蓋球員在一回合中可以使用的所有類型的裝備品，但打球要用符合規

則的球桿及球之要求，則含蓋於規則4.1和4.2，而非本條規則。 

本條規則僅涉及如何使用裝備品，並不限制球員在一回合中可以持有的裝備品。 

4.3a 裝備品被允許及禁止之使用 

球員在回合中可以使用裝備品協助自己打球，但決不可藉以下之任一方式衍生個

人之潛在優勢： 

․使用裝備品(球桿及球除外)人為地消除或減少對高爾夫挑戰至關重要的擊球技

巧或判斷力，或 

․在打擊方面，以異常方式使用裝備品(包括球桿及球)。“異常方式”是指一種

與該裝備品原有用法截然不同之使用方式，且通常不被認同是打高爾夫的一部

分。 

本條規則並不影響其他任一有關限制球員在球桿、球或其他裝備品等方面可採取

的行動之規則應用(例如：放置一支球桿或其他物體以幫助球員對準方向，見規則

10.2b(3)）。 

下列是在回合中，球員依本條規則使用裝備品一些被允許及禁止的範例：  

(1) 距離及方向之資訊。 

  ․被允許的： 

    距離或方向資訊之獲取(例如，利用測距裝置或指南針)。 

  ․被禁止的： 

    »高度變化之測量，或 

    »距離或方向資訊之詮釋(例如，根據球員的球之位置，利用裝置獲取擊球
線或選擇球桿之建議)。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G-5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則，

禁止使用測距裝置)。 

規則4.3a(1)之解釋： 

4.3a(1)/1~使用裝備品估量坡度之限制 
雖然球員可以使用他的球桿當作鉛垂線來協助判斷或估量坡度及地形，但也有球

員不得用於判斷坡度或地形之其他裝備品。 

例如，不允許球員以下列物品估量坡度： 

․放置瓶裝飲料充當水平儀用。 

․握著或置放氣泡水平儀。 

․使用懸掛重物的線繩當作鉛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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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及其他天氣狀況的資訊。 

  ․被允許的： 

    »獲取從天氣預報提供的任何類型之天氣資訊(包括風速)，或 

    »測量比賽場地上的溫度、濕度。 

  ․被禁止的： 

    »測量比賽場地上的風速，或 

    »使用人造物品獲取其他與風有關的資訊(例如：使用粉末評估風向)。

規則4.3a(2)之解釋： 

4.3a(2)/1~不允許使用人造物品獲取與風有關的資訊 
規則4.3a(2)提出不允許用於獲取與風有關的資訊之人造物品唯一的例子(粉末評

估風向)，但其他人造物品也決不可用於唯一目的是為了獲取與風有關的資訊。 

例如，如球員拿出一條手帕，其唯一目的是在空中夾著它看看風的方向，則該球

員的行為違反了規則4.3。 

(3) 在回合之前或之中收集的資訊。 
  ․被允許的： 

    »使用在該回合前收集的資訊，(例如，先前回合的打球資訊、揮桿要點或

選擇球桿的建議)，或 

    »記錄(為了該回合之後要用的)該回合的打球或生理資訊(例如，球桿距

離、打球統計數據或心率)。 

  ․被禁止的： 

    »  處理及詮釋出自該回合之打球資訊(例如，根據該回合目前的一些距離在

球桿選擇上之建議)，或 

    »使用在該回合中記錄的任何生理資訊。 

(4) 聲音及影像資訊 

  ․被允許的： 

    »  收聽收音機或觀看影像資訊，但內容與該正在打的競賽是無關的(例如：

新聞報導或背景音樂)。 

    »但這樣做時，應表現對其他人之體恤(見規則1.2)。 

  ․被禁止的： 

    »聽音樂或其他聲音資訊消除分心或幫助揮桿節奏，或 

    »觀看自己或其他球員在該比賽中打球的影像，並從中得到對該回合有關

選擇球桿、做打擊，或決定如何打球等方面之協助。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第G-8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

規則，禁止或限制在回合中使用收音或影像裝置)。 

規則4.3a(4)之解釋： 
4.3a(4)/1~觀看正在比賽場地上撥放的影像資訊 
如球員觀看為了在高爾夫競賽中的觀眾之觀賽便利而正在撥放的影像資訊，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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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規則4.3a(4)。 

例如，如球員站在梯台等待打球，且他能看到撥放該競賽的現場新聞報導、統計

資訊、風速、或其他類似事物之公共銀幕，如球員觀看該報導或觀看該資訊，即

使可以幫助該球員選擇球桿、做打擊或決定如何打球，亦不違反規則4.3。 

(5) 手套及握桿輔助物。 

  ․被允許的： 

    »使用符合裝備品規則的一般性手套， 

    »使用樹脂、粉末及其他保濕或乾燥劑；或 

    »使用毛巾或手帕包覆握把。 

  ․被禁止的： 

    »使用不符合裝備品規則的手套，或 

    »使用對手掌握桿的位置或握壓會造成不公平優勢的其他裝備品。 

(6) 伸展裝置及訓練或揮桿輔助器。 

  ․被允許的： 

    »使用供一般性伸展之任何裝備品(揮桿練習除外)，不論該裝備品之設計

是為了做伸展或專用於高爾夫(例如：放置在雙肩上的校準棒)，或其設

計目的與高爾夫無關 (例如：橡膠管或一段管子)。 

  ․被禁止的： 

    »使用任何類型的高爾夫訓練或揮桿輔助器(例如：校準棒、或加重桿頭

套、或“重量圈”)，或不符合規定的球桿做揮桿練習，或以任何其他方

式幫助球員準備或做打擊來創造潛在優勢(例如：有助於揮桿平面、握

桿、校準、球的位置或姿勢)。

關於使用上述裝備品及其他類型裝備品(例如：服裝及鞋子)的進一步指導，是建

立在裝備品規則內。

球員不確定他是否可以用特定方式來使用某裝備品，則應提請委員會裁決(見規

則20.2b）。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G款第G-6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

規則，禁止在回合中使用馬達推動的運輸工具)。 

4.3b 用於醫療原因之裝備品 

(1) 醫療之例外。球員如因醫療之需求而使用裝備品，並不違反規則4.3，只要： 

․該球員有醫療理由使用該裝備品，及 
  ․委員會判定它的使用，比之其他球員並不會帶給該球員更多的優勢。 

(2) 膠帶或類似的包覆物。基於醫療原因(例如，為了防止受傷或輔助現有之傷

勢)，球員可以使用黏性膠帶或類似的包覆物，但該膠帶或包覆物決不可： 

  ․過當使用，或 

  ․超過該球員醫療之需求(例如，它決不可使關節固定以協助球員揮桿)。 

  球員如不確定膠帶或類似包覆物可以使用的部位或如何使用，則應提請委員會
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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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規則4.3之處罰： 
․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導致第一次違規：一般處罰。  

․與第一次違規無關的第二次違規：取消比賽資格。即使第二次違規的原因與第

一次違規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但仍適用本處罰。 

規則4.3之一般解釋： 
4.3/1~球員在二洞之間違反規則4.3，如何實施處罰 
就球員第一次違反規則 4.3，該球員在發生違規的洞受到一般處罰，但如球員是

在二洞比賽之間違反規則 4.3，該處罰是施加在要打的下一洞。 

例如，球員在二洞比賽之間使用校準棒檢查他的揮桿平面。 

在比洞賽，該球員輸下一洞，或在比桿賽，他受到罰二桿且在下一洞開始將做

他的第三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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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回合與打一洞 

 

規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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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打一回合 

  5    

規則之目的： 

規則5含蓋如何打一回合─例如：在回合之前或之中，球員可以在比賽場地上何

處及何時進行練習，何時謂之回合開始及結束，及當比賽須要中止或重新恢復

時，所會面臨的情事。球員們被期待： 

․各回合準時開始比賽，及

․在打每一洞時，不要間斷並以迅速之步調進行，直到該回合結束。

當輪到球員打球時，建議他以不超過40秒的時間進行打擊，且通常比這時間快。 
 
5.1 回合之含義                                                 
一“回合”是依委員會所設定之球洞順序打18洞或更少的洞。 

當一回合以平手結束時，要繼續比賽直到優勝者產生： 

․比洞賽平手時每次延長一洞：這不是新的回合，而是同一回合之延續。 

․在比桿賽之延長賽：這是新的回合。 

球員自己的回合是從他開始打該回合起直到打完該回合為止(見規則5.3)，但不包

含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 

當某規則提及“在回合中”採取行動時，除非該規則另有說明，否則並不包含規

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 
 
5.2 各回合比賽前或比賽之間在比賽場地上練習                    
為了本條規則之目的： 

․“在比賽場地上練習”的意思是打一球，或以滾球或摩擦任一洞的果嶺表面

來測試該果嶺的表面，及 

․在回合之前或各回合之間，在比賽場地上練習的限制只適用於球員，而不適

用於其桿弟。 

5.2a 比洞賽 

在比洞賽的各回合之前或之間，球員可以在比賽場地上練習。 

5.2b 比桿賽 

在比桿賽當天： 

․在回合之前，球員決不可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但該球員可以在他要開始該

回合之開球區之上或附近，做推球或切球練習，及在任何練習區練習。  

․球員可以在完成當天之最後一回合後，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I款第I-1項：(不論任何形式的比賽，委員
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則，禁止、限制或允許在回合開始之前或各回合之間在

比賽場地上練習)。 

規則5.2b之解釋： 

5.2b/1~在比桿賽“完成當天他的最後一回合”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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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桿賽，當天球員在比賽場地上不會再打任何更多的洞數作為該競賽之部分

時，他已完成他在當天的最後一回合了。 

例如，為期二天36洞比桿賽的第一天，已完成第一回合後，規則5.2b允許球員當

天稍候在該競賽之比賽場地上練習，只要他的下一回合在第二天才開始。 

不過，如球員完成一回合後，但在同一天將在該比賽場地上打另一回合或進行

一回合之部分比賽，則在比賽場地上練習會違反規則5.2b。 

例如，球員已完成一比洞賽的比桿賽資格賽，在比賽場地上練習。在該資格賽

結束後，就該比洞賽晉級之最後一名而言，該球員與他人打成平手，而該平手是

以比桿賽逐洞延長賽來決定誰晉級，並預定同一天稍後在該比賽場地上立即進

行比賽。 

如該球員在比賽場地上練習是他第一次違反規則5.2，該球員受到一般處罰，並

施加於延長賽首先要打的洞，否則，依規則5.2b該球員因在延長賽之前在比賽場
地上練習，要從延長賽被取消比賽資格。 

5.2b/2~允許打完一洞後但在回合之間在該洞做打擊練習 
規則5.5b(二洞之間打擊練習之相關限制)對練習之權限，因允許球員在剛完成的洞

之果嶺上或其附近練習，即使他在同一天將再次打該洞，所以凌駕在規則5.2b中

之禁止。 

即使當天的比賽尚未結束，也允許在剛完成的洞之果嶺上或其附近練習推球或切

球的例子，包括在下列情況： 

․球員在只有9洞的比賽場地於一天打一回合18洞的比桿賽比賽，且在第一回合
中完成第3洞後在該洞果嶺上練習推球。  

․球員在同一比賽場地一天打36洞的比桿賽比賽，且在第一回合中完成第18洞

後在該洞果嶺上附近練習切球。 

5.2b/3~在包含連續幾天的競賽，回合之前可以允許在比賽場地上練習 
當競賽預定在比賽場地上連續幾天進行，且委員會安排一些球員在第一天比賽

其他球員在第二天比賽時，則球員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只要

當天他未被安排打他的回合。 

例如，如競賽安排在星期六及星期日進行，而球員只被安排在星期日比賽，則允

許該球員於星期六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 

違反規則5.2之處罰： 

․第一次違規：一般處罰。(施加於該球員最先要打的洞)  

․第二次違規：取消比賽資格。 
 
5.3 回合之開始及結束                                           

5.3a 何時回合開始 

當球員做一打擊開始他最先要打的洞時，即開始該球員之回合 (見規則6.1a)。 

球員必須依其表定時間(不可提前)開始比賽： 

․亦即，該球員必須在委員會所設定之開始比賽時間及地點，準備好打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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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員會所設定之開始比賽時間是指確切的時間(例如：早上9點的意思是上午

9點整，而不是直到上午9點1分期間的任何時間)。 

如開始比賽之時間由於任何原因(例如，天氣、其他開始比賽的組別打太慢，或需

要裁判的裁決)而延遲，如某球員在其組別可以開始比賽時，在現場並準備好打

球，則該球員並無違反本條規則。 

違反規則5.3a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但下列三種情況除外： 

․例外1─球員抵達他的回合開始之地點，遲到未超過五分鐘，並準備好打球：

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並施加於他最先要打的洞。 

․例外2─球員提早開始比賽未超過五分鐘：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並施加於他

最先要打的洞。 

․例外3─委員會判定球員無法準時開始比賽是屬例外情況時：則無違反本條規

則且免罰。 

規則5.3a之解釋： 

5.3a/1~可豁免未準時開始比賽之處罰的例外情況 
規則 5.3a 例外 3 的術語“例外情況”並不表示球員無法掌控的不幸或意外事件。

留有足夠的時間到比賽場地是球員的責任，同時他對可能的延誤必須留有寬裕

度。 

規則對決定何謂例外情況並無具體的指導方針，因它取決於各種情況的細節而

定，所以必須由委員會決定。 

在下列例子中未包含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應考慮到多位球員涉及應被委員會認為

該情況是例外的程度之情況。 

應被視為是例外的情況，包括： 

․該球員剛好在意外事件現場並提供醫療協助，或須以目擊證人身份做筆錄，否

則會準時開始比賽。 

․該球員住宿的旅館發生火警而他必須疏散，等到他可以回房拿他的裝備品時，

該球員無法準時開始比賽了。 

一般不被認為是例外的情況，包括： 

․該球員在去比賽場地的途中迷路或他的車子拋錨。 

․在去比賽場地的途中碰上塞車或意外事件，造成到比賽場地的旅程花了比預

期更多的時間。 

5.3a/2~“開始地點”之含義 
在規則5.3a中“開始地點”是指球員依委員會規定將開始他的回合之該洞開球
區。 

例如，委員會可以規定一些組別由第1洞開始一些組別由第10洞開始。在“shotgun

開始比賽”的形式，委員會可以分配各組至不同的洞開始。 

委員會可以規定何謂球員是在開始地點的含義之標準，例如，委員會可以聲明

該球員必須在將要打的洞開球區之圍繩內，才是在開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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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a/3~“準備好打球”之含義 
術語“準備好打球”意指球員至少有一支球桿及球準備好可以立即使用。 

例如，如球員帶著一顆球及一支球桿(即使只是該球員的推桿)，在開始比賽的時

間到達他的開始地點，該球員被認為已準備好打球。萬一該球員在輪到他打時決

定等待不同的球桿，他可能會因不合理延誤比賽而受罰(規則5.6a)。 

5.3a/4~球員在開始地點但接著又離開開始地點 
當球員在開始地點準備好打球但接著因某些原因又離開該開始地點時，適用的規

則取決於他在開始比賽時間在開始地點是否準備好打球而定。 

例如，球員開始比賽的時間是上午9點整，且他於上午8點57分在開始地點準備好

打球了。此時該球員意識到他有某些東西留在衣物櫃內，於是離開該開始地點回

去拿。如該球員在上午9點整時未返回該開始地點，該球員對於他的開始比賽時

間是遲到了，因此適用規則5.3a。 

但如球員於上午9點整在開始地點準備好打球，接著去他的衣物櫃處，該球員因

於開始比賽時間在開始地點準備好打球符合規則5.3a之要求，所以可以只受到依

規則5.6a(不合理的延誤比賽)之一般處罰。 

5.3a/5~比洞賽一組雙方都遲到時，該組比賽從第二洞開始 
比洞賽一組雙方球員在他們被排定開始比賽之時間後五分鐘內到達開始地點，且

無一人發生例外情況(例外3)。他們都受到輸洞之處罰且第一洞之結果是平手。 

例如，如開始比賽的時間是上午9點整，且球員於上午9點2分到達開始地點準備

好打球，而其對手於上午9點4分到達開始地點準備好打球，即使該球員比其對手
早到二分鐘(例外1)，他們都受到輸洞之處罰。因此第一洞是平手，且該組比賽以

都平手從第二洞開始。如他們先打第一洞再走到第二洞開球區，也無處罰。 

5.3b 何時回合結束 

球員的回合結束： 

․比洞賽，當該組的比賽結果依規則3.2a(3)或(4)決定時。 

․比桿賽，當該球員在最後一洞將球打進洞時(包含更正某一錯誤時，例如，依

規則6.1或14.7b進行)。 

見規則21.1e、21.2e、21.3e及23.3b：(在其他形式之比桿賽及在四球賽，何時回合
開始及結束)。 
 
5.4 在組別內打球                                                 

5.4a 比洞賽 

在回合中，球員及其對手在每一洞都必須在同一組別打球。 

5.4b 比桿賽 

在回合中，除非委員會在組別更動發生之前或之後批准之，否則球員必須留在

委員會編定之組別內。 

違反規則5.4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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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回合中或中止比賽期間練習                                

5.5a 在打一洞時禁止打擊練習 

在打一洞期間，球員決不可在比賽場地之內或之外，對任何球做打擊練習。 

下列不屬打擊練習： 

․無擊球意圖之揮桿練習。 

․將一球打回練習場或打回給另一位球員，如此做僅是因為禮貌。 

․在一洞結果已決定之後，球員後續為了打完該洞所為的打擊。  

規則5.5a之解釋： 

5.5a/1~以尺寸類似符合規格的球做打擊練習仍是違規 
依規則5.5a“打擊練習”不僅包含用球桿打一顆合規格的球，而且還包含打任何

其他類型尺寸與高爾夫球相似的球，例如塑膠練習球。 

以球桿打球梯或其他自然物(例如石塊或松果)並非打擊練習。 

5.5b  二洞之間打擊練習之相關限制 

在二洞之間，球員決不可做打擊練習。 

例外─球員被允許練習推球或切球的地方：球員可以在下列地方之上或其附近練

習推球或短切球： 

․剛打完的洞之果嶺，及任何練習果嶺(見規則13.1e)，及 

․下一洞開球區。 
但這樣的打擊練習決不可從沙坑做出，也決不可不合理地延誤比賽(見規則5.6a)。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I款第I-2項：(委員會可以採用一條當地規

則，禁止在剛打完的洞之果嶺上或其附近練習推球或切球)。 

規則5.5b之解釋： 

5.5b/1~何時允許在二洞之間練習 
當在二洞比賽之間時，允許球員推球及切球練習。這是當球員完成前一洞之比賽

時，或在涉及搭檔的形式，當該方完成前一洞之比賽時。 

何時球員是在二洞比賽之間的例子： 

比洞賽： 

單打賽 
當該球員已將球打進洞時，或他的下一打擊被讓與，或該洞

結果已決定。 

四人二球賽 
當該方已將球打進洞時，或它的下一打擊被讓與，或該洞結

果已決定。 

四球賽 
當該方二位搭檔都將球打進洞時，或它們的下一打擊被讓

與，或該洞結果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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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桿賽： 

個人賽 當該球員已將球打進洞時。 

四人二球賽 當該方已將球打進洞時。 

四球賽 
搭檔都已將球打進洞時，或搭檔之一將球打進洞且另一搭檔
不能使該方桿數變得更好。 

史特伯弗賽，

標 準 桿 / 柏 忌

賽，桿數最大

限度賽 

當該球員已將球打進洞時，或在分數是零分時棄權、輸該洞，

或達到桿數最大限度時。 

5.5c  比賽暫停或其他情況的中止期間之練習 

比賽依規則5.7a暫停或其他情況的中止期間，球員決不可做打擊練習，以下為例

外： 

․依據規則5.5b所允許的， 

․在比賽場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及 

․在比賽場地上委員會允許的任何地方。 

如比洞賽一組之比賽經該組球員同意而中止，且不會在同一天恢復比賽，則該組

球員可以在該組比賽恢復之前，不受限制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 

規則5.5c之解釋： 

5.5c/1~當比桿賽回合恢復比賽時，額外的練習許可不再適用 
在比桿賽，當比賽暫停後由委員會恢復比賽時，所有在暫停之前已開始他們的

回合之球員已恢復他們的回合，因此除了規則5.5b(二洞之間打擊練習之相關限制 

)的允許之外，不再允許這些球員練習。 

例如，如委員會暫停當天的比賽且將在第二天上午八時整恢復比賽，組別編在特

定洞開球區第三組的球員，於上午八時整恢復比賽後即不允許他繼續在指定的練

習區練習。 

即使在該球員組別的球員無法立即做他們的下一打擊，該球員的回合已恢復了。

這時唯一許可的練習是在上一完成的洞之果嶺上或其附近、練習果嶺或要打的下

一洞開球區附近，練習推球或切球。 

違反規則5.5之處罰：一般處罰。 
如違規發生在二洞之間，則本處罰施加於下一洞。 
 
5.6 不合理的延誤比賽；迅速的打球速度                           

5.6a 不合理的延誤比賽 

不論是在打一洞期間或在二洞之間，球員決不可不合理地延誤比賽。 

由於某些原因，球員可以被允許短暫的延滯，例如： 

․該球員請求裁判或委員會之協助時， 

․該球員突然受傷或生病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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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正當理由時。 

違反規則5.6a之處罰： 
․第一次違規：罰一桿。 

․第二次違規：一般處罰。 

․第三次違規：取消比賽資格。 

如該球員在二洞之間不合理地延誤比賽，此處罰施加於下一洞。 

規則5.6a之解釋： 

5.6a/1~延誤比賽被認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之例子 
在規則5.6a文意中不合理延誤比賽是由球員所能掌控的行為所致，且影響其他球

員或延誤該競賽之進度。發生在回合中或球員所能掌控之外的正常事件所引起的

短暫延誤，通常被視為是“合理的”。 

確定哪些行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取決於所有情況細節而定，包括該球員是否在

等待組別中或前組的其他球員。 

可能被視為合理的行為之例子： 

․在會館或賣店短暫停留以獲取食物或飲料。 

․當比賽由委員會一般暫停時(規則5.7b(2))，花時間與同組其他球員商量是否繼

續打完該洞。 

如造成超過短暫的延誤可能被視為不合理的行為之例子： 

․從該洞果嶺回該洞開球區拿弄丟的球桿。 

․過了允許找球的三分鐘時限後仍繼續找遺失球好幾分鐘。 

․如委員會不允許在會館或賣店停留以獲取食物或飲料，卻超過短暫停留幾分

鐘。 

5.6a/2~突然生病或受傷的球員通常允許他15分鐘待恢復 
如球員突然生病或受傷(諸如因中暑衰竭、被蜜蜂螫到、或被高爾夫球打到)，通

常委員會應允許該球員在他未能繼續比賽會是不合理的延誤比賽之前，最多15

分鐘之等待恢復時間。 

通常委員會也應將相同的時限應用於球員在回合中重複接受治療以減輕傷害時

所使用的總時間。 

5.6b  迅速的打球速度 

高爾夫的一回合意思是要以迅速的步調打球。 

每位球員都應認知自己的打球速度可能會對其他球員打一回合造成多長時間的

影響，這包含了球員自己的組別及那些隨後的組別。 

鼓勵球員讓打得更快的組別超越他們。 

(1) 打球速度之建議。球員應以迅速的步調打完該回合，包含下列所用的時間： 

․準備及做各次打擊， 

․在二次打擊之間從一處走到另一處，及 

․打完一洞後，走到下一洞開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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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應提前準備下一次打擊，並在輪到他時可以立即做打擊。 

當輪到球員打球時： 

  ․球員在不受干擾或分心下能夠(應該可以)打球時，建議做打擊的時間不超過

40秒，及 

․通常球員應能比這更快地打球，並鼓勵這樣做。 

(2) 不按順序打球有助於打球速度。根據比賽形式的不同，有時球員可以不按順

序打球以加快打球速度。 

  ․在比洞賽，同組球員可以同意他們之一不按順序打球以節省時間(見規則6.4a

之例外)。 

  ․在比桿賽，同組球員可以用安全且負責的方式，按“Ready Golf”打球(見規

則6.4b(2))。 

(3) 委員會打球速度之政策。為鼓勵及加強迅速打球，委員會應採用當地規則制

定打球速度政策。 

  本政策可以為完成一回合、一洞、一系列的洞數及一打擊，設定最大允許時間，

且可以對不遵循此政策者規定處罰。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G款：(關於打球速度政策的內容之建議)。_ 
 
5.7 中止比賽；恢復比賽                                         

5.7a  球員們何時可以或必須中止比賽 

在回合中球員決不可中止比賽，但下列情況除外： 

․委員會暫停比賽。如委員會暫停比賽，所有球員必須中止比賽(見規則5.7b)。 

․在比洞賽經雙方協議中止比賽。該組的球員可以因任何理由同意中止比賽，除

非這樣做會延誤該競賽之賽程安排。如他們同意中止比賽，之後其中一位球員

想恢復比賽，則該協議即告終止，另一球員必須恢復比賽。 

․個別球員因閃電而中止比賽。如球員合理相信有閃電的危險，他可以中止比

賽，但必須儘快向委員會報告。 

離開比賽場地的行為本身並非中止比賽。球員延誤比賽含蓋於規則5.6a，而非本

條規則。 

如球員中止比賽之原因非為本條規則所允許，或須要向委員會報告卻未這樣做，

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規則5.7a之解釋： 

5.7a/1~何時球員已中止比賽 
在規則5.7a文意中之中止比賽可以是球員刻意採取的行動，或延誤時間足以構成

中止。暫時性的延誤是否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是含蓋在規則5.6a(不合理的延誤比

賽)。 

委員會因球員中止比賽而可能依規則5.7a取消其比賽資格的例子，包括在下列情

況： 

․該球員沮喪地離開比賽場地，無意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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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前九洞後該球員停留在會館，在委員會不允許看電視或吃午飯時，拖延時

間這樣做。 

․該球員為了躲雨在蔽護場所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5.7b 委員會暫停比賽時球員必須做的事 

委員會暫停比賽有二種類型，當球員必須中止比賽時，各有其不同的要求：。 

(1) 立即暫停比賽(例如，有立即之危險時)。如委員會宣佈立即暫停比賽，則所

有的球員必須馬上中止比賽，且在委員會恢復比賽之前決不可再做任何打擊。 

  委員會應使用明確的方式，通知球員關於立即暫停比賽之訊息。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J款J-1項：(建議委員會向球員們表明立即

暫停與一般暫停的方式)。 

規則5.7b(1)之解釋： 

5.7b(1)/1~球員未能中止比賽是正當的情況 
依規則5.7b(1)如委員會宣佈立即暫停比賽，所有球員必須馬上中止比賽。這種暫

停之目的是希望當存在可能危險的情況時，例如有閃電，比賽場地能儘快淨空。 

但宣佈暫停時可能存在混淆或不確定性，且可能存在解釋或證明球員為什麼不馬

上中止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規則5.7b之例外允許委員會決定這是不違反該規

則。 

如球員在比賽已暫停後做打擊，委員會必須考慮所有相關事實，以確定該球員是

否應被取消比賽資格。 

委員會可能決定暫停比賽後繼續打球是正當的例子，包括： 

․是在比賽場地的偏遠部分，沒聽到暫停比賽的訊號，或將該訊號混為其他訊

號，例如車子的喇叭聲。 

․拿著球桿在球後已採取站位，或為打擊已開始上桿且毫不猶豫地完成該打擊。 

委員會可能決定在暫停比賽後繼續打球並非正當之例子是，當球員聽到暫停比賽

的訊號，但想要在中止前快速做完打擊時，例如以短推球完成一洞或利用有利的

風。 

(2) 一般暫停比賽(例如，天色昏暗或比賽場地不能進行比賽)。如委員會因一般

原因暫停比賽，接下來要做的事，取決於各組別的位置而定： 

  ․在二洞之間：如一組所有球員都在二洞之間，則他們必須中止比賽，且在委

員會恢復比賽之前，決不可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之比賽。 

  ․在打一洞期間：如一組中任一球員已開始一洞之比賽，則該組球員可以選擇

馬上中止比賽，或完成該洞之比賽。 

    »該組球員可以利用短暫的時間(通常不應超過二分鐘)，決定是否中止比賽

或打完該洞。 

    »如該組球員繼續打該洞，則他們可以打完該洞，或在完成該洞比賽之前

中止比賽。

    »一旦該組球員完成該洞之比賽，或在完成之前中止比賽，則在委員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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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5.7c恢復比賽之前，他們決不可再做任何打擊。

    如該組球員對要做的事不能達成協議： 

    »比洞賽。如球員的對手中止比賽，則該球員也必須中止比賽，且在委員
會恢復比賽之前，雙方球員決不可再打球。如該球員不中止比賽，則該

球員遭受一般處罰(輸洞)。

    »比桿賽。不論該組的其他球員決定為何，該組中的任何一位球員都可以

選擇中止比賽或繼續打該洞，但只在該球員的記分員留下來登記該球員

的桿數時，該球員才可以繼續打該洞。

違反規則5.7b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例外─如委員會判定球員未中止比賽有正當理由，免罰：當委員會暫停比賽，球

員未中止比賽，如委員會判定該情況為正當時，則該球員未違反本條規則，免罰。 

見委員會程序，第8條；當地規則範本8J款J-1項：(建議委員會向球員們表明立即

暫停與一般暫停的方式)。 

規則5.7b之一般解釋： 

5.7b/1~在比賽已暫停後拋球並非未中止比賽 
在規則5.7b文意中之中止比賽意指不再做進一步的打擊，因此暫停比賽後，如球

員依規則進行例如拋下一球、決定完全脫困之最近點或繼續尋找球，並無處罰。 

但如委員會已發出立即暫停之訊號，鑑於規則5.7b(1)之目的，建議所有球員立即

避難不要採取進一步行動。 

5.7c  當恢復比賽時球員們必須如何進行 

(1) 在何處恢復比賽。球員必須從他在某洞中止比賽的地點恢復比賽，或如是在

二洞之間，則在下一洞之開球區恢復比賽，即使恢復比賽是在之後的另一天也

一樣。 

(2) 恢復比賽時。恢復比賽的球員必須在上項(1)規定之地點，並依下述規定準備

打球： 

  ․在委員會設定的恢復比賽時間，及 

  ․該球員必須在該時間(而不是之前)恢復比賽。 

  如恢復比賽之執行由於任何原因而延遲(例如，當前組球員需要先打球並離開落

球區)，若遲到之球員在其組別能夠恢復比賽時到現場並隨時可以打球，則並

不違反本條規則。 

違反規則5.7c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因未準時恢復比賽取消比賽資格之例外：規則5.3a的例外1、2及3，及規則5.7b之

例外均適用於此情況。 

規則5.7c之一般解釋： 

5.7c/1~當委員會斷定無閃電之危險時，球員們必須恢復比賽 
球員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委員會不應冒險讓球員暴露在危險中。規則5.7a(球員

何時可以或必須中止比賽)允許如球員合理相信有閃電的危險，他可以中止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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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如該球員的看法是合理的，那麼該球員是最終的判斷者。 

但如在委員會用盡各種合理的方式查明閃電之危險已不復存在後，並下指令恢復

比賽，則所有的球員必須恢復比賽。假如球員因他認為仍有危險存在而拒絕恢復

比賽，委員會可以斷定該球員的看法是不合理的，且他可能依規則5.7c被取消比

賽資格。 

5.7d  當比賽中止時之撿球；當比賽恢復時球之置回及替代 

(1) 當中止比賽時或恢復比賽之前撿球。當依本條規則中止一洞之比賽時，該球

員可以標示他的球之球位，並撿起該球(見規則14.1)。 

  在比賽恢復之前或恢復時： 

  ․當比賽中止時，球員的球被撿起。該球員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原球之原

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當比賽中止時，球員的球未被撿起。該球員可以依原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
打球，或可以標示原球之球位，並撿起它(見規則14.1)，然後將原球或另一

球置回原球之原點上(見規則14.2)。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 

  ․如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因撿起該球而被改變，則該球員必須將該球或另

一球依規則14.2d進行置回。 

  ․如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在該球撿起之後至一球被置回之前的這段期間被

改變，則規則14.2d並不適用： 

    »原球或另一球必須被置回原球之原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

則14.2)。

    »如球位所處之狀態或其他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在這段期間被惡化

了，則適用規則8.1d。 

規則5.7d(1)之解釋： 

5.7d(1)/1~在暫停比賽期間，球員是否必須接受在沙坑內改善或惡化的球
位所處之狀態 

當在恢復比賽置回一球時，並不適用規則14.2d(當球的原球位所處之狀態被改變

時，球要置回何處)，且不要求該球員重建原球位所處之狀態。 

例如，當比賽暫停時球員的球是嵌埋在沙坑內，在暫停比賽期間該沙坑被維護人

員整理了，且現在沙面是平整的。該球員必須在該球被撿起的估計位置上置放一

球來恢復比賽，即使這會是在沙的表面上而非嵌埋在沙中。 

但如維護人員尚未整理該沙坑，球員不一定有權享有他在中止比賽前已有的對打
擊有影響之條件。如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因自然力(例如風或水)而惡化，則該

球員決不可改善那些惡化的條件(規則8.1d)。 

5.7d(1)/2~在恢復比賽時置回球之前移除鬆散自然物 
在置回一球之前，如原球原先在靜止狀態時移除鬆散自然物可能造成該球移動
(規則15例外1)，則決不可移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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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恢復比賽時，如現存之鬆散自然物當球被撿起時並不存在，則在置回該球 

之前可以移除該鬆散自然物。 

(2) 在比賽中止期間，球或球標被移動，要如何處理。如球員的球或球標在比賽

恢復前，以任何方式被移動(包括自然力)，該球員必須依下列任一方式進行： 

  ․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原球之原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 (見規則

14.2)，或 

  ․置一球標以標示原球之原點，然後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該位置上(見規則

14.1及14.2)。 

  在比賽中止期間，如球員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惡化了，見規則8.1d。 

違反規則5.7d而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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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打一洞 

  6    

規則之目的： 

規則6含蓋如何打一洞：例如，開始一洞開球的特定規則、除非被允許替代，否

則打一個洞的整個期間都要用同一球之要求、打球順序(在比洞賽比在比桿賽更重

要)及完成一洞之比賽。 
 
6.1 打一洞之開始                                               

6.1a 何時一洞開始 

當球員做一打擊以開始打該洞時，則該球員在該洞之比賽即為開始。 

即使該打擊是從開球區之外所做(見規則6.1b)，或該打擊依某規則被取消，但該

洞之比賽已開始。 

6.1b 球必須從開球區內打出 

球員必須依規則6.2b從開球區內(譯註：球在開球區內)的任何地方打一球，以開

始各洞之比賽。 

如球員開始打一洞，是從開球區外(譯註：球在開球區外)打一球 (包括從同一洞

或不同的洞所配置之不同開球台，而對該球員是不對的開球區標誌)： 

(1) 比洞賽。並無處罰，但其對手可以取消該次打擊： 

  ․這必須在同組之任一球員做出另一打擊前及時提出。當其對手取消該次打
擊後，就不能撤回取消該次打擊之主張。 

  ․如其對手取消該次打擊，該球員必須從開球區內重打一球，且仍輪由他打。 

  ․如其對手未取消該次打擊，則該次打擊計入桿數，且該球在比賽狀態，必

須依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規則6.1b(1)之解釋： 

6.1b(1)/1~在比洞賽球從開球區之外打出而對手未取消該打擊 
在比洞賽，開始打一洞時如從開球區之外做的打擊未被取消，規則6.1b(1)規定該

球員依該球之所在打球，但可能並不總是允許該球員依該球之所在打球。 

例如，球員開始打一洞時從開球區(同一洞的其他開球台)之外開球將球打到界
外，而其對手未取消該打擊。 

因該球員的打擊未被取消且該球是在界外，他必須採取桿數與距離之脫困從上

一打擊處打一球，不過，因該打擊不是從該開球區內打的，採取脫困的球必須

是被拋下而不是被架起(見規則14.6b~上一打擊是從一般區域、處罰區或沙坑做

出)。 

(2) 比桿賽。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罰二桿)，且必須從開球區內重打一球以更正

此錯誤： 

  ․從開球區外打出的球不是在比賽狀態。 

  ․在此錯誤更正前之該次打擊及任何更多的打擊(包括僅因打該球之打擊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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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罰桿數)，均不予計入桿數。 

  ․在做一打擊以開始另一洞比賽之前，或如是該回合最後一洞在繳回其記分
卡之前，如該球員未先更正此錯誤，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規則6.1之一般解釋： 
6.1/1~當一或二個開球區標誌遺失時，要如何處理 
如球員發現一或二個開球區標誌遺失了，該球員應尋求委員會的協助。 

但如在合理時間內無法獲得協助，該球員應以他合理的判斷去估計該開球區之位

置。 

要認清這種估計必須迅速做出且不太可能是精確的，該球員合理的判斷所估計該

開球區之位置，即使稍後證明是錯誤的(規則1.3b(2))，也會被接受。 

6.2 從開球區打球                                               

6.2a  何時適用開球區規則 

規則6.2b的開球區規則，適用於球員被要求或允許從開球區內打一球時，包含下

列各情況： 

․當球員在該洞開始打球時(見規則6.1)， 

․當球員依某規則要從開球區重打時(見規則14.6)，或 

․當球員的球經打擊或在採取脫困後，進入比賽狀態的球靜止在開球區內時。 

本條規則僅適用於該球員正要打的那一洞所必須開始打球的開球區，而不是在比
賽場地上的任何其他開球台(不論是在同一洞或不同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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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b  開球區規則 

(1) 球在開球區內時。 

  ․球在開球區內係指球之任何部分觸及開球區的任一部分或在開球區的任何

一部分之上。 

  ․球員對開球區內的球做打擊時，可以站在開球區之外。 

(2) 球可以被架起或從地面擊打。球必須從下列所述之處擊打： 

  ․插入地面或放在地面上的球梯，或 

  ․地面本身。 

  為了本條規則之目的，“地面”包含將沙或其他自然物鋪在地上以放置球梯或

球之處。 

  球員決不可對使用不符合規定之球梯，或本條規則不允許的方式所架起的球做

打擊。 

  違反規則6.2b(2)之處罰： 
  ․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導致的第一次違規：一般處罰。 

  ․與第一次違規無關的第二次違規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3) 開球區內的某些條件可以被改善。在做打擊之前，該球員可以在開球區內採

取下列行動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見規則8.1b(8))： 

  ․改變開球區內的地表面(例如以球桿或腳使地面凹陷)， 

  ․移走、彎曲或弄斷開球區地面內附著的或生長的草、雜草或其他自然物， 

  ․移除或壓下開球區內的沙子或泥土，及 

  ․移除開球區內之露水、霜或水。 

  但如該球員採取任何其他行動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因違反規則

8.1a，他要遭受一般處罰。 

(4) 在開球區打球時，移開開球區標誌之限制。 

  ․開球區標誌由委員會設定其位置以界定各開球區之範圍，它們應保持在同

一位置上以供所有要從該開球區打球的球員使用。 

  ․如球員從該開球區打球之前，以移開任何一個這樣的開球區標誌改善對打
擊有影響之條件，因違反規則8.1a要遭受一般處罰。 

  在其他所有的情況下，該開球區標誌被視為一般的可移動之人造物，因此依

規則15.2所允許它們可以被移開。 

規則6.2b(4)之解釋： 

6.2b(4)/1~被球員移動的開球區標誌應放回 
當從開球區打球時，在做打擊之前球員決不可移開在該開球區內的開球區標

誌，以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規則6.2b(4))。 

但如球員因下列所述移開開球區標誌，則不受罰： 

․被它絆倒， 

․憤怒之下擊打它(雖然委員會可以認為這是嚴重脫序行為)，或 

․無緣無故地拿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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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移開開球區標誌會對競賽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它們不應被移開，如它們被移開

了應將它們放回去。 

但如球員因他認為開球區標誌應在不同的位置上而移開它，或蓄意破壞該開球區

標誌，委員會可以因該球員的嚴重脫序行為違背本運動之精神，而選擇取消他的

比賽資格(規則1.2a)。 

(5) 球在做出打擊之前不是在比賽狀態。當開始打一洞或依某規則從開球區重打

時，不論要打的球是被架起或在地面上： 

  ․在該球員對該球做出打擊之前，它不是在比賽狀態，且 

  ․在該打擊做出之前，該球可以免罰撿起或移動。 

  如架起的球從球梯上落下，或被其球員在做打擊前碰落，它可以在該開球區
內的任何地方重新架起，免罰。 

  如該球員在該球落下時或已落下後對它做了打擊，並無處罰，但該次打擊計入

桿數，且該球是在比賽狀態。 

(6) 在比賽狀態的球位於開球區內時。如球員的球經打擊(例如，失誤的打擊沒

打到架起的球)或在採取脫困後，該進入比賽狀態的球靜止在開球區內時，該

球員可以：  

  ․免罰撿起或移動該球(見規則9.4b之例外1)，且 

  ․依前述(2)之規定，從該開球區內任何地方的球梯上或地面上，打該球或另

一球，包括從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該球。 

違反規則6.2b(6)而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規則6.2b(6)之解釋： 
6.2b(6)/1~靜止在開球區內的球不必然要依其所在擊打 
每當球員的球在開球區內時，該球員可以免罰將該球移到該開球區內的另一位

置，且可以架在球梯上打。 

例如，球員從該開球區內做出他的首次打擊勉強碰到該球，而該球靜止在該開
球區內的地面上或還在球梯上。 

因該球是在該開球區內，該球員可以依該球之所在打它，或雖然該球是在比賽
狀態，可以將該球移到該開球區內的其他位置上，然後從那打球免罰。該球員也

可以將該球架在球梯上，或調整架起該球的球梯之高度。 

6.3 打一洞所使用的球                                           
目的：打一洞，是從該洞開球區至該洞果嶺並將球打進球洞為止，所做之各打擊

之過程。開球後，通常要求該球員在完成該洞比賽之前要打同一顆球。球員對錯

誤球，或規則所不允許替代時替代的球做了打擊，則要遭受處罰。 

6.3a  以開球區打出的同一球完成該洞 

當從一洞之開球區開始時，球員可以打任一符合規定的球，且在二洞之間可以更

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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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必須以從開球區打出的同一球完成該洞。下列情況為例外： 

․該球遺失或靜止在界外，或 

․該球員以另一球替代(不論這樣做是否被允許)。 

球員應在要打的球上標明辨識記號(見規則7.2)。 

規則6.3a之解釋： 

6.3a/1~當球在未知的地方互換了，如何處理 
在將球打進洞後，如二位球員發現他們是互相以對方的球完成一洞，但無法確定

是在打該洞期間互換的，則並無處罰。 

例如，打完一洞後，被發現球員A用球員B的球完成該洞，而球員B則用球員A的

球完成該洞。二位球員都確定他們是以從該洞開球區開出的球完成該洞。 

在這種情況下，因允許球員在各洞開始時用任何符合規定的球(規則6.3a)，則除非

有反證，否則應決定在該洞開始打之前互換了球。 

6.3b  打一洞期間以另一球替代 

(1) 何時允許或不允許球員以另一球替代。某些規則允許球員更換他現在正用於

打一洞中的球，而以另一球替代之並成為比賽狀態的球。但其他的規則則不

允許： 

  ․根據某一規則採取脫困時，包含拋下或置放一球時(例如：當球沒留在脫困
區內時，或在該洞果嶺上採取脫困時)，該球員可以用原球或另一球(規則

14.3a)， 

  ․當從上一打擊處重打時，該球員可以用原球或另一球(規則14.6)，及 
  ․當將一球置回一位置時，不允許該球員以另一球替代，且必須使用原球，但

在某些情況下為例外(規則14.2a)。 
(2) 替代之球成為在比賽狀態之球。當球員以另一球替代而成為比賽狀態中的球

時(見規則14.4)： 
․原球不再是在比賽狀態，即使它是靜止在比賽場地之內。 

․即使該球員有下列情形，上項規定也適用： 

    »在規則不允許的情況下，以另一球替代原球(不論該球員是否了解自己是

在以另一球替代)，或

    »將替代的球置回、拋下或置放(a)在錯誤的地方，(b)以錯誤的方式，或(c)

使用不適用的程序。

․在擊打該替代的球之前，如何更正任一錯誤見規則14.5。 

  如該球員未找到自己的原球，他採取桿數與距離之罰桿脫困(見規則17.1d、

18.1、18.2b及19.2a)，或當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所發生的情況，依適用之

規則進行時(見規則6.3c、9.6、11.2c、15.2b、16.1e及17.1c) ，以另一球成為比
賽狀態的球，則： 

  ․該球員必須繼續打該替代的球，且 

  ․即使該原球在三分鐘尋找期間內在比賽場地上被找到，該球員也決不可打它

(見規則18.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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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不正確替代的球做出打擊。如球員對不正確的替代球做了打擊： 

  ․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在比桿賽，該球員接著必須以該不正確的替代球完成該洞之比賽。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6.3c  錯誤球 

(1) 對錯誤球做打擊。球員決不可對錯誤球做打擊。 

  例外─在水中正在移動的球：如球員對處罰區內或臨時積水內的水中正在移
動的錯誤球做打擊，並無處罰：  

  ․該次打擊不計入桿數，且 

  ․該球員必須更正此錯誤，依規則從該正確的球之原點打它，或依規則採取脫

困。 

  打錯誤球而違反規則6.3c(1)之處罰：一般處罰。 

  在比洞賽： 

  ․如球員及其對手在一洞之比賽中互相打了對方的球，首先對錯誤球做打擊
的球員遭受一般處罰(輸洞)。 

  ․如不知道是誰先打了錯誤球，並無處罰，且雙方必須以互換的球完成該洞之

比賽。 

  在比桿賽，該球員必須更正此錯誤，從原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原球繼續比

賽，或依規則採取脫困：  

  ․球員對錯誤球所為之打擊，及在此錯誤更正前的任何桿數(包含打擊桿數及

僅因打該球所招致之罰桿數)，均不予計入桿數。 

  ․如該球員在做一打擊而開始打另一洞之前，或如是該回合最後一洞，在繳回

自己的記分卡之前，未先更正此錯誤，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規則6.3c(1)之解釋： 
6.3c(1)/1~“僅因打該球之罰桿數”之含義 
當對特定球所做的打擊桿數不計入該球員的桿數時，除非該球員受到的處罰也適

用於他在比賽狀態的球，否則該球員打該球時受到的任何罰桿不予計算。 

因處罰不能也適用於該比賽狀態的球而被忽略之例子，包括： 

․蓄意碰觸該球或造成它移動(規則9.4)。 

․在採取站位期間，球員的桿弟站在該球員後面(規則10.2b(4))。 

․為了打擊上桿時碰觸沙子(規則12.2b(2))。 

因處罰也適用於該比賽狀態的球而不被忽略之例子，包括： 

․在一洞中做打擊練習(規則5.5a)。 

․打了錯誤球(規則6.3c(1))。 

․請求或給與建言(規則10.2a)。 

(2) 球員的球被另一球員誤打(錯誤球)時，如何處理。如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

球員的球被另一球員誤打(錯誤球)，該球員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原球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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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 14.2)。 

  不論原球是否已找到，這項規定都適用。  

6.3d  何時允許球員在當下可以打一顆以上的球 

在打一洞中，球員可以在下列情況下同時打一顆以上的球： 

․打暫定球(依規則18.3c它可能成為比賽球或被放棄)，或 

․在比桿賽中為了改正從錯誤的地方打球可能導致的嚴重違規(見規則14.7b)，

或對要使用的正確程序不確定時(見規則20.1c(3))。 
 
6.4  在打一洞時之打球順序                                        
規則之目的： 

規則6.4含蓋打一洞時整個過程之打球順序。開球區的打球順序取決於誰有優先開

球權，至於開球後則由球離該球洞最遠的人先打。 

․在比洞賽，打球順序是基本原則，所以如球員不按順序打球，其對手可以取

消該次打擊，該球員要重打。 

․在比桿賽，不按順序打球並無處罰，且球員被允許及鼓勵以“Ready Golf”打

球~亦即，以兼顧安全及負責的方式不按順序打球。 

6.4a  比洞賽 

(1) 打球順序。球員及其對手必須按下列順序打球： 

  ․第一洞開始時。在要打的第一洞，優先開球權依委員會制定之編組表順序

決定；若無編組表，則以協議或隨機的方法(例如：擲硬幣)決定。 

  ․在其他所有的洞開始時。 

    »贏一洞的球員在下一洞開球區有優先開球權， 

    »  如該洞平手時，在上一洞開球區有優先開球權的球員先開球， 

    »如球員要求即時的裁決(見規則20.1b)，但委員會尚未做出可能會影響開

球順序之裁決時，則以協議或隨機之方法決定優先開球權。 

  ․二位球員開始打一洞之後。 

    »球離該球洞較遠的人先打。 

    »如二顆球離該球洞等距，或與該球洞之距離不能確定誰的球較遠時，則

以協議或隨機之方法決定由誰先打。 

(2) 對手可以取消球員不按順序之打擊。如球員在輪到其對手打球時卻先打，並

無處罰，但該對手可以取消該次打擊： 

  ․這必須在同組之任一球員做出另一打擊前及時提出。當其對手取消該次打
擊後，就不能撤回取消該次打擊之主張。 

  ․如該對手取消該次打擊，當輪到該球員打球時，他必須從該次被取消之打
擊處打一球(見規則14.6)。 

  ․如該對手並未取消該次打擊，則該次打擊計入桿數，該球是在比賽狀態且

必須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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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為了節省時間協議不按順序打球：為了節省時間： 

  ․球員可以請其對手不按順序打球，或同意其對手不按順序打球之請求。 

  ․如該對手接著不按順序做了該次打擊，則該球員就已放棄取消該次打擊之

權利。 

  見規則23.6：(在四球賽之打球順序)。 

6.4b  比桿賽 

(1) 正常的打球順序。 

  ․第一洞開始時。在要打的第一洞，優先開球權依委員會制定之編組表順序

決定；若無編組表，則以協議或隨機的方法(例如，擲硬幣)決定。 

  ․在其他所有的洞開始時。 

    »該組球員在一洞桿數最低者在下一洞開球區有優先開球權，桿數次低的

球員次之，餘依此類推。

    »如該組有二位或更多球員在一洞的桿數相同，他們在下一洞開球區應依

上一開球區之順序開球。

»優先開球權是基於一洞之總桿，即使是在計差點之競賽也一樣。 

․該組所有球員已開始打一洞之後。 

    »球離該球洞較遠的人先打。

    »如有二顆或更多顆球離該球洞等距，或與該球洞之距離不能確定誰的球

較遠時，則以協議或隨機之方法決定由誰先打。 

  球員不按順序打球並無處罰，除非該組有二位或更多位球員約定不按順序打球

以圖利其中一位球員，則他們每位球員都要遭受一般處罰(罰二桿)。 

(2) 以安全及負責的方式不按順序打球(Ready Golf)。球員被允許及鼓勵以安全及

負責的方式不按順序打球，例如，在下列情形下：

  ․二位或更多位球員約定為了方便或節省時間而這樣做， 

  ․球員的球靜止在離該球洞非常短的距離上，該球員想要先將球打進洞，或 

  ․如單一之球員已可以立即打球，而按上述第(1)項正常打球順序之規定，輪到

打球之其他球員尚未就緒前，只要該球員在不按順序打球時，不會對其他任

何球員造成危害、干擾或分心。

  但如依上述第(1)項規定輪到打球的球員已可以立即打球並表明他想先打，則其

他球員通常應等該球員先打完。

  球員不應為了獲得超過其他球員的優勢而不按順序打球。

6.4c  球員要從開球區打暫定球或另一球時 

  球員在本情況下的打球順序是，在該組其他所有球員做完他們的第一打擊之

後，該球員才可以打暫定球或另一球。 

  如超過一位球員要從該洞開球區打暫定球或另一球時，他們打暫定球或另一

球之順序與本來的打球順序一樣。 

  不按順序打暫定球或另一球，見規則6.4a(2)及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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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6.4c之解釋： 

6.4c/1~何時暫定球從開球區不按順序打出，打擊不能取消 
如有優先開球權的球員在其對手打完暫定球後決定也打暫定球，依規則6.4a(2)

該球員不得取消該對手對該暫定球之打擊。 

例如，球員A有優先開球權先從該開球區打球，球員B(該對手)接著打球因他的

球可能在界外，乃決定打暫定球且也打了。在球員B打完暫定球後，球員A決定

他也要打暫定球。 

因球員A在球員B打完暫定球後才做出也要打暫定球之意圖，所以球員A已放棄

取消球員B對暫定球之打擊的權利，但球員A仍可以打暫定球。 

6.4d  球員要從開球區以外的地方採取脫困或打暫定球時 

依規則6.4a(1)及6.4b(1)下列二種情況下的打球順序是： 

(1) 從球原所在採取脫困後從不同的地方打球。 

  ․當球員意識到他被要求要依桿數與距離之規定採取罰桿脫困時。該球員之打

球順序取決於其所做上一打擊之地點。 

  ․當球員選擇依其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或採取脫困時。 

    »該球員之打球順序取決於其原球所在之位置(如該處不確定必須估計之)

（見規則14.2）。 

    »即使該球員已經決定依桿數與距離的規定採取脫困，或從原球之所在採

取脫困後從不同的地方打球(例如，當原球是在處罰區，或被視為無法打

時)上述規定仍適用。 

(2) 打暫定球時。打球順序是要球員在做了上一打擊後且在其他人打球之前立即

打暫定球，但下列情況為例外： 
․從開球區開始打一洞時(見規則6.4c)，或 

  ․當該球員在決定打暫定球之前在等待之時(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該球員決定

打暫定球時，他的打球順序取決於上一打擊之地點)。 
 
6.5  打完一洞                                                 
球員已完成一洞： 

․在比洞賽。當在下列任一情況下： 

»該球員將球打進該洞之球洞或其下一打擊被讓與，或

  »該洞之結果已決定(例如，當對手讓與該洞時、在該洞當對手之桿數低於該

球員可能打的桿數時，或該球員或其對手遭受一般處罰(輸洞)時)。 

․在比桿賽。在該球員依規則3.3c將球打進洞時。 

見規則21.1b(1)、21.2b(1)、21.3b(1)及23.3c：(在四球賽或其他形式的比桿賽，何

時球員一洞之比賽完成)。 

規則6.5之解釋： 

6.5/1~該洞已完成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打出另一球 

當球員已將球打進洞時該洞的比賽已完成，球員不會因又打另一球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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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由於無法找到該球員的球，他使另一球進入比賽狀態，或讓與該洞(因該洞已

完成，所以該讓與無效)。 

․在該球員尋找他的球三分鐘後，該球員找不到它而繼續打暫定球。 

․該球員以為該球是他的原球而打了錯誤球。 

如該球員不知該洞已完成並試圖用另一球來完成該洞之比賽，該球員另外又打球

不被認為是練習(規則 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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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中之球 
 

規則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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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尋找球：找到與辨認球 

  7    

規則之目的： 

規則7允許球員在打完每一打擊後，採取合理的行動正當地尋找與辨認他在比賽

狀態的球。。 

․但如該球員行動過度且改善了影響他下一打擊之條件，將予以施加處罰，所以

該球員仍必須謹慎進行。

․如為了找到或辨認該球而意外地移動它，該球員免罰，接著必須將該球置回它

的原點。

 
7.1 如何正當地尋找球                                           

7.1a  球員可以採取合理的行動找到及辨認球 

球員在每一打擊後，有責任找到他在比賽狀態的球。 

該球員可以正當地尋找該球，並透過合理的行動找到及辨認它，例如： 

․移開沙子及水，及 

․移開或彎曲草、灌木叢、樹枝及其他生長或附著的自然物，也可以弄斷這類物

體，但這種行動只能是為了找到或辨認該球所採取的其他合理行動之結果。 

如採取這種合理動作是包含在正當尋找球的行動內，而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
條件： 

․如改善係因正當尋找之行動所致，則無依規則8.1a之處罰。 

․但如改善係因超過正當尋找的合理需要之行動所致，則該球員因違反規則

8.1a，遭受一般處罰。 

在試圖找到及辨認該球時，該球員依規則15.1之允許可以移除鬆散自然物，且依

規則15.2之允許可以移除可移動之人造物。 

規則7.1a之解釋： 

7.1a/1~行動不太可能是正當尋找之部分的例子 
行動不太可能被認為是合理在正當尋找之部分，且如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
件將導致一般處罰的例子，包括： 

․採取行動掃平認為該球之所在要通行或尋找範圍的草地，超出合理必要之程

度， 

․蓄意從地面移除任何生長中的東西，或 

․當不弄斷樹枝就能走到該球之所在時，卻這樣做以便更容易接近該球。 

7.1b 在試圖找到或辨認球員的球時，如影響其球位所處之狀態的沙子被移動，如

何處理： 

․該球員必須重建在沙中原球位所處之狀態，但如該球已被沙覆蓋，可以留下

該球的一小部分可被看見。 

․如該球員未先重建原球位所處之狀態就打了該球，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 

 



77 
 

  規則 7     

 

7.2 如何辨認球                                                  
球員的靜止球可以用下列任一方式辨認： 

․該球員或有其他人看到該球員的球靜止在那裏。 

․看到在該球上其球員所做之辨識記號(見規則6.3a)。 

․在預估該球員的球會停留的區塊，找到一顆與該球員使用的球相同之品牌、型

號、號碼及狀況的球(但如有另一顆球的特徵與該球員的球一樣，也位於該相

同區塊，而無法確定哪一顆是該球員的球時，本方式不適用)。 

如球員的暫定球無法與他的原球區分，見規則18.3c(2)。 

規則7.2之解釋： 

7.2/1~辨認沒辦法取回的球 
如球員看到在樹上或某些其他處所的球但沒辦法取回該球，該球員不得假定這是

他的球，而是必須以規則7.2規定的方式之一去辨認它。 

即使該球員沒辦法取回該球，也可以如下列方式辨認球： 

․使用雙筒望遠鏡或測距儀查看能明確辨認是該球員的球之辨識標記，或 

․確定另一球員或觀眾看到該球在該球員打擊後靜止在該特定位置。 

7.3 撿球來辨認它                                              
如一球可能是該球員的球，但不能依其所在辨認它，則： 

․該球員可以撿起該球辨認它(包括旋轉它)，但 

․必須先標示該球之球位，且決不可將該球弄乾淨至超過辨認它所需之程度(在

該洞果嶺上除外)(見規則14.1)。 

如撿起的球是該球員的球或另一球員的球，必須將它置回它的原點(見規則14.2)。 

如球員在沒有合理需要辨識他的球之情況下，卻依本條規則撿起它(例外，該球員

可以依規則13.1b可以撿起在果嶺上的球)、在撿起該球之前未先標示該球的球

位，或在不被允許的情況下將該球弄乾淨，則該球員要罰一桿。 

違反規則7.3，打了不正確替代的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

或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7.4 在試圖找到或辨認球的過程中意外地移動它                     
如該球員的球在試圖找到或辨認它時，被自己、對手或其他任何人意外地移動，

並無處罰。 

如發生這種情形，該球必須置回它的原點(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

14.2)。在這樣做時： 

․如該球是在任何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場地整體性的物體、場界標示物，或

生長物或附著的自然物，之上、之下或緊靠著，必須將該球置回在這類物體之

上、之下或緊靠著的原點上(見規則14.2c)。 

․如該球是被沙所覆蓋，必須重建其原來的球位所處之狀態，並將該球置回該

球位所處之狀態中(見規則14.2d(1))。但在這樣做時，該球員可以留下該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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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部分可被看見。 

亦見規則15.1a（在將球置回之前蓄意移除某些鬆散自然物之限制）。 

違反規則7.4之處罰：一般處罰。 

規則7.4之解釋： 
7.4/1~估計原點以置回在尋找時移動的球 
當球員的球在尋找過程中被意外移動，且它必須被置回之原點必須被估計時，該

球員應考量有關該球在移動之前的位置之所有合理可用的證據。 

例如，當估計該球之原點時，該球員應考量下列所述： 

․該球是如何找到的(比如，是否被踩到、被踢到或被以探查的球桿或手移動了) 

․它是否可看見，或 

․它相對於地面及任何生長物的位置，諸如是否緊靠著草或在草下，及在它所在

的草下有多深。 

在置回該球時，因鬆散自然物不包含在球位所處之狀態內，所以該球員不須要

將已被移開的鬆散自然物(比如樹葉)放回去。且在許多情況下，如要求將鬆散自
然物放回去，幾乎不可能重建該原始情況。 

例如，在處罰區內尋找被樹葉覆蓋的球時，該球員踢到該球並移開靠近該球的樹

葉，雖然該球必須置回其原點或估計點，但即使該球原來確實是在一些樹葉下面

的情況下，這些樹葉也不需要放回原來的位置。 

7.4/2~在尋找期間球員試圖移出在樹上的球或踩到在高草叢中的球 

如球員在試圖找到或辨認球時意外移動它，適用規則7.4，且該球必須置回在估

計點上免罰。 

本條規則也適用於當球員試圖找到球，並採取可能揭露該球位置而移動該球之合

理動作時。 

這些合理行動之例子，包括當該球員： 

․相信他的球已靜止在樹上並搖動該樹，以期能移出並找到該球，或 

․走過長草，同時用他的腳來回掃過長草，希望踩到或移動該球來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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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依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 

  8      
規則之目的： 

規則8含蓋高爾夫運動主要的原則：“依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 

。當球員的球靜止後，通常他須要接受那些對打擊有影響的各種條件，且在打該

球之前不去改善它們。然而，即使它們改善了那些條件，球員仍可以採取某些合

理的行動，甚至有一些受到限制的情況是在打擊條件被改善或惡化後，允許恢復

它們而免罰。 
 
8.1 球員之行動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為了秉持“依所碰見的比賽場地現狀打球”的原則， 因此本條規則對球員改善
其下一打擊所須受到保護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比賽場地之內或之外的

任何地方)時，被允許之作為有其限制： 

․球員的靜止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 

․球員的預定站位範圍， 

․球員的預定揮桿範圍， 

․球員的擊球線，及 

․球員要拋下或置放一球的脫困區。 

本條規則適用於回合中及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所採取的行動。 

它不適用於： 

․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之移除，但被允許移除的程度見規則15，或 

․球員的球在運動中時所採取的行動，它含蓋於規則11。 

8.1a 不被允許的行動 

除了規則8.1b、c及d所允許的限定方式之外，下列之任一行動如會改善對打擊有
影響之條件，球員決不可採取： 

(1) 移開、彎曲或弄斷任何下列物件： 

․生長或附著之自然物，  

․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場地整體性的物體或場界標示物，或 

․當從該開球區打一球時，該開球區的開球區標誌。 

(2) 將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移到對自己有利的位置(例如：建構站位或

改善擊球線)。 

(3) 改變地表面，包含下列方式：  

․將草皮斷片放回草皮斷片凹洞內，  

   ․將已放回草皮斷片凹洞之草皮斷片，或其他已鋪好之草皮塊移除或壓下，

或 

․製造或消除坑洞、凹痕或不平坦的表面。 

(4) 移除或壓下沙子或鬆土。 

(5) 移除露水、霜或水。 

違反規則8.1a之處罰：一般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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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8.1a之解釋： 

8.1a/1~可能產生潛在優勢的行動之例子 
可能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之例子(亦即可能會給球員帶來潛在的優

勢)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在做可能受撞擊痕或草皮坑洞之影響的打擊（例如，推球或低滾切球）之

前，在一般區域修復該撞擊痕，或在他的球前方擊球線上數碼處將一草皮斷

片放回該草皮凹洞內。 

․球員的球在果嶺邊的沙坑內，而該球員在打算打短擊越過他球的前方擊球線上

的腳印之前，整平該區塊(見規則12.2b(2)~何時碰觸沙子不會造成處罰)。 

8.1a/2~不可能產生潛在優勢的行動之例子 
不可能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之例子(亦即不可能會給球員帶來潛在

的優勢)包括下列情況： 

․從一般區域打 150 碼攻向該洞果嶺的打擊之前，球員把他的球前方擊球線上

數碼處的小撞擊痕修復、整平沙坑內的腳印或將一塊草皮斷片填補草皮坑洞。 

․球員的球在一個長而淺的球道沙坑中間，而該球員在打長擊球越過他的球前方

擊球線上的腳印之前，整平該區塊(見規則12.2b(2)~何時碰觸沙子不會造成處

罰)。 

8.1a/3~改善預定打擊條件的球員即使事後做不同的打擊也是違規 
如球員預定以某種方式打球並改善該特定打擊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則以恢復

的行動也無法避免處罰，不論該球員繼續以那種方式打該球，或以不受該改善影

響的不同方式打該球，他是違反規則8.1a。 

例如，如球員折斷妨礙他的預定打擊之站位或揮桿範圍的樹枝，當時他不折斷該

樹枝也可以採取站位，則他不能以從不同方向打該球，或至該樹枝不會影響採取

脫困後的打擊之不同位置進行脫困而避免處罰。如球員在一洞開始時折斷該樹枝

然後移至開球區內不同的位置開球，這也一樣適用。 

是否以恢復被改善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可能避免處罰，見規則8.1c。 

8.1a/4~移開、彎曲或弄斷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例子 
設置在界外部分圍籬(所以不是場界標示物)傾斜至比賽場地上，而球員將它推

回直立的位置。這行為違反禁止以移開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去改善對打擊有影響
之條件的規則8.1a。除非該球員在做下一打擊之前，依規則8.1c(以恢復被改善的

條件來避免處罰)之允許，將該圍籬推回至它原來的位置以恢復該對打擊有影響
之條件，否則他要受到一般處罰。 

在這類情況下，雖然規則8.1a禁止移開、彎曲或弄斷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但該球

員有依規則16.1b(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脫困)，從該傾斜至比賽場地上的不可移
動之人造物之部分所受的妨礙，採取免罰脫困之選擇。 

8.1a/5~安置物體(比如毛巾)建構站位是不被允許的 
“站位”的定義不僅包括球員將腳放在站立的位置，還包括該球員在準備或做打 



81 
 

  規則 8     

 

擊時安置整個身體的地方。 

例如，球員在做打擊期間如將毛巾或其他物體放在灌木上，則他因改善預定站
位之範圍而違反規則8.1a。 

如球員的球在樹下，他需要跪下來打該球並在地上放一條毛巾，以避免他的褲子

被弄溼或弄髒，則該球員是建構他的站位了。但允許球員在跪下之前，將毛巾包

裹在他的腰部或穿上雨具再擊球(見規則10.2b(5)~實質協助及對自然因素之防

護）。 

如球員以不被允許的方式安置物體但在打該球之前明白此錯誤，只要對打擊有影
響之條件沒有其他改善，在做打擊之前，可以移除該物體來避免處罰。 

8.1a/6~不允許以改變地表面來建構站位 
允許球員在採取站位時站穩雙腳，但如他改變將要採取站位的地面，若改變地面

改善了預定站位之範圍的地面，則違反規則8.1a。 

改變地面可能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例子，包括： 

․用一隻腳踩垮沙坑側邊的沙來創造一水平區塊供站立。 

․為了站位獲得更穩固的基礎，將腳過度地掘進柔軟的地面。 

一旦球員改變地面狀況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以建構站位，他就違反規則

8.1a了，即使試圖將地面狀況恢復到它們的原始狀態，也無法避免處罰。 

改變地面的限制(規則8.1a(3))不包括從預定站位之範圍移除鬆散自然物或可移
動的人造物，比如球員從打球將站立的區塊移除大量的松針或樹葉。 

8.1a/7~球員可以探測球附近以確定是否地表面下有樹根、岩石或人造物，
但只有在這行動不會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情況下 

規則8.1a並不禁止球員在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覆蓋的區域內接觸地面，只要那些

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未被改善。 

例如，當球位於比賽場地的任何地方時，只要未改善任何對打擊有影響之條
件，球員可以用球梯或其他物體探測該球周圍的區塊，以察看他的球桿在打擊做

出時，是否可能打到地表面下的樹根、岩石或人造物。 

但如該球員在沙坑內探測沙子以測試沙子的狀況，見規則12.2b / 2。 

8.1a/8~不允許在脫困區改變地表面 
在採取脫困拋下一球之前，球員決不可在脫困區內將草皮斷片回填草皮斷片凹洞

內，或以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方式之其他行動去改變地表面。 

但此禁止只在該球員知道他被要求或被允許在該脫困區內拋下一球後才適用。 

例如，如球員打了一球並回填草皮斷片，然後才知道他因該球是在界外、是在處
罰區內、是無法打或應打暫定球，而必須或可以依桿數與距離的處罰再次從那

裏打球，即使如回填之草皮斷片是在他的脫困區內，該球員也不違反規則8.1a。 

8.1a/9~何時草皮斷片被回填而決不可移除或壓平 
規則8.1a(3)禁止以壓平、移除或重新將草皮斷片回填草皮斷片凹洞內，來改善對
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該草皮斷片即使還未附著或成長中，也被視為是地面的部

分(而不是鬆散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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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部分根部向下的草皮斷片放進一草皮斷片凹洞內時，草皮斷片已被回填，(不

論該草皮斷片是否來自同一草皮斷片凹洞)。 

8.1b 被允許的行動 

在準備或做打擊時，球員可以採取下列任一行動，即使這樣做改善了對打擊有
影響之條件，也無處罰： 

(1) 正當地尋找自己的球，是以找到及辨認球所採取的合理行動(見規則7.1a)。 

(2) 採取合理的行動移除鬆散自然物(見規則15.1)，及可移動之人造物(見規則

15.2)。 

(3) 採取合理的行動標示球位，並依規則14.1及14.2將該球撿起及置回。 

(4) 將該球桿(譯註:要做打擊之球桿)輕觸該球正前方或正後方之地面。 

  但不允許下列之行動： 

  ․將該輕觸地面的球桿向下加壓，或 

  ․當球位於沙坑內時，觸碰該球正前方或正後方的沙子(見規則12.2b(1))。 

(5) 在採取站位時站穩雙腳，包含用雙腳掘進合理數量的沙或鬆土之中。 

(6) 以合理趨近該球及採取站位的行動，正當地採取站位。 

  但這樣做時，該球員：  

  ․無權皆按要求正常的站位或揮桿，且 

  ․在處理特殊情況時，必須使用侵擾過程最少的行動。 

(7) 做打擊，或為了打擊所做的上桿動作，且隨即做了該打擊。 

  但當球在沙坑內時，依規則12.2b(1)並不允許上桿的動作觸碰該沙坑內的沙。 

(8) 在開球區內： 

  ․將球梯插入地面或放在地面上(見規則6.2b(2))， 

  ․移開、彎曲或弄斷任何生長中或附著之自然物(見規則6.2b(3))，及 

  ․改變地表面、移除或壓下沙子及泥土，或移除露水、霜或水(見規則6.2b(3))。 

(9) 當球從沙坑內打到沙坑外之後，為了照護比賽場地，而整平該沙坑內的沙

子(見規則12.2b(3))。 

(10)在該洞果嶺上，移除沙子及鬆土，且修復其上之損壞(見規則13.1c)。 

(11)移動自然物來查看它是否是鬆散的。 

  但如發現該自然物是正在生長或附著的，則它必須保持附著狀態並儘量使它回

復原位。 

規則8.1b之解釋： 

8.1b/1~"球桿輕觸地面"之含義 
規則8.1b允許球員將球桿在他的球之正前方或正後方輕觸地面，即使改善了他的

球位所處之狀態或預定揮桿之範圍。 

"球桿輕觸地面"的意思是允許球桿的重量由地面或地面之上的草、土壤、沙子或

其他物料支撐。 

但如球員向下按壓球桿超過輕觸之程度，而改善了他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或預定

揮桿之範圍，該球員依規則8.1a要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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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在沙坑內觸碰沙子何時會受到處罰，見規則12.2b(1)(何時碰觸沙子會造成處

罰)。 

8.1b/2~允許球員在採取站位時，用腳掘進沙中不止一次以穩固站位 
規則8.1b允許球員在準備做打擊採取站位時，將他的雙腳穩固地站立，且如此做

可以不止一次。 

例如，球員可以不帶球桿進入沙坑內，用他的雙腳掘進沙中採取站位模擬如何打

該球，再離開該沙坑去拿球桿，然後用雙腳再次掘進沙中並做該打擊。 

8.1b/3~"正當地採取站位"的例子 

雖然允許球員向任何方向打球，但他無權皆按正常的站位或揮桿打球，而必須適

應該處境且行動使用最不侵擾的做法。 

即使行動造成改善，也被認為是正當地採取站位且是規則8.1b所允許的例子，包

括： 

․只有當後退進入樹枝或場界標示物的方式，才能採取選擇之打擊的站位時，

即使該樹枝或場界標示物被移開上桿或打擊時之途徑，或造成它被彎曲或弄

斷。 

․為了能鑽到樹下擊球，當這是在樹下採取站位的唯一方法時，用手彎曲樹枝。 

何時球員之作為因超過採取站位必要之行動而受到處罰，見8.1b / 4。 

8.1b/4~並非"正當地採取站位"的例子 
行動如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認為是非正當地採取站位且將造成依規

則8.1a處罰的例子，包括： 

․故意用手、腿或身體移開、彎曲或弄斷樹枝，以使它們移離上桿或打擊時之途

徑。 

․站在高高的草或雜草上，當不須將它們向下推到一邊，使它們脫離預定站位或

揮桿之範圍就可以採取站位時，卻這樣做。 

․用一根樹枝把另一根樹枝勾住，或是把二叢雜草綁在一起，使它們保持在站位
或揮桿之範圍外。 

․取好站位後用一隻手把遮住該球視野的樹枝彎曲。 

․當不須彎曲樹枝即可站穩站位時，在採取站位的過程中彎曲妨礙的樹枝。 

8.1b/5~改善開球區之條件僅限於對地面 
規則8.1b(8)允許球員採取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而規則8.1a的例外限

制意指只允許球員改變開球區內的地面之實質條件(包括移除生長在那裡的任何

自然物)，不論該球是架起或從地面擊打。 

這個例外不允許球員對他的開球，在開球區外採取行動去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
條件，比如弄斷位於開球區外的樹枝，或當它們是生根在開球區之外但樹枝懸

垂在開球區上且會妨礙預定的揮桿範圍。 

8.1b/6~球員將球打出沙坑後為了"照護比賽場地"整平該沙坑 
將在沙坑內的球打出該沙坑之外後，規則8.1b(9)與12.2b(3)運用照護比賽場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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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允許該球員將該沙坑恢復到它應有的狀況，即使該恢復改善了該球員對打
擊有影響之條件。縱使該球員的行動是蓄意照護比賽場地並改善對打擊有影
響之條件，也無限制。 

例如，球員的球靜止在果嶺附近很大的沙坑內，因無能力將球打向該洞球洞，

他向後把球打向該洞開球區的方向，且該球靜止在該沙坑外。 

在此情況下，他可以整平因打該球而改變的區塊(包括走到該球時造成的腳印)，

且也可以整平在該沙坑內任何其他的區域，不論那些是該球員造成的或他到達該

沙坑打球之前即已存在的。 

8.1b/7~損壞是部分在果嶺上部分在果嶺外時可以修復 
如個別區塊的損壞是在果嶺上也在果嶺外，則整個區塊都可以修復。 

例如，如球痕部分在該洞果嶺邊界內部分在該洞果嶺邊界外，只允許球員修復在

該洞果嶺上之損壞部分是不合理的，因此可以修復整個球痕(在該洞果嶺上也在

該洞果嶺外)。 

這同樣適用於其他個別區塊的損壞，比如動物的足跡、蹄痕或球桿的壓痕。 

但如損壞一部分延伸至該洞果嶺外且無法識別為該洞果嶺損壞的一部分，假如修

復該損壞會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則不得修復。 

例如，可以修復從該洞果嶺開始並延伸到外面的整個鞋印，但如一個鞋印在該洞

果嶺上，而另一個鞋印在該洞果嶺外，則因它們是二個分離的損壞區塊，所以只

可以修復在該洞果嶺上的鞋印。 

8.1c 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改善而違反規則8.1a(1)或8.1a(2)將之恢復以避免處罰 

如球員移動、彎曲或弄斷物體以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而違反規則8.1a(1)，

或將一物體移到對自己有利的位置上，而違反規則8.1a(2)：  

․只要該球員在做出下一打擊之前，依下述(1)及(2)項所允許之方式，恢復原來的

條件以消除該改善，則無處罰。 

․但如該球員是以含蓋在規則8.1a(3)-(5)內的任何其他方式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
條件，則他不能以恢復原來的條件來避免處罰。 

(1) 如何恢復以移動、彎曲或弄斷物體因而改善之條件。該球員在做打擊前，如

將已被改善的條件以原物體儘量恢復到原位，因違反規則8.1a(1)所造成之改善
得因此而消除，則他可以免於處罰。下列情況免罰： 

  ․將被移除的場界標示物(例如：界樁)置回原位，或將被推歪的場界標示物移

回原來的角度，或 

  ․將已被移開的樹枝或草、或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將之還原到原來位置。 

但下列情況，該球員不能避免處罰： 

  ․該改善未被消除(例如：當場界標示物或樹枝被嚴重地弄倒或破壞而無法復

原時)，或 

  ․用另一物體去恢復原來的狀況，而不是用原來的物體。例如： 

    »使用不同的或外加的物體(例如：將不同的樁放入界樁已被移除的洞中，

或將被移開的樹枝綁回原來位置)，或 



85 
 

  規則 8     

 

    »使用其他物質來修理原來的物體(例如：使用膠帶來修理被弄斷的場界標
示物或樹枝)。

(2) 將物體移到對自己有利的位置因而改善的條件，如何恢復。在做該打擊之前，

該球員如將已被移到對自己有利位置之物體移回原來的位置，則得免於違反規

則8.1a(2)之處罰。 

8.1d 恢復球靜止後被惡化之條件 

球員的球靜止後，如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惡化： 

(1) 何時被惡化之條件可以恢復。如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該球員以外的任何

人、或動物、或人造物惡化了，則該球員可以依下列說明進行，無規則8.1a之

處罰：  

  ․儘量恢復原來的條件。 

  ․當原來的條件被惡化時，如恢復原來的條件是合理的，或有東西落在球上，

則可以標示該球之球位、將該球撿起並弄乾淨，再將該球置回原點 (見規則

14.1及14.2)。 

  ․如惡化的一些條件不能輕易恢復，則可以將該球撿起並置放在最近點上(但不

更靠近該洞球洞)來置回，該最近點是(a)有最類似之對打擊有影響之條
件，(b)在它的原點一支球桿長度範圍之內，及(c)要與它的原點在相同之比
賽場地之區域內。 

  例外─在球被撿起或移動後且在置回前，該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被惡化時：這

種情況含蓋於規則14.2d。除非球位所處之狀態是在比賽已中止且該球已被撿

起時被惡化，在此情況下，適用本條規則。 

規則8.1d(1)之解釋： 

8.1d(1)/1~允許球員恢復被另一人的行為或局外之影響力而改變的條件之
例子 

何時允許恢復的例子，包括在下列情況： 

․球員在一般區域的擊球線在該球員的球靜止後，被其他人打的球所造成之撞

擊痕惡化了。 

․當另一球員的打擊造成該球員的球上或周圍有草皮斷片或沉積沙子、土壤、草

或其他物料時，該球員的球位所處之狀態、預定站位或預定揮桿之範圍被惡

化了。 

․一球員在沙坑內的球靠近另一球員在該沙坑內的球，而該另一球員在做打擊
時的站位及揮桿惡化了該球員的一或更多項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允許該球員恢復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而免罰，但不要求非

這樣做不可。 

8.1d(1)/2~球員有權讓他的球靜止時即存在的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
物留在原處 

一般而言，球員有權保有他的球靜止時即存在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雖然任

何球員都可以移開場地上的鬆散自然物或可移動之人造物(規則15.1及15.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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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這行為惡化了另一球員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那麼受影響的球員可以依規

則8.1d，放回該物體以恢復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例如，球員要做下坡推球，先將他的球與該洞球洞間的鬆散自然物拾起，但蓄

意留下一些在該球洞後方。而另一球員移除該球洞後方該球員可能用以擋球的

鬆散自然物。 

因該球員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惡化了，所以允許他將該鬆散自然物放回。 

(2) 何時不允許恢復被惡化之條件。如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該球員、自然物、

或自然力(例如風或水)所惡化，則該球員決不可改善那些被惡化之條件，而

違反規則8.1a(但規則8.1c(1)、8.1c(2)及13.1c所允許之情況為例外)。 

規則8.1d(2)之解釋： 

8.1d(2)/1~被自然物或自然力改變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不允許球員恢
復那些被惡化的條件之例子 

規則8.1d不允許球員恢復受自然物或自然力(比如風或水)所改變的對打擊有影
響之條件。 

不允許恢復的例子，包括下列情況： 

․一根樹枝從樹上掉落未造成球員的球移動，但改變了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
態，或該球員的站位或揮桿範圍。 

․指示牌或其他人造物掉落或被吹到改變一或更多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位

置。從該人造物可利用的脫困為何，見規則15.2(可移動之人造物)及規則16.1(比

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 

8.1d(2)/2~球員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其桿弟或在他的請求下之另一人
惡化時，不允許將之修復 

如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球員自己惡化了，則不允許該球員修復該對打擊有影
響之條件。 

這也包括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被該球員的桿弟、搭檔或其他經他授權的人所採

取的行動惡化之情況。 

不能恢復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情況包括： 

․球員的桿弟或搭檔穿過沙坑去拿沙耙，並在沙中留下一些腳印，惡化了該球員

的擊球線，或 

․球員請求另一人移除控管觀眾之繩索，且在移除該繩索時，被繩索往後綁住的

樹枝鬆開而惡化了該球員預定揮桿之範圍。 

8.1d(2)/3~如球員進入沙坑並在擊球線上，則他決不可修復被惡化的對打
擊有影響之條件 

球員在採取可能影響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時，因惡化這些區塊表示該球

員必須接受被惡化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所以應小心謹慎為之。 

例如，球員從沙坑後方的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採取脫困，且拋下的球滾進該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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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內。如該球員在走進該沙坑內去取回球以便再拋球時，造成了一些腳印。因該

球員對惡化該沙坑內的狀況之行為須負責，所以依規則8不允許他將該沙坑恢復

到之前的狀況。 

在這種情況下，該球員可以用另一球進行第二次拋球(規則14.3a)，或在取回原球

時格外小心謹慎，以避免惡化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違反規則8.1d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

或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8.2 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影響自己的靜止球或即將做的打擊                                                       

8.2a 何時適用規則8.2 

本條規則只適用於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以影響自己的靜止球或即

將做的打擊時。 

本條規則並不適用於球員下列之行動； 

․蓄意地擋轉或擋停自己的球，或蓄意改變任何實質條件以影響該球可能靜止的

地方(這種情況適用規則11.2及11.3)，或 

․改變該球員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本情況適用規則8.1a)。 

8.2b 禁止改變其他實質條件的行動 

球員決不可蓄意地採取列在規則8.1a的任一行動(但規則8.1b、c或d所允許的情況

為例外)去改變任何這類其他的實質條件以影響； 

․自己在該次打擊或之後的打擊後，他的球可能通過或靜止的地方，或 

․如該球員的靜止球在做打擊之前移動了，它可能通過或靜止的地方(例如，當

該球是在陡坡上，該球員擔心球可能會滾進灌木叢時)。 

例外─為了照護比賽場地之行動：如球員改變任何其他這類的實質條件是為了照

護比賽場地(例如，整平沙坑內的腳印，或將草皮斷片放回草皮斷片凹洞內)，依

本條規則並無處罰。 

規則8.2b之解釋： 

8.2b/1~球員蓄意的行動改善影響他打球的實質條件之例子 
規則8.2僅適用於球員的球靜止在比賽場地上或他尚未有在比賽狀態的球的情況

下，而改變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之外的實質條件。 

規則8.1a(不允許改善條件的行動)所列出的球員行動，如蓄意改善影響自己打球的

其他實質條件，則違反規則8.2(除非規則8.1b或c明確允許)之例子，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的球幾乎上了該洞果嶺，儘管他的擊球線是筆直朝向該洞球洞，但該球

員擔心他的球可能會靜止在附近的沙坑內，於是在做該打擊之前，去整平該

沙坑內的沙子，以確保之後如他要進入該沙坑內擊球時有好的處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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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的球位於陡峭的小丘頂，因該球員擔心在他能去打球之前，風可能會將該

球吹下小丘而遠離該洞球洞，於是該球員蓄意將小丘底部的草壓平，以防萬一

該球可能靜止在該處。 

․置回或置放一球使它回復比賽狀態時，將它牢固地壓入地面以幫助防止被風

或重力影響而移動，並打該球。因球的位置包括與地面之垂直距離，所以該球

是在錯誤的地方。由於這些關聯性的行為違反多重規則，因此該球員只受到

單一之一般處罰。見規則1.3c(4)(多重違規適用之處罰)。 

違反規則8.2之處罰：一般處罰。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8.3 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影響另一球員的靜止球或即將做的

打擊                                                   

8.3a 何時適用規則8.3 

本條規則只適用於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以影響另一球員的靜止球

或該另一球員即將做的打擊時。 

本條規則並不適用於球員蓄意地擋轉或擋停另一球員運動中的球，或蓄意地改變

任何實質條件，以影響該球可能靜止的地方(本情況適用規則11.2及11.3)。 

8.3b 禁止改變其他實質條件的行動 

球員決不可蓄意地採取列在規則8.1a中之任一行動(但規則8.1b、c或d所允許之情

況為例外)，以： 

․改善或惡化另一球員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或 

․改變任何其他之實質條件，以影響： 

  »另一球員在下一打擊或之後的打擊後，該另一球員的球可能通過或靜止的

地方，或 

  »如另一球員的靜止球在做打擊之前移動了，它可能通過或靜止的地方。

例外─為了照護比賽場地之行動：如球員改變任何其他這類的實質條件是為了照

護比賽場地(例如，整平沙坑內的腳印，或將草皮斷片放回草皮斷片凹洞內)，依

本條規則並無處罰。 

違反規則8.3之處罰：一般處罰。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規則8.3之解釋： 

8.3/1~如球員在其他球員知道下改善實質條件，二位球員都要受罰 
如球員請求、授權或允許另一球員蓄意改變實質條件，以改善他的打球： 

․根據請求行事的球員將依規則8.3受到一般處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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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授權或允許該改善的球員，依規則8.1(球員之行動改善了對打擊有影響

之條件)，或規則8.2(球員蓄意的行動改變其他實質條件，影響自己的靜止球或

即將做的打擊)不論適用哪條規則，也將獲得一般處罰。 

例如在比桿賽，不明白規則的球員A請求球員B幫忙將他的擊球線上一棵樹上的

樹枝弄斷，而球員B也依從了，那麼二位球員都要受到處罰。由於球員B是在球員

A的請求下弄斷樹枝，因此球員A因違反規則8.1受到罰二桿，球員B則因違反規

則8.3受到罰二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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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依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靜止球被撿起或移動 

  9    

規則之目的： 

規則9含蓋本運動主要的原則：“依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如球員的球靜止後接著被自然力移動，例如，風或水，通常該球員必須從它的

新位置打它。

․如靜止球在做打擊之前，被任何人或任何局外之影響力撿起或移動，該球必須

置回它的原點。

․球員在任何靜止球的旁邊時應小心謹慎，且球員造成自己的球或其對手的球移

動，通常要遭受處罰(在該洞果嶺上除外)。 

規則9適用於靜止在比賽場地上在比賽狀態的球，且適用於回合中及規則5.7a之

比賽中止期間。 

9.1 依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9.1a 從球靜止的地方打球 

球員靜止在比賽場地上的球，必須依其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除非規則另

有要求或允許球員： 

․從比賽場地上另一個地方打一球，或 

․撿起一球，然後將它置回它的原點上。 

9.1b 在上桿或打擊過程中球移動，如何處理 

如球員的靜止球剛好在開始打擊後，或為了打擊在上桿後，才開始移動而該球

員繼續做了該打擊時： 

․不論什麼原因造成該球移動，決不可將它置回。 

․該球員必須從該打擊後該球靜止的地方繼續打它。 

․如該球員造成該球移動，見規則9.4b查明是否有處罰。 

違反規則9.1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9.2 決定球是否被移動及是什麼原因造成它移動                     

9.2a 決定球是否被移動 

球員的靜止球只有在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它已移動的情況下，才被視為已移
動。 

如球可能已移動，但並非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的情況下，則它不被視為已移
動，且必須依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規則9.2a之解釋： 

9.2a/1~何時球被視為已移動 
如“移動”之定義所述，一靜止球必須離開它的原點並靜止在任何其他位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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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移必須用目視(譯註：一般正常視力包含矯正視力)足以看到(無論是否有任何人

實際看到它位移)。因此，為了把該球視為已移動，必須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

球已移動了。 

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已移動之情況的例子： 

․球員將他在該洞果嶺上的球標示球位、撿起並置回。當他走開時該球滾了很短

的距離並靜止，該球員未目睹這情形，但另一球員有注意到該球移動的情形並

通知該球員。因明確知道該球移動了，所以依規則13.1d(2)(球被自然力移動)

該球員必須將該球置回原點。 

並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已移動之情況的例子： 

․球員A與球員B打他們攻向該洞果嶺的打擊，但因該果嶺之輪廓，他們無法看

到二球靜止處。這二位球員都不知道球員B的球擊中了球員A處於靜止狀態的

球，並造成它滾離該洞球洞更遠一些。在此情況下，只要在球員A進行下一打
擊前，這些資訊並未引起這二位球員的注意，則球員A從他的球被球員B擊中

後靜止的地方打球，不會受到處罰。 

9.2a/2~球員即使不知道球移動了，也要對他造成球移動之行動負責 
在9.2a/1的第二個黑圓點中所述，因在打該球時並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已

被移動，所以該球員並非從錯誤的地方做打擊。 

但若是該球員的行動(或該球員的桿弟或搭檔的行動)造成該球移動，則即使該球

員並不知他的行動造成該球移動時，也要對該行動負責。 

這類的例子，包括： 

․球員的球位於一般區域上，他移開該球附近的鬆散自然物並造成該球移動，

因該球員沒在看球所以他不知道該球移動了。依規則15.1b(移除鬆散自然物時

球被移動)，該球員受到罰一桿且他必須將該球置回。 

․球員正在觀看另一球員做打擊時，他的桿弟或搭檔移開繩索及樁並造成該球

員的球移動。依規則15.2a(1)(移除可移動之人造物)移動該球，並無處罰，但該

球員必須將該球置回。 

在這兩種情況下，即使該球員不知道該球移動了，但如該球員在未先將該球置回
就做了打擊，則依規則14.7a(必須擊打球的地方)，該球員因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要受到一般處罰。 

9.2b 決定什麼原因造成球移動 

當球員的靜止球已移動時： 

․必須決定什麼原因造成它移動。 

․這個原因決定該球員是否要將該球置回，或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且是

否有處罰。 

(1) 四種可能的原因。規則對靜止球在其球員做打擊之前移動，只認可四種可能

的原因： 

  ․自然力，例如風或水(見規則9.3)， 

  ․該球員，包括該球員之桿弟(見規則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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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洞賽之對手，包含該對手之桿弟(見規則9.5)，或 

  ․局外之影響力，包含在比桿賽之任一其他球員(見規則9.6)。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2) 決定什麼原因造成球移動時，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之標準。 

  ․球員本身、其對手或局外之影響力，只有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他們是造成

該球移動的原因，他們才被視為已造成該球移動。 

  ․如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至少是其中一項是造成球移動的原因，則該球被

視為是被自然力所移動。 

在應用本標準時，必須考量所有合理可資利用的資訊，這個意思是指該球員所知

道的，或經由合理的作為而無不合理的延誤比賽之下所可獲得的所有資訊。. 

有關指南，請參閱“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的定義之解釋。 

9.3 球被自然力移動                                            
如“自然力”(例如風或水)造成球員的靜止球移動： 

․並無處罰，且 

․該球必須從它的新位置擊打。 

例外─在該洞果嶺上的球如在被撿起且置回之後移動，該球必須被置回(見規則

13.1d)：如球員在該洞果嶺上的球，在被撿起並置回它被移動之位置後又移動： 

․必須將該球置回它的原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不論是什麼原因造成該球移動(包含自然力)，都適用上項規定。 

違反規則9.3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9.4 球被其球員撿起或移動                                       
本條規則僅適用於，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球員(包含該球員之桿弟)將自己的

靜止球撿起，或造成它移動時。 

9.4a 當球被撿起或移動時必須置回 

如球員撿起自己的靜止球，或造成它移動，該球必須置回它的原點上(如原點不

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但不包含下列之情況： 

․當球員依規則將該球撿起採取脫困，或將該球置回在不同的位置時(見規則

14.2d及14.2e)，或 

․當球員的靜止球剛好在開始打擊後，或為了打擊在上桿後，才開始移動而該

球員繼續做了該打擊時(見規則9.1b)。 

規則9.4a之解釋： 

9.4a/1~球員把他的球從樹上搖下時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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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9.4適用於不論在比賽場地上何處在比賽狀態的球，也包括球在樹上時。但 

當該球員只是想辨認球，而不打算依該球之所在打它，或打算取回它以採用另一

規則時，規則9.4b之例外適用於這情況，且無須受罰。例如： 

․球員在尋找他的球時，看到一顆球在樹上但無法辨認它，於是他爬到樹上試圖

辨認該球，並在這樣做時意外把該球從樹上搖下來。而該球經辨認是他的球。 

在這種情況下，因該球是在採取合理行動去辨認時意外被移動，所以移動該

球並無處罰(規則7.4)。 

該球員必須將該球置回，或直接採用脫困之規則(比如規則19~無法打之球)。 

在下列二種情況，該球員唯一的選擇是依脫困之規則採取脫困： 

» 因該球員無法到達辨認該球時該球被移動之前的位置，所以他沒辦法將該球

置回，或 

» 該球員能到達該位置，但該球不能靜止在那個位置上，且他無法到達依規則

14.2e(置回的球不能留在位置上)該球會靜止的位置。 

․球員的球尚未找到但推測是卡在一般區域的一棵樹上，該球員明確表示如找到

該球，他將依規則19採取無法打之球的脫困。於是他搖晃那棵樹使該球落下，

並在開始尋找後三分鐘內由該球員辨認。 

現在該球員可以依規則19(無法打之球)採取脫困，只加該規則規定的罰一桿，

而無造成該球移動之額外處罰。當引用規則19時，如該球之原點不知道，該球

員必須估計該球卡在那棵樹上時之位置。 

但如該球員在他無意願辨認球，或不打算依另一規則採取脫困時，移動該球，則

該球員因違反規則9.4要受到處罰，例如： 

․球員的球在樹上他打算爬上樹去打它，在準備做打擊時，該球員意外造成該球

落下。 

該球員因造成該球移動，依規則9.4要受到罰一桿，且該球員必須將該球置回，

或直接依脫困之規則採取脫困。如該球員依規則19採取脫困，他總共要受到罰

二桿，一罰桿是依規則9.4之處罰，另一罰桿是依規則19之處罰。 

9.4b 因撿起、蓄意碰觸球或造成它移動之處罰 

如球員撿起、蓄意碰觸他的靜止球，或造成它移動，該球員遭受罰一桿。 

但下列為四項例外： 

例外1─球員被允許將球撿起或移動它：當球員依某一允許下列行動之規則將該

球撿起，或造成它移動時，並無處罰： 

․允許將該球撿起且置回它的原點， 

․要求被移動的球要置回它的原點，或 

․要求或允許該球員再次將一球拋下或置放，或從不同的地方打一球。 

例外2─球在被找到之前意外的移動：當球員在試圖找到或辨認該球期間意外地

造成它移動時，並無處罰(見規則7.4)。 

例外3─球在該洞果嶺上意外的移動：當球員在該洞果嶺上意外造成其球移動
時，不論是如何發生的，並無處罰(見規則13.1d)。 



94 
 

    規則 9   

 

例外4─球在該洞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在執行規則期間意外的移動：當球員意外

地移動在該洞果嶺外的球，係因採取合理行動去執行下列程序期間，並無處罰： 

․當規則允許去標示該球之球位，或撿起及置回該球時(見規則14.1及14.2)，  

․移開可移動之人造物 (見規則15.2)， 

․當規則允許修復被惡化的條件時(見規則8.1d)， 

․依某規則採取脫困，包含確定依某規則之脫困是否可行(例如，揮動球桿查看是

否受某狀況之妨礙)，或在何處脫困(例如，確定完全脫困之最近點)，或 

․依某一規則丈量 (例如，依規則6.4決定打球順序)。 

違反規則9.4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規則9.4b之解釋： 

9.4b/1~蓄意碰觸球但球未移動導致球員受罰 
當比賽狀態的球被其球員蓄意碰觸時，即使它未移動，該球員也依規則9.4b受到

罰一桿。 

例如，如球員有下列情形，他要受到罰一桿： 

․未先標示球位就旋轉在該洞果嶺上的球，以球上的商標對齊該洞球洞，儘管

該球仍留在相同位置上。如該球員在觸碰或旋轉該球之前，已先標示球位，則

不會受到處罰。 

․在比賽場地上任何地方未先標示球位就旋轉球以辨認它，而該球經辨認是該

球員的球。 

․在準備做打擊時蓄意以球桿碰觸該球。 

․以手穩固握著該球，或以松果或棍棒頂著該球，以防他在移開一些鬆散自然物
或將一些東西掃離該球時，造成該球移動。 

9.4b/2~"試圖找到"之含義 
在規則7.4(在試圖找到或辨認球的過程中意外地移動它)及規則9.4的例外2

中，如球在“試圖找到”時意外被移動，則不會受到處罰。“試圖找到”包括可

以被合理認為是尋找球之部分的行動，也包括以規則7.1(如何正當地尋找球)所允

許的行動，但不包括尋找開始前的行動，比如走到該球預期的區塊。 

例如，球員的球被擊往樹木繁茂的區域，該球員未察覺該球撞到一棵樹而朝開球
區回轉。當該球員在離他認為球可能之所在還有一段距離時且在開始尋找之前，

不小心踢到他的球。因這不是在試圖找到球時，所以依規則9.4b該球員因意外移
動他的球而受到罰一桿，且必須將該球置回。 

9.4b/3~尋找暫停時球被移動 
在9.4b/2中，如球在其球員並非試圖找到它時被移動，則他將受到處罰。 

但由於在球員無法掌控的情況下而暫停尋找時，如該球員意外移動他的球，則該

球員不會因移動該球而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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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球員停止尋找他的球，以避開另一組將要打球先超越他們的落球區。當避開該

落球區時，該球員意外移動了自己的球。 

․委員會暫停比賽，該球員開始離開該區域並意外踩到並移動他的球。 

9.4b/4~規則9.4b例外4中“在．．．期間”之含義 
例外4使用“在．．．期間”來管制該例外將適用於球員因“合理行動”而移動
比賽狀態的球時之一段時間。有關“合理行動”之含義見9.4b/2。 

使用“在．．．期間”的術語，表示應用規則的每一合理行動都有開始及結束的

時間點，如球的移動發生在此類行動發生的過程中，則適用該例外。 

例外4所含蓋的情況且因此造成球移動不會受到處罰的例子，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找到一顆球，認為那是他在比賽狀態的球，在辨認過程中，該球員為了

標示球位並撿起它而走近該球，這時卻不小心滑倒並移動該球。 

即使該球被移動時該球員尚未標示球位並撿起它，它仍是在該球員辨認該球

期間被移動。 

․球員在採取脫困時拋下一球，且接著伸手去撿標示脫困區範圍的球梯。當站

起來時，他不小心掉落他握著的球桿，而球桿擊中並移動該在比賽狀態的球。 

儘管該球員已拋下該球採取脫困，但該球是在他正在採取脫困期間被移動。 

9.4b/5~在規則9.4b例外4中"合理行動"之含義 
在許多情況下，規則要求球員在球附近或緊鄰處執行一些行動(比如撿起、標示，

丈量等)，如球在採取這些“合理行動”期間意外被移動，則適用規則9.4的例外4。 

但還有球員在離它的球更遠的地方採取一些行動時之其他情況，即使該球可能因

這些行動而被移動，但因這些行動是“合理的” ，所以也適用例外4。 

這些包括下列情況： 

․該球員為了採取脫困走近他的球，但不小心踢到一塊石塊或意外掉落他的球桿

擊中並移動該球。 

․該球員移除在他的球前方一段距離為了管控觀眾而使用的樁及繩索(可移動的
人造物)，且在移除其中一根樁時，造成其他樁或繩索變得鬆散而掉落地上，

並移動了他在比賽狀態的球。 

․該球員依規則8.1d(恢復球靜止後被惡化之條件)，用他的帽子將沙子從該洞果
嶺邊緣掃開來恢復他的擊球線，而沙子濺到球上並造成它移動。 

在其他情況下，因球員的行動是不“合理”，所以規則9.4的例外4不適用。 

這些包括下列情況： 

․該球員為了採取脫困走近他的球，並在挫折情緒下去踢一塊石塊，而意外擊中

並移動該球。 

․該球員準備丈量而將一支球桿扔進脫困區，那支球桿意外擊中並移動該球。 

․該球員拿起一支沙耙或他的球桿並將其拋出沙坑外，但沙耙或球桿落回該沙
坑，擊中並移動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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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b/6~球員依允許免罰脫困之規則16.1b撿球，但之後決定不採取免罰脫
困 

在一般區域，如球員以依規則16.1b(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採取脫困之意圖下撿起

他的球，但儘管該脫困程序是可資利用的， 接著卻決定不依該規則進行，因此

該球員依規則16.1b撿球之權利不再有效。 

撿起該球後但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該球員有下列選項： 

․將該球置回它的原點加上罰一桿(規則9.4b)； 

․將該球置回它的原點加上罰一桿(規則9.4b)，且接著依規則19.2脫困(無法打之球

的脫困)受到額外罰一桿，總共罰二桿； 

․直接依規則19.2b或c採取脫困，不將該球置回並使用原球所在的位置確定脫困

程序的參考點，依規則19.2受到罰一桿及依規則9.4之額外罰一桿，總共罰二桿； 

․依規則16.1b拋下該球，且接著依該球之所在打球免罰，或使用該球新的位置依

規則19.2之任何選項確定脫困程序的參考點採取脫困，受到的處罰只有一桿；

或 
․直接採取桿數與距離之脫困不依規則16.1b拋下該球，依規則19.2a受到罰一

桿，而因在依規則19.2a採取脫困之前，該球員不須建立新的參考點，所以無依

規則9.4b之處罰。  

9.5 在比洞賽，球被對手撿起或移動                              
本條規則只適用於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球員的對手(包含該對手之桿弟)將

該球員的靜止球撿起，或造成它移動時。 

如該球員的球被其對手誤打(錯誤球)，這種情況適用規則6.3c(1)，而非本條規則。 

9.5a 當球被撿起或移動時必須置回 

如球員的對手撿起或移動該球員的靜止球，該球必須置回它的原點 (如原點不確

定必須估計之) (見規則14.2)，下列情況為例外： 

․當該對手是讓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時(見規則3.2b)，或 

․當對手在該球員之請求下撿起或移動該球員的球時，因該球員要依某規則採取

脫困或將該球置回在另一位置。 

9.5b 撿起、蓄意碰觸球或造成它移動之處罰 

如球員的對手撿起、蓄意碰觸該球員的靜止球，或造成它移動，該對手遭受罰

一桿。 

但下列三項是例外之情形： 

例外1─允許對手撿起球員的球：球員的對手在下列情形下撿起該球員的球，並

無處罰： 

․當讓與該球員之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時，或， 

․在該球員之請求下。 

例外2─因誤解而標示該球員在果嶺上的球之球位並將球撿起：在該洞果嶺上，

當對手誤以為該球員在果嶺上的球是自己的，而標示該球之球位並將之撿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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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罰。 
例外3─關於該球員幾個相同的例外：當球員的對手採取規則9.4b之例外2、3或4

所述的任一行動期間，意外地造成該球員的球移動，並無處罰。 

違反規則9.5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規則9.5b之解釋： 

9.5b/1~球員宣稱發現的球是他的，這導致對手撿起另一球結果該球是球員
的球 

依規則9.5b，除非適用其中一項例外，否則對手因撿起該球員的球受到罰一桿。 

例如，在尋找過程中球員A找到一顆球並聲明那是他的球，因此球員B(對手)找到

另一顆球並撿起它。然後球員A意識到他所找到的球事實上不是他的球，而球員B

檢起的球才是球員A的球。 

因事實上球員A的球在球員B撿起該球時並未找到，所以它被認為是在尋找期間被

意外移動，且適用規則9.5b的例外3。該球員或其對手必須將該球置回且不對任

何人施加處罰。 

9.6 球被局外之影響力撿起或移動                                 
如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局外之影響力(包括比桿賽的另一球員或另一球)撿

起該球員的球或造成它移動時： 

․並無處罰，且 

․該球(譯註：如原球找到時)必須置回其原點 (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

14.2)。 

不論該球員的球是否被找到，上述規定均適用。 

但如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是被局外之影響力所撿起，或移動，則該球

為遺失，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8.2採取桿數與距離之罰桿脫困。 

如球員的球被另一球員誤打(錯誤球)，適用規則6.3c(2)，而非本條規則。 

違反規則9.6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規則9.6之解釋： 

9.6/1~局外之影響力被風吹動而造成球移動 
風本身並非局外之影響力，但如風引起局外之影響力移動球員的球，則適用規

則9.6。 

例如，如球員的球靜止在地面上的一個塑膠袋(可移動之人造物)內，而一陣風吹

動該塑膠袋並移動該球，該塑膠袋(局外之影響力)被認為是已移動該球了。該

球員可以按下列任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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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依規則15.2a，以估計在該球被移動前在該塑膠袋內處於靜止狀態的位置正

下方的點，來採取脫困，或 

․應用規則9.6(由置回該球及該塑膠袋)置回被該塑膠袋移動的球，然後決定依該

球之所在打球，或依規則15.2a(從可移動之人造物脫困)採取脫困。 

9.6/2~當球從未知的位置被移動時，要在那裏置回它 
如球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而它所在之原點不知道，其球員必須使用他的合理判

斷(規則1.3b(2))來確定球在移動之前靜止的位置。 

例如，在一個特定的洞，部分果嶺與相鄰區塊的地形輪廓，朝向那裡打球的球員

們無法看到自己的球之靜止處，而該果嶺附近有一個沙坑及一處處罰區。一位球

員朝向該果嶺打球，無法判斷球的靜止處，但該球員看到一人(局外之影響力)

拿著一顆球，接著那位人員將該球丟下就跑開。經辨認該球是他的球，但不知道

該球是靜止在該果嶺上、在一般區域上、在沙坑內或在處罰區內。 

因不可能知道該球應被置回的位置，所以該球員必須使用合理判斷，如該球靜止

在該果嶺上、在一般區域上、在沙坑內或在處罰區內有相等的可能性，則合理

判斷是該球靜止在一般區域上。 

9.6/3~球員在打擊後才知悉球先前被移動 
如並非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員的球已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該球員必須依該

球之所在打它。但如實際上該球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的訊息，只在該球被擊打

後其球員才知道，則因當該球員做打擊時這個消息並不存在，所以該球員並非從

錯誤的地方打球。 

9.6/4~處於靜止狀態的球被打出後，發現先前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但結
果它是錯誤球 

如球員在打完他的球後，才發現該球出界後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到比賽場地
上，該球員已打錯誤球(見定義)了。因在打該球當下並非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
此情事，所以該球員無須受規則6.3c(1)打了錯誤球之處罰，但根據此情事被發現

的時間，該球員可能須要依規則18.2b(當球遺失或出界時如何處理)更正此錯誤： 

․在比洞賽，如該球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到比賽場地上之情事，在對手做下一

打擊或採取類似的行動(例如，讓與該球員該洞)之前被發現，該球員必須更正

此錯誤。 

如該情事在對手做了下一打擊或採取類似的行動後才被發現，則該球員必須

繼續以該錯誤球完成該洞。 

․在比桿賽，如該球被局外之影響力移動到比賽場地上之情事，在做一打擊開

始下一洞之前被發現，或如是該回合最後一洞，在繳回自己的記分卡之前被

發現，該球員必須更正此錯誤。 

如該情事在該球員在下一洞做一打擊後才被發現，或如是該回合最後一洞，

在繳回自己的記分卡後才被發現，則該球員在該洞之桿數以該錯誤球所打的

桿數計算。 

 



99 
 

  規則 9     

 

9.7 球標被撿起或移動                                           
本條規則說明球標正在標示一被撿起的球之球位，如在該球被置回之前，被撿

起或移動時之處理程序。 

9.7a 必須將球或球標置回 

如球員的球標在置回該球之前，被以任何方式(包含被自然力)撿起或移動，該球

員必須依下列任一方式處理： 

․將該球置回其原點(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 (見規則14.2)，或 

․置放一球標以標示該原點。 

9.7b 撿起球標或造成它移動之處罰 

如該球員，或其在比洞賽的對手，撿起該球員(自己)的球標或造成它移動 (當該

球員的球已被撿起尚未置回時)，該球員或其對手遭受罰一桿。 

例外─規則9.4b和9.5b之例外適用於撿起球標或造成它移動時：如同球員或其對
手撿起或移動該球員(自己)的球而免罰的這些所有的例外情況，如該球員的球標
被撿起或意外地移動，亦免罰。 

違反規則9.7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或

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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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準備及做打擊；建言及協助；桿弟 

  10   

規則之目的： 

規則10說明如何準備及做打擊，包含球員可以從其他人(包括桿弟)獲取的建言及

其他協助。高爾夫的擊球技巧及個人挑戰是本運動的基本原則。 
 
10.1 做打擊                                                    
規則之目的： 

規則10.1說明如何做一打擊，及在做打擊時幾種被禁止的行動。一打擊是以球桿

的桿頭正當地對一球擊打所構成，其基本挑戰是在球桿無錨定的狀況下揮動並操

控整支球桿的動作。  

10.1a. 正當地對球做打擊 

在做打擊時： 

․該球員必須以球桿頭對球正當地擊打，因此球桿與球之間只有短暫的接觸，且

決不可推、鉤或舀該球。 

․如該球員的球桿意外地不止一次打到該球，則只算一次打擊，並無處罰。 

規則10.1a之解釋： 

10.1a/1~推、鉤或舀的例子 
這些術語具有部分重疊的含義，但可以由下列三個以規則不允許的方式使用球桿

之例子來定義： 

․球員以桿頭底部用類似撞球或推圓盤的動作打一短推球將球打進洞，像這種方

式移動球是推的動作(譯註：沒有上桿的動作)。 
․球員沿著地面移動球桿將球桿拉向他自己，像這種方式移動球是鉤的動作。 
․球員在球的下方及非常靠近球的地方滑動球桿，然後該球員以球桿向前且向上

運動去提升並移動他的球，像這種方式移動球是舀的動作。 

10.1a/2~球員可以用球桿頭之任一部分對球正當地擊打 
正當地擊打球時，可以使用桿頭的任一部分，包括桿頭之趾部、跟部及桿頭的背

面。 

10.1a/3~打擊過程中其他物料可以介入球與桿頭之間 
正當地擊打球時，桿頭不必然要與球接觸，有時其他物料可以介入。 

正當地擊打球的例子，包括當球緊靠在界定界外的圍籬基座上，而其球員對該圍

籬在界外那一側做打擊以使球移動時。 

10.1b 錨定做打擊之球桿 

在做打擊時，球員決不可用下列任一方式，錨定該球桿： 

․以握著的球桿或以握桿的手，直接抵靠在身體的任何一部分(例外，球員可以握

著球桿或以握桿的手，抵靠在另一隻手掌或另一隻手的前臂)，或 

․透過“錨定點”的使用，以前臂抵靠在身體的任何部分，間接地讓握桿的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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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個穩固的點，使另一隻手可以圍繞著該點揮桿。 

如球員的球桿、握桿的手或前臂在打擊過程中觸及其身體或衣服，而不是一直抵

靠在身體上，則並不違反本條規則。 

為了本條規則之目的，“前臂”是指手臂肘關節下方的部分，並包含手腕。 

 

 

規則10.1b之解釋： 

10.1b/1~球員決不可用前臂抵靠身體來錨定球桿 
打擊過程中將前臂抵靠在身體上是間接錨定球桿的方法。 

要認定存在"錨定點"必須發生下列二件事，(1)該球員必須將前臂抵靠在身體上，

且(2)該球員必須握住球桿，以便雙手分開並彼此獨立運作。 

例如，以長型推桿做打擊時，該球員將其前臂抵靠在他的身體上以建立一個穩固

的點，同時將下方的手按住桿身以擺動球桿的下半部。 

但允許球員在做打擊時，將一隻或二隻前臂緊靠在他的身體上，只要這樣做不會

產生錨定點。 

10.1b/2~在打擊過程中蓄意接觸衣服是違規 
為了適用規則10.1b，被球桿或握桿的手抵靠在身體上的衣服視為該球員身體之一

部分。讓某些東西介入該球員的身體與球桿或握桿的手之間，不得規避自由揮桿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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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球員穿著雨衣並使用中長型推桿，而將球桿壓入他的身體，則該球員違

反規則10.1b。 

此外，如該球員蓄意使用握桿的手夾住穿在身體任何部位上的衣物(例如用手夾住

襯衫的袖子)，同時做打擊。因這非衣物之預期用途，且這樣做可能有助於該球

員做打擊，所以是違反規則4.3(裝備品被禁止之使用)。  

10.1b/3~在打擊過程中不慎接觸衣物並非違規行為 
允許用球桿或握桿的手觸碰衣物並做打擊。 

這可能發生在球員的下列各種情況： 

․穿著寬鬆的衣服或雨衣， 

․身材或體型導致他的雙臂自然地貼著身體而擱著， 

․保持做打擊之球桿非常接近身體，或 

․在做打擊時，因某些其他原因觸及他的衣服。 

10.1c 橫跨或站在擊球線上做打擊 

球員決不可蓄意將雙腳分別地站在他的擊球線或該線在球後方之延伸線的二

側，或用任一腳蓄意地碰觸他的擊球線或該線在球後方之延伸線這樣的站位做

打擊。 

擊球線只在本條規則中不包含其二側的合理距離。 

例外─如非蓄意或避免站到另一球員的擊球線而採取這種站位，並無處罰。 

10.1d 打移動中的球 

球員決不可對移動中的球做打擊： 

․當一在比賽狀態的球不是靜止在一個點上時，它即是在“移動中”。 

․如已靜止的球在晃動(有時稱為抖動)，但仍留在或回到它的原點，則它被視為

在靜止中，而不是移動中的球。 

但下列是三項免罰的例外： 

例外 1─在球員為了打擊開始上桿之後球開始移動：在這種情況下對移動中的球

做打擊，適用規則 9.1b，而非本條規則。 

例外 2─球從球梯落下：對從球梯落下的球做打擊，適用規則 6.2b(5)，而非本條

規則。 

例外 3─球正在水中移動：當一球在臨時積水內或處罰區的水中正在移動時： 

․其球員可以免罰對該移動中的球做打擊，或 

․其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 或 17 採取脫困，然後可以撿起該移動中的球。 

在上述任一情況下，該球員決不可不合理的延誤(見規則 5.6a)，而允許風或水流

將該球移至較佳的位置上。 
違反規則10.1之處罰：一般處罰。 

在比桿賽，球員違反本條規則所做之打擊計入桿數，且另要罰二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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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建言及其他協助                                             
規則之目的： 

決定打球的策略及戰術是球員的基本挑戰，因此在回合中對球員所可以得到的建

言及協助有其限制。 
 
10.2a 建言 

在回合中，球員決不可： 

․對在該競賽中正在該比賽場地上打球的任何人提供建言，  

․向自己的桿弟以外的任何人請求建言，或 

․接觸其他球員的裝備品，以得知如由其他球員提供或向其他球員詢問是建言的

資訊 (例如：接觸其他球員的球桿或球桿袋以查看什麼球桿是他正在使用的)。 

本規定並不適用於回合開始之前、依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或競賽的二回合之

間。 

規則22、23及24：(在涉及搭檔的各類比賽中，球員可以對其搭檔或搭檔的桿弟
提供建言，也可以向搭檔或搭檔的桿弟請求建言)。 

規則10.2a之解釋： 

10.2a/1~球員可以從共用桿弟獲得資訊 
如一位桿弟被多位球員共用，共用該桿弟的任一球員都可以向他請求資訊。 

例如，二位球員共用一位桿弟，而二人開球都把球打進類似的區域。其中一位球

員拿球桿做了打擊同時另一位尚未決定如何打，則允許那位尚未決定如何打的球

員向共用桿弟詢問另一球員選用哪支球桿。 

10.2a/2~球員必須嘗試制止自行提供的持續建言 
如球員在沒要求下從他的桿弟之外的人(比如觀眾)獲得建言，他不受到處罰，但

如該球員繼續從同一人處得到建言，該球員必須設法制止那人提供建言。假如該

球員未制止，則他被視為請求該建言並依規則10.2a要受到處罰。 

在隊際賽(規則24)，這項規定也適用於從未被任命為建言提供者的隊長那裡獲得

建言的球員。 

10.2b 其他協助 

(1) 對在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之球指示擊球線。球員可以利用下列方式指示他的

擊球線： 

  ․使他的桿弟或其他人站在或靠近其擊球線，以指示該擊球線之位置，但那

個人必須在該次打擊做出之前離開。 

  ․將一物體(例如，袋子或毛巾)放在比賽場地上指示其擊球線，但該物體必須

在該次打擊做出之前移除。 

(2) 指示在果嶺上的球的擊球線。在做出打擊之前，只有該球員或其桿弟可以指

示該球員的擊球線，但有下列限制： 

  ․該球員或其桿弟可以用手、腳，或他拿著的任何東西碰觸該果嶺，但決不可

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而違反規則8.1a，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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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球員或其桿弟決不可將一物體放置在該果嶺之上或以外的任何地方指示

該擊球線，即使在該打擊做出之前移除該物體也不允許。 

球員在做打擊時，其桿弟決不可蓄意地站在該擊球線之上或旁邊，或做任何事

情(例如，在該果嶺上指出一個點或造成影子)指示該擊球線。 
例外－桿弟照管旗桿：桿弟可以站在其球員的擊球線之上或近處照管旗桿。 

(3) 禁止放置物體協助採取站位。球員為了打擊採取站位時，決不可放置或讓他

人為自己放置任何物體(例如球桿)在地面上指示擊球線，以協助自己對準雙腳

或身體的位置。 

  如該球員在採取站位時違反本條規則，即使他退開該站位及移除該物體，也不

能免於處罰。 

規則10.2b(3)之解釋： 

10.2b(3)/1~允許在球後地面上放桿頭以協助球員採取站位 
規則10.2b(3)不允許球員放下物體(比如校準棒或高爾夫球桿)以協助該球員採取

站位。 

但這項禁止並未制止球員將他的桿頭放在球後面，比如當球員站在球後面並將球

桿頭垂直於擊球線上，然後沿著球後周圍走動採取他的站位。 

(4) 桿弟站在球員後方之限制。從球員為該次打擊開始採取站位直至做出該打擊
止： 

  ․該球員的桿弟決不可藉任何理由蓄意站在該球後方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

近。 

  ․如球員在採取站位時違反本條規則，即使他退開也不能免於處罰。 

  例外–球在該洞果嶺上：當球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上時，如該球員退開該站位，

且直到其桿弟離開該位置後，才再次採取站位，依本條規則並無處罰。 

規則22、23及24：(在比賽的形式涉及搭檔時，球員的搭檔及搭檔的桿弟可以採

取如同該球員的桿弟，依規則10.2b(2)及(4)可以採取的行動之相同行動(具有相同

之限制))。 
編註: 規則 10.2b(4)適用之解釋(2019.2.6) 
Rule 10.2b(4) 
1. 為該打擊 “開始採取站位” 的意思 

Rule 10.2b(4)禁止球員在開始採取站位時，讓他的桿弟以任何理由蓄意地站在該球後
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至於所謂 ”該打擊” 意指實際上被做的該次打擊。 
當球員至少將一隻腳站在其站位之位置時，他即為實際被做的該次打擊開始採取站

位。 
如球員從該站位退開，則 Rule 10.2b(4)之黑點 2 即不適用。 
因此，如球員採取站位雖是在他的桿弟蓄意地站在該球後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
近時，但如該球員退開該站位且在該桿弟離開該位置之前未再開始採取站位，則依
Rule 10.2b(4)並無處罰，此規定適用比賽場地的任何地方。 
退開是指球員將腳或身體從對準目標線可能有助於指示的位置上移開。(2019.2 增訂) 

2. 當球員開始採取站位時，桿弟非蓄意站在該球後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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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Rule 10.2b(4)禁止球員在開始採取站位時，讓他的桿弟以任何理由蓄意地站在該球後
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至於所謂 ”該打擊” 意指實際上被做的該次打擊。 
“蓄意地”一詞在使用上要求桿弟察覺(1)該球員正在為該次打擊開始採取站位，且(2)
自己正站在該球後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 
如該桿弟未察覺上述二項之任一，則他的行為即非蓄意，因此 Rule 10.2b(4)不適用。 
舉例說明下列行為不被認為是蓄意地： 
- 桿弟正在耙沙坑或正在做一些類似照護場地的舉動，但他未察覺自己是在該球後方

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 
- 球員做出打擊且球停在球洞近處，球員向前將球輕打進洞，而他的桿弟並未察覺自

己正站在該球後方其擊球線的延伸之上或附近。 

- 桿弟正站在該球後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但剛好是在該球員要就定位開始
採取站位，當時該桿弟並未面對該球員或正看著不同的方向，因此並未察覺該球員
已開始採取站位。 

- 桿弟被指示做某一任務(例如計算碼數)，但他不知道該球員已經開始採取站位。 
但上述所舉例子中，如該桿弟一旦知悉該球員已開始採取站位，而自己正站在該球後
方其擊球線的延伸線上或附近，則該桿弟需盡一切努力從該位置離開。 
桿弟所採取與球員設置其球無關的一般行動，例如查明揮桿是否會打到樹、球員是否
受到車道的妨礙，或在球員做打擊前幫他撐傘，這些行動都不會被認為是 Rule 10.2b(4)
中的蓄意。在幫球員做完這類舉動後，只要該桿弟在該次打擊前離開那樣的位置就不
會有處罰。 
如球員或桿弟企圖規避本規則所確保對準目標線是球員自己必須克服的挑戰之主要
目的，則該桿弟的行動將被視為是蓄意地。(2019.2 增訂) 

 

規則10.2b(4)之解釋： 
10.2b(4)/1~何時球員開始採取他的站位之例子 
因瞄準預定目標是球員必須單獨克服的挑戰之一，所以規則10.2b(4)不允許該球員

在開始採取他的站位時，蓄意讓他的桿弟站在他後面。 

因每位球員都有他自己的擺放站位的慣例，所以未設定球員何時開始採取站位的

決定程序。但如球員的雙腳或身體接近至可帶來對瞄準預定目標有用的引導位

置，則應決定該球員已開始採取他的站位了。 

球員何時開始採取站位的例子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站在球旁但面向該洞球洞並以他的球桿放在該球後面，然後開始將他的身

體轉向面對該球。 

․站在球後面確定目標線後，該球員向前邁出一步，然後開始轉動他的身體，並

為該打擊將一隻腳放在適當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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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質協助及對自然因素之防護。球員在下列情形下，決不可做打擊： 

  ․在獲得他的桿弟或其他任何人之實質協助時，或 

  ․在他的桿弟、任何其他人或物體，蓄意地設置在可以對陽光、雨、風或其他

自然因素提供防護的位置上時。 

在該次打擊做出之前，除了規則10.2b(3)及(4)所禁止之外，這樣的協助及防護是

被允許的。 

本條規則並未禁止球員在做打擊時，自己對自然因素採取防護的行動，例如，穿

著防護服裝或撐傘在自己的頭上。 

規則10.2b(5)之解釋： 

10.2b(5)/1~球員可以要求另一非蓄意安置的人走開或留在原地 
雖然球員不得為了遮住球上的陽光而放置物體或安置人，但當某人(比如觀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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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某位置上時，該球員可以要求該人員不要走開，以便陰影仍留在該球上，或

可以要求該人員走開，使他的影子不再遮在該球上。 

10.2b(5)/2~球員可以穿著防護服裝 
雖然球員為了對自然因素之防護決不可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但為了對自

然因素之防護他可以穿著防護服裝。 

例如，如球員的球靜止在正好靠近一棵仙人掌旁，如他在仙人掌上放一條毛巾以

改善他的預定站位之範圍，將違反規則8.1a(改善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的行動)。但

為了防護被仙人掌的刺扎到，該球員可以在他的身上包上毛巾。 

違反規則10.2之處罰：一般處罰。 
 
10.3 桿弟                                                       
規則之目的： 

在回合中，球員可以有一位桿弟來幫他攜帶球桿、提供建言及其他協助，但桿弟

被允許可做的事有其限制。球員對其桿弟在回合中之行為負責，且如其桿弟違反

規則將遭受處罰。 

10.3a 在回合中桿弟可以協助球員  

(1) 球員在任一時間點只允許有一位桿弟。 

  在回合中，球員可以有一位桿弟為其攜帶、運送或照管他的球桿，提供建言
及以其他被允許的方式協助他，但有下列限制：  

  ․球員在任何時候決不可有一位以上的桿弟。 

  ․球員可以在回合中更換桿弟，但決不可只是為了從新桿弟處獲得建言之目

的而暫時這樣做。 

  不論該球員是否有桿弟，與該球員一起步行或乘車，或為該球員攜帶其他物品

(例如雨衣、傘、食物及飲料)之其他任何人，除非他被該球員指定為桿弟，或

他也為該球員攜帶、運送或照管球桿，否則並非該球員之桿弟。 
(2) 二位或更多位球員可以共用一位桿弟。當有規則問題涉及一位被共用的桿弟

之特定行動，且需要決定該行動是為哪位球員所採取時： 

  ․如該桿弟的特定行動是在，共用該桿弟的球員之一的明確指示下採取的，則

該行動是為該球員所採取。 

  ․如那些球員都沒有做出該行動的明確指示，則該行動被視為是涉入該規則事

件之球的球員所採取。 

見委員會程序，第 8 款項；當地規則範本 8H 款第 H-1 項(委員會可以採用，禁止

或要求使用桿弟，或限制球員對桿弟之選擇之當地規則)。 

違反規則 10.3a 之處罰： 
․球員在同一個時間有超過一位桿弟的協助期間之各洞，遭受一般處罰。 

․如本違規行為是在二洞之間發生或持續至下一洞，則該球員要在下一洞遭受一
般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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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10.3a之解釋： 

10.3a/1~球員以電動高爾夫球車運送球桿並僱用一人執行桿弟的所有其他
職務 

允許球桿由他自己駕駛的電動高爾夫球車運送之球員僱用一人履行桿弟的所有

其他職務，而此人被認為是桿弟。 

只要該球員沒有又僱用別人開車，則允許這種安排。在又僱用別人開車的情況下 

，因駕駛球車者正在運送該球員的球桿，所以他也是桿弟，且該球員因有多位桿
弟，依規則10.3a(1)要受到處罰。 

10.3a/2~球員不在回合比賽時可以為另一名球員擔任桿弟 
在一場競賽中的球員可以為另一在相同競賽的球員擔任桿弟，但該球員正在打他

的回合或當地規則限制球員擔任桿弟時除外。 

例如： 

․如二名球員在同一場競賽中參賽，但在同一天不同的時間比賽，他們被允許彼

此互為桿弟。 

․在比桿賽，如一組別中的某位球員在回合中棄權退賽，他可以為該組的另一

位球員擔任桿弟。 

10.3b 桿弟可以做什麼事 

下列是桿弟被允許及不被允許的行動之例子： 

(1) 被允許的行動。當規則允許時之行動，桿弟可以去做如下列之行動：  

  ․攜帶、運送及照管其球員之球桿及其他裝備品(包含駕駛球車或拉手推車)。 

  ․尋找該球員的球(規則7.1)。 

  ․在其球員的打擊做出之前，提供資訊、建言及其他協助(規則10.2a及10.2b)。 

  ․整平沙坑，或採取其他行動來照護比賽場地(規則8.2之例外，8.3之例外及規

則12.2b(2)及(3))。 

  ․移除該洞果嶺上的沙子或鬆土，或修復其上之損壞(規則13.1c)。 

  ․移開或照管該洞旗桿(規則13.2b)。 

  ․標示該球員在該洞果嶺上的球之球位、並將之撿起及置回 (規則14.1b之例

外及14.2b)。 

  ․將其球員的球弄乾淨(規則14.1c) 

  ․移除鬆散自然物及可移動之人造物(規則15.1及15.2)。 

(2) 只在球員之授權下才被允許的行動。下列行動是規則允許球員可以做的，但

桿弟必須在該球員之授權下才可以去做(授權必須每次都明確地給與，不可以

概括性地給與整個回合) ： 

  ․恢復該球員的球靜止後被惡化的條件(規則8.1d)。 

  ․當該球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時，依要求將球置回之規則，或在

該球員已決定依某規則採取脫困之後，撿起該球員的球(規則14.1b)。 

(3) 不允許的行動。桿弟不被允許為其球員做下列之行動： 

  ․讓與該球員之對手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或同意該對手在該組比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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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規則3.2)。 

  ․當該球員為該打擊開始採取站位直至做出該打擊止，蓄意站在該球員的球

後擊球線之延伸線上或近處(規則10.2b(4))，或採取規則10.2b所禁止的其他行

動。 

  ․除非該球已被該桿弟撿起或移動，否則不允許該桿弟置回該球(規則14.2b)。 

  ․將一球拋下或置放在脫困區內(規則14.3)。 

  ․決定依某規則採取脫困(例如，依規則19將球視為無法打，或依規則16.1或17

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或處罰區採取脫困)；桿弟可以建議該球員這樣

做，但必須由該球員自己決定。 

10.3c 球員要對其桿弟之行為及規則之違反負責 

球員對其桿弟在回合中及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之行為負責，但不對其桿弟在

回合之前或之後的行為負責。 

如桿弟的行動違反某一規則，或如該行動由該球員採取也會違反該規則，則該球

員將依該規則遭受處罰。 

當某規則之執行取決於該球員是否知道某些事實時，則該球員所知道的被視為包

含其桿弟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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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運動中之球意外地打到人、動物或物體；蓄意影響運動 

  11     中之球的行動   
規則之目的： 

規則11說明如球員的運動中之球打到比賽場地上的人、動物、裝備品或其他的任

何東西的處理程序，當這是意外發生時並無處罰，不論結果是否對該球員有利，

他通常都必須接受，並從該球靜止的地方打它。規則11也禁止球員蓄意地採取行

動去影響任一運動中的球可能靜止的地方。 

一在比賽狀態且在運動中之球(不論是在打擊後或其他原因)，在任何時候均適用

本條規則，但不包含拋球在脫困區內，該球尚在運動中時之狀況，這種狀況說

明於規則14.3。 

11.1 運動中之球意外地打到人或局外之影響力                      

11.1a 對任何球員都免罰 

如球員運動中之球意外地打到任何人或局外之影響力： 

․對任何球員皆無處罰。 

․即使球打到該球員自己、其對手或任何其他球員，或任一他們的桿弟或裝備
品，亦無處罰。

例外─在比桿賽在果嶺上打球：如球員運動中之球，打到另一靜止在該洞果嶺上

的球，且二顆球在該次打擊之前，都靜止在該洞果嶺上，則該球員遭受一般處
罰(罰二桿)。

11.1b 球必須依它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 

如球員運動中的球意外地打到任何人或局外之影響力，必須依該球的球位所處
之狀態打球，但下列為二種例外情況： 

例外1─當球從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打出後，靜止在任何人、動物或移動中之局

外之影響力之上時：該球員決不可依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而必須依下

列方式採取脫困： 

․當球在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時。該球員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在下列所述之脫困
區內拋下(見規則14.3)： 

  »參考點。該估計之參考點是原球在該人員、動物或正在移動中的局外之影
響力之上最初靜止處之正下方的位置。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有下項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必須與該參考點在相同的比賽場地之區域內，且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當球在果嶺上時。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4.2b(2)及14.2e將球置回之程序，將原球

或另一球置在該估計之參考點上(該球在該人員、動物或正在移動中的局外之
影響力之上最初靜止處之正下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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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2─當球從果嶺上打出後，意外地打到在該果嶺上之任何人、動物或可移動

之人造物(包含另一運動中的球)時：該次打擊取消不計，且除了下列二種情況之

外，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原球的原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

14.2)： 

․ 運動中之球打到在該洞果嶺上的另一靜止球或球標。該次打擊計入桿數，且

必須依該球之球位所處之狀態打球(在比桿賽是否施加處罰，見規則11.1a)。 

․  運動中的球意外地打到該洞旗桿或照管旗桿的人 。這種情況適用規則

13.2b(2)，而非本條規則。 

違反規則11.1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

或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規則11.1b之解釋： 

11.1b/1~當打擊不算時從球被該打擊後靜止處打球是從錯誤的地方打球 
當打擊被對手取消時(比如依規則6.4a(2)~不按順序打球)，或依一規則不算時(比

如依規則11.1b之例外2~當球從果嶺上打出意外擊中在果嶺上的任何人、動物或可

移動之人造物(包括另一在運動中的球)時)，在該球員的桿數內該打擊忽略不計就

如同從未發生過一樣。如該球員未將該球置回，而是從該球靜止處打球，則因該

球員被要求重打該打擊，所以他是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且規則14.7(從錯誤的地方

打球)適用。 

例如，球員從該洞果嶺上推球而當旗桿被移開時，該球意外擊中從球洞中拉出

的洞壁襯套(規則11.1b之例外2)，該球員未將該球置回並重打該打擊，而是從它

靜止處打球。該次球意外擊中洞壁襯套的打擊桿數不計入該球員之桿數內，但由

於不按要求將該球置回，該球員已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且規則14.7適用。 

如球員不按順序打球且該打擊被對手依規則6.4a(2)取消時，也適用這解釋。 

11.1b/2~當球被意外擋轉或擋停後又移動時該如何處理 
如球被意外擋轉或擋停後停靠在某人或局外之影響力旁，然後該人員或局外之
影響力移開或被移開，則適用規則9，且該球員必須適當地遵循該規則。但如該

球停靠在某人或局外之影響力後又移動，則無依規則9之處罰。 

免予處罰的例子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的球在被其對手意外擋停後停靠在該對手的腳邊，而該球由於該對手走

開而移動。該球員必須按規則9.5之要求將該球置回，而該球員與其對手都不

會受到處罰。 

․球員運動中之球從小丘滾回後被他自己的球桿意外擋停，而該球因移開球桿而

移動。該球員必須按規則9.4的要求將該球置回，而不受處罰。 

對於其他情況，當球被局外之影響力(比如動物)意外擋轉或擋停，且該局外之影
響力移開並造成該球移動時，要如何處理見規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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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運動中之球被人蓄意擋轉或擋停                             

11.2a 規則11.2何時適用 

本條規則只有在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員運動中的球被人蓄意地擋轉或擋停

時，亦即在下列情況下才適用： 

․該運動中的球被人蓄意碰觸，或 

․該運動中之球打到任何裝備品或其他東西(但不含球標、或是因打擊或其他因

素造成該球進入運動狀態之前，已呈現靜止狀態的另一球)或任何人(例如該球

員的桿弟)，而這些東西或人都是該球員蓄意安置或留在可以擋轉或檔停自己

運動中之球的特定位置上的。 

例外─在比洞賽，當球沒有合理機會進洞時被蓄意地擋轉或擋停：當對手在運動

中的球沒有合理的機會可以進洞之時間點被蓄意地擋轉或擋停，而這樣做是在讓

與該對手之下一打擊時或在該運動中之球要打進洞才能打平該洞時之舉動，則這

種情況適用規則3.2a(1)或3.2b(1)，而非本條規則。 

如球員合理地相信一球或球標可能有助於或會妨礙打球，則在做打擊之前，他有

權使該球或球標被撿起，見規則15.3。 

規則11.2a之解釋： 

11.2a/1~在球員了解如球擊中裝備品會有所幫助後將它留在適當的位置上 
規則11.2適用於球員起初並無為了使運動中之球被擋轉而安置裝備品、其他物體

或人員的情況，但一旦由該球員如此安置，他就意識到它可能會擋轉或擋停該球

並蓄意將它留在那裡。 

下列情況是球員要受到處罰的例子： 

․在耙平沙坑後，球員將沙耙放在該洞果嶺與該沙坑之間，但並無任何它會影

響該球之想法。而該球員現在有一朝向該沙坑下坡推球，意識到那支沙耙可能

擋停他的球，且在未先移開該沙耙的情況下打球，結果該球員推球而該球被那

支沙耙擋停。 

下列情況是球員不須受到處罰的例子： 

․前組球員在該洞果嶺與該沙坑之間留下一支沙耙。有位要朝向該沙坑下坡推

球的球員看到那支沙耙並將它留在那裡，因如他的推球太大力，它可能擋停該

球，結果該球員推球而該球被那支沙耙擋停。 

11.2b 何時對球員施加處罰 

․當球員蓄意去擋轉或擋停任一在運動中之球，則他遭受一般處罰。 

․不論該球是自己的球，或其對手或在比桿賽中另一球員所打的球，皆適用上

項處罰。 

例外─在水中移動的球：當球員依規則16.1及17採取脫困時，撿起他在臨時積水
或在處罰區之水中正在移動的球，並無處罰(見規則10.1d之例外3)。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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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c 球被蓄意擋轉或擋停後必須從何處打球 

如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員在運動中之球，被他人蓄意擋轉或擋停時(不論該球

是否有找到)，該球決不可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擊打，該球員必須依下列規定採

取脫困： 

(1) 當打擊是從果嶺以外之處做出時。該球員必須根據該球如未被擋轉或擋停

時，它可能會靜止的估計點採取免罰脫困：  

   ․當球可能會停在該洞果嶺以外之比賽場地上任何地方時。該球員必須依下

述規定將原球或另一球在脫困區內拋下(見規則14.3)：  

     »參考點。該球可能會靜止的估計點。 

     »從參考點量出脫困區之範圍。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有下項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必須在與該參考點相同之比賽場地之區域內，且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當球可能會靜止在該洞果嶺上時。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4.2b(2)及14.2e置回一

球之程序，將原球或另一球置放在原球可能會靜止之估計點上。 

   ․當球可能會靜止在界外時。該球員必須依規則18.2採取桿數與距離之罰桿

脫困。 

規則11.2c(1)之解釋： 

11.2c(1)/1~當球已靜止在處罰區內時之選項 
當運動中之球被蓄意擋轉或擋停，且據估計它會靜止在處罰區內，則其球員可以

選擇在該處罰區內拋下一球(規則11.2c(1))，或從該處罰區採取罰桿脫困(規則

17.1d)。 

如該球員因不想在該處罰區內拋下一球，而決定從該處罰區採取罰桿脫困，則

當依規則17.1d採取罰桿脫困時，該球員必須估計該球最後會穿越該處罰區邊界的

點。 

(2) 當打擊是從果嶺上做出時。該次打擊取消不計，且必須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回
該球的原點上(如原點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違反規則11.2打了不正確替代之球或從錯誤的地方打球之處罰：依規則6.3b

或14.7a，一般處罰。 

如單一行為或相關行為造成多重違反規則，見規則1.3c(4)。 
 
11.3 蓄意地移動物體或改變對運動中之球有影響之條件             
當一球在運動中之時，球員決不可蓄意地採取下列行動，去影響該球(不論是該球

員的球或另一球員的球)可能會靜止的地方： 

․採取在規則8.1a所列之任一行動去改變其實質條件(例如，回填草皮斷片，或壓

下草皮隆起的區塊)，或 

․撿起或移動： 

»鬆散自然物(見規則15.1a之例外2)，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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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移動之人造物(見規則15.2a之例外2)。

例外─移開旗桿、靜止在該洞果嶺上的球及其他球員的裝備品：本條規則並未禁

止球員去撿起或移開： 

․已從球洞被移開的旗桿， 

․靜止在該洞果嶺上的球，或 

․任一其他球員的裝備品(但不含在該洞果嶺以外的靜止球，或在比賽場地上任

何地方的球標)。

當一球在運動中時，從該洞球洞中移開旗桿(包含被照管的)，是適用規則13.2 

，而非本條規則。 

違反規則 11.3 之處罰：一般處罰。 
見規則22.2(在四人二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搭檔的行動視為

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規則23.5 (在四球賽中，任一搭檔可以替該方行動，且該

搭檔採取有關另一搭檔球員的球或裝備品的行動，視為另一搭檔球員的行動)。 

規則11.3之解釋： 

11.3/1~影響運動中之球的蓄意行動之結果是不相關的 
規則 11.3 適用於球員或其桿弟為了影響運動中之球而採取蓄意行動的情況，即使

該蓄意行動並不影響該球在哪裡靜止，該球員也違反了本規則。 

依規則 11.3 該球員受到一般處罰的例子，且在比桿賽該球必須在它靜止處打

球，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的球位於一般區域的斜坡底部。該球員做打擊且當該球從斜坡上回滾期

間，該球員為了防止該球滾進並靜止在惡劣處境的位置，乃壓下一塊凸起的草

皮塊。 

․球員認為放在地面上的沙耙可能會擋停或擋轉另一球員在運動中之球，所以該

球員拿起該沙耙。 

並無處罰的例子，且在比桿賽該球必須在它靜止處打球，包括下列情況： 

․球員的球位於一般區域的斜坡底部。該球員做打擊而該球開始從斜坡上回

滾，未意識到該球回滾到原先打球的區塊，該球員在無任何意圖影響該球可能

靜止處之下將一塊凸起的草皮塊壓下。即使該球靜止在被壓下的區塊也無處

罰。 

․在做打擊後且該球在運動中期間，該球員拿起一支附近的沙耙將它交給另一球

員，以便用於即將面臨的沙坑擊球，而該球員的球滾過該沙耙被拿起的區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