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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員會的職責                                               
高爾夫規則定義委員會為單一人或團體負責一場競賽或比賽場地。委員會是適當

進行比賽的必要條件。委員會有責任在日常基礎或為特定的競賽管理比賽場地，

且始終以支持高爾夫規則的方式進行。 “高爾夫規則官方指南”的這一部分為

委員會履行這一職責提供了指導。 

雖然委員會的許多職責都是針對管理有組織的競賽，但委員會職責的一項重要部
分與其在一般情況或每天比賽中對比賽場地的責任有關。 

1A 一般性比賽                                                    
即使競賽未受到質疑，委員會確定打休閒回合或他們自己的競賽之球員會遵循高

爾夫規則進行仍然是重要的，這種類型的比賽在整個委員會的程序中稱為一般性

的比賽。 

在一般性比賽期間，委員會的組織架構比起正規競賽較不正式，在許多情況下委

員會的職責是由一位或多位球場代表承擔，譬如高爾夫職業球員、球場經理或其

他球場的員工。這個委員會的職責包括： 

․確認比賽場地有適當地劃設(第二節第 2 條)， 

․制定一般性比賽的任何當地規則(第二節第 3 條)， 

․制定並執行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的指南(第二節第 4 條第 4A 款)， 

․考慮何時該因天氣或其他狀況而暫停比賽(第二節第 4 條第 4B 款)，且 

․當球員有關於一般性比賽的問題時提供規則的支援(第二節第 4 條第 4C 款)。 

1B 競賽                                                          
當負責一場競賽時，委員會在比賽前、比賽中及比賽後都有責任確保該競賽依規

則順利進行。 

提供給委員會的可用資源將根據比賽場地或正在進行的競賽層級而有所不同，因

此，委員會可能無法貫徹所有建議的做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委員會需對各場競

賽決定其優先順序。 

比賽開始前的期間可以說是確保該競賽順利進行的最重要時期。委員會在此期間

的職責可能包括： 

․制定競賽條件(第三節第 5 條第 5A 款)， 

․審視及調整比賽場地的劃設(同條第 5B 款)， 

․審視當地規則並制定附加當地規則(同條第 5C 款)， 

․界定比賽場地是否可以練習且可以練習的地點(同條第 5D 款)， 

․決定開球區及要使用的球洞位置(同條第 5E 款)， 

․制定並公佈比洞賽的組別或比桿賽編組表及開始比賽的時間(同條第 5F 款)， 

․規定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政策(同條第 5G 及 5H 款)，及 

․準備球員及裁判們所需要的文件(同條第 5I 款)。 

一旦競賽已開始，委員會有責任確保參賽者獲得根據規則所需的資訊，並協助他

們應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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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球員資訊讓他們知道現行的任何當地規則、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政策，也

包含其他譬如使用哪個開球區及球洞位置等重要資訊(第三節第 6 條第 6A 款)， 

․準時開始各組的比賽(同條第 6A 款)， 

․確保比賽場地已適當地配置、劃設及維護(同條第 6B 款)， 

․對球員提供規則的協助(同條第 6C 款)， 

․執行打球速度之政策(同條第 6D 款)， 

․因天氣或其他狀況而暫停比賽，然後決定何時應恢復比賽(同條 6E 款)， 

․提供一區塊讓球員提交比洞賽一對抗組結果，或繳回比桿賽的記分卡(同條第

6F 款)， 

․在比桿賽使該回合的所有成績有效(同條第 6F 款)，及 

․制定並公佈是否有先前尚未公佈的其他回合的編組表及開始比賽的時間(同條

第 6G 款)。 

一旦比賽已結束，委員會的職責包括： 

․解決在比桿賽任何平手的情況(第三節第 7 條第 7A 款)， 

․確認最終結果並結束該競賽(同條第 7B 款)， 

․頒獎(同條第 7C 款)，及 

․處理競賽結束後出現的任何爭議(同條第 7D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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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場地劃設及修補那些必要的標記是委員會所負責的持續性工作。 

良好的場地劃設可以幫助球員根據規則比賽且消除困惑，例如，球員可能不知一

個未被標示的池塘(處罰區)該如何進行，或不知該如何確定球是否出界。 

2A 界外                                                          
委員會適當地標示場地界限且維持這些標示，讓將球打到場地界限附近的球員能

確定他的球是否在界內或出界是重要的。 

(1)  確定及標示場地界限的一般指南 
委員會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標示場地界限，委員會可以在適當位置上用樁或漆線標

示。已存在的圍籬或圍牆可以用來界定場地界限，也可以用比如馬路或建物等永

久結構物的邊緣為界。 

在為比賽場地決定界限且劃設時，委員會應該考慮下列事項： 

比賽場地產權邊界 

․比賽場地上私人產權與公共道路接壤的地方，強烈建議委員會將這些區域界定

為界外，通常這些產權有圍牆或圍籬可以做為比賽場地的界限。當這些存在

時，一般不需要用樁將場地界限往內移，但委員會可能希望將場地界限往內移

(例如：用界樁)以提供鄰接的不動產額外之保護。 

․並未要求比賽場地須要有界限，但建議為了防止從比賽場地產權以外的地方做

打擊而劃設界限。然而可能會有一些地方存在大型開放區域，這些區域與實際

產權線接壤，並不反對球員在那裡打球，在這種情況下則不需要用樁或其他東

西來界定場地界限。 

․當用已存在的構造物，比如圍籬或圍牆用來界定場地界限時，該構造物整體是

場界標示物，不得從它免罰脫困。 

使用界樁 

․界樁應用白色的，但也可以用其他顏色。 

․可能有一些不同顏色的樁已經在適當位置上，或委員會有理由用其他顏色的樁

與比賽場地上其他部分做區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應在記分卡上、會

館公佈欄、當地規則或以其他方式通知球員。委員會應避免使用紅樁或黃樁來

標示場地界限才不至於造成與處罰區混淆。 

․樁與樁之間的距離可以不同，但最好是從一根樁應可以看到另一根樁以確定球

是否出界。檢查灌木叢、樹或其他類似物使不致遮掩一些樁，或造成樁與樁之

間不易看見是很重要的。通常樁與樁之間的距離應不超過 30 步，讓球員能容

易看到它們之間。 

使用漆線 

․用來界定場地界限的漆線應是白色，但也可以用其他顏色。委員會應避免使用

紅線或黃線來標示場地界限，才不至於造成與處罰區混淆。 

․當場地界限是以在地面上的漆線來界定時，委員會也可以設置界樁讓場地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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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遠處可見。當放置界樁來指示球員場地界限在何處時，界定場地邊界的漆線

應明確，且除非當地規則有特別規定，否則這些界樁不界定邊界，但它們是場

界標示物，不可以從它免罰脫困(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5 項)。 

․有時委員會可能不希望在道路或人行道上噴上白線，在這種情況下，標示場地

界限最不明顯的方式是在地上噴上一系列的白點。完成後，當地規則應用來告

知球員場地界限是如何標示(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1 項)。 

標示界外的其他方式 

․用圍牆、道路的邊緣或其他樁、圍籬或線條之外的任何東西來界定場地界限

時，委員會須要闡明場地界限的邊界在何處，例如，當用圍牆來界定場地界限

時，委員會應指明是圍牆的內緣邊界是場地界限，或只在球越過該圍牆才是在

界外(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2 項)。 

․場地界限可以用溝渠來界定，以球在溝渠內或越過該溝渠是在界外。樁可以用

來讓場地界限溝渠引起注意，而這些樁除非當地規則另有規定，否則是場界標

示物，不可以從它免罰脫困(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5 項)。 

其他考量 

․一些特定功能比如維護區、會館及練習場，雖然是該球場的產業也可以用當地

規則界定為界外(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1 項)。 

․規則並不考量在打一洞期間一區域有多種定位，所以一區域決不可因特定的打

擊或從比如開球區等特定區域做打擊，而將之界定為界外。 

․規則適用於球經打擊後靜止的位置，而非球在運動中飛越的區域，因此委員會

無權制定當地規則說明球越過某個區域，即使未靜止在那個區域也是在界外。 

(2)  標記場內界外 
為了保持一洞的特色或保護在鄰接洞上的球員，委員會可以在二洞之間設立場地

界限。 

如場內之場地界限未連接到比賽場地的界限，則標示該場地界限的起點及終點是

重要的。建議將二根樁並排放置，並以一定角度指示該場地界限朝所需方向無限

延伸。 

場內之場地界限可以只應用在一洞或超過一洞之打球。當該洞或各洞間有場內界

外，且那些界樁的定位對其他洞打球過程中是不適用時，則應以當地規則明確說

明(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A-4 項)。 

2B 開球區                                                        

委員會應始終嘗試將開球區標誌放在足夠距離的位置，以便球員可以完整地使用

允許的二支球桿長度。 

開球區的寬度並無限制，但二個開球區標誌間維持 5 到 7 步的距離是好的作法。

放置太寬會讓球員較難確定球是否架在開球區範圍內，且也會使得在標準桿三桿

的洞造成太大片區塊的草皮凹洞。 

有關開球區標誌可能位於何處的指南，為了差點目的而提交的成績，請參閱在當

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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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處罰區                                                         

處罰區是比賽場地的區域，允許球員在該處罰區之外可能比他的球原靜止處有明

顯距離的位置，以罰一桿脫困。根據”處罰區”定義之規定，應標示含有湖泊、

溪流、河流或池塘等有水的區域是處罰區。 

委員會可以標示比賽場地上其他的部分為處罰區。而委員會可以選擇標示比賽場

地上其他部分或特色為處罰區的理由是： 

․當在該區域內的球很可能幾乎總是遺失時，例如茂密的植栽區，提供一項用以

取代依規則 18.1 桿數與距離進行的替代方案。 

․當就該球所在位置依規則 19.2b 及 19.2c 採取罰桿脫困很可能無法有效脫困時，

例如火山岩或沙漠區域，提供一項用以取代依規則 19.2(無法打之球)桿數與距

離之選項進行的替代方案。 

(1)  決定何時將不含水的區域標示為處罰區 
委員會應在決定將不含水的區域標示為處罰區之前考慮下列要點： 

․事實上將困難的區域標示為處罰區可以加快打球速度，但並不表示委員會應感

覺被迫要這麼做。還有許多其他相互競爭的考慮因素，例如該洞的挑戰性、設

計師原始設計意圖之完整性，以及為整個比賽場地中打到類似區域的球提供合

理一致的結果。例如，假使叢林在一個洞與球道接壤並已被標記為處罰區，則

委員會應考慮在其他洞以相同方式處理類似的區域。 

․委員會應考慮在處罰區外遺失球的球員將比在處罰區內遺失球的球員受到更

大的處罰。如在處罰區邊緣附近有濃密的粗草區而球可能會在該處遺失，則委

員會可能需要考慮將此類區塊包括在該處罰區內。 

․委員會應牢記，球位於處罰區內的球員將無法引用規則 19 無法打之球的選項。

讓該球員回到球越過處罰區邊界的位置罰桿脫困，而不是在找到球那裡的二支

球桿長度範圍內拋球的選項，可能對該球員而言是明顯不利，且可能對打球速

度產生負面影響。 

․委員會不應將通常為沙坑的沙地區域界定為處罰區。但可能存在沙地區域沙子

自然流入諸如海灘的處罰區內之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處罰區的邊界與沙坑可

以彼此毗連，其中一部分沙子位於該處罰區內。 

․委員會通常應將與比賽場地接壤的球場產業界定為界外而不是處罰區。 

․如委員會考慮將界外地區界定為處罰區以有助於打球速度，則委員會可以決定

使用參照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 E-5 項的當地規則給予對桿數與距

離脫困的變通方式。然而這樣的結果是球員要被罰二桿，這也提供一個機會，

如該區域被標示為處罰區而桿數與距離脫困可能不是選項時，讓球員儘速離開

該區域回到球道。 

․當增加或移除處罰區時，委員會應參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

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以確定變更是否會對已發佈的球場評級產生影響。 

(2) 如何標示及界定處罰區的邊界 
從處罰區脫困時，球員通常需要知道球最後進入該處罰區邊界的點及該點所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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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區是標示為紅色或黃色。 

․建議委員會用噴漆(及/或)樁來標示邊界，以便球員不致有疑慮。 

․當以漆線標示處罰區之邊界而樁用來識別該處罰區時，樁應放在邊界線上或處

罰區邊界外是委員會的裁量權。將樁放在正好邊界線外是確保球如靜止在倒下

或被移除的樁所造成的洞內時，其球員有權免罰脫困。 

․委員會界定處罰區的邊界可以用書面清楚描述，但只在邊界所在的地方很少或

無疑慮時才應這樣做，例如，被視為處罰區的一大片岩槳或沙漠區域，在這些

區域的邊界之間適合打球的區域已明確定義，則委員會就能用這些岩床或沙漠

的邊界當作該處罰區的邊界。 

(3)  決定標示處罰區邊界的地方 
明確標示處罰區邊界對允許球員採取脫困是重要的。委員會在決定在何處標示處

罰區之邊界時，應考慮下列因素： 

․以漆線及樁界定處罰區之邊界時，應盡可能沿著該處罰區的天然界限安置，例

如，地面開始往下形成含水的窪地。這是確保球員脫困後不會被迫站在他的球

明顯高於或低於他們的腳或站在水裡，對左撇子及右撇子揮桿的球員均應考

量。 

․當處罰區是接壤一般區域球可能會遺失的部分時，它可能會影響球員確定是否

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是在該處罰區內的能力，因此該球員不能引用規則 17

來採取處罰區脫困。基於此理由，委員會可以決定延伸該處罰區之邊界至天然

界限的外側，且包含可能很難找到球的其他區域。 

․委員會應考量球在處罰區內時的球員是不被允許從該處罰區內的比賽場地之

異常狀況免罰脫困，例如，假使有一個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比如車道或噴水頭，

靠近委員會考慮要標示為處罰區的區域，委員會可能要維持該不可移動之人造

物在該處罰區之外，以便球員有權從它免罰脫困。 

(4)  是否將處罰區標示為紅色或黃色 
大 部 分 的 處 罰 區 應 標 示 為 紅 色 以 提 供 球 員 側 面 脫 困 的 額 外 選 項 ( 見 規 則

17.1d(3))。但如該洞的一部分挑戰是球要越過一處罰區，比如越過果嶺前方的溪

流，且很可能越過溪流的球會重新落入其中，委員會可以決定標示這處罰區為黃

色。這確保了在滾回該處罰區之前落在該處罰區遠側(譯註：靠果嶺那一側)的球，

不能依側面脫困的選項在該側拋球。 

當處罰區被標示為黃色時，委員會應確保球員能依規則 17.1d(2)在向後延伸線上

拋球，或考慮增加一處拋球區，以便球員會有除了桿數與距離之外的選項。 

委員會不需要標示任何處罰區為黃色，為簡單起見，委員會可以決定將所有處罰

區標示為紅色，如此球員對脫困可以利用的選項就不至混淆。 

(5)  處罰區紅色與黃色間定位的變化 
委員會可能希望將一處罰區的部分標示為紅色，且相同處罰區的其他部分標示為

黃色。委員會應決定最佳轉換點以確保球不論從黃色處罰區的何處進入，球員都

能依規則 17.1d(2))在向後延伸線上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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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牢記球員脫困的選項是基於他的球最後進入該處罰區邊界的點而非該球在該

處罰區內靜止的位置。 

在該處罰區邊界改變點的地方，建議用紅黃樁靠在一起明顯的標示該處罰區定位

改變的位置。 

依照使用的開球區，處罰區的定位可能不同 

在球越過處罰區的場合，比如三桿洞的池塘，從後面的梯台開球是對該洞挑戰的

一部分而從前面的梯台則否，委員會可以決定用黃樁或黃線來界定它，且利用當

地規則表明從前面梯台開球時該處罰區是紅色處罰區。 

在洞與洞之間，處罰區的定位可能不同 

當處罰區可能對超過一洞的打球產生作用時，委員會可以選擇界定它在一洞打球

中是黃色處罰區，而在另一洞打球中是紅色處罰區。在這種情況下，該處罰區應

標示為黃色，且利用當地規則闡明當打相關的洞時該處罰區被視為是紅色的(見第

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B 款 B-1 項)。 

處罰區邊界的定位在打一洞期間決不可改變 

當處罰區可能從某一開球區打時是黃色而從另一開球區打時是紅色時，則該處罰

區一段特定的區段決不可界定為同一球員從一個地點打擊是紅色而從另一地點

打擊時是黃色。例如，指明湖在果嶺那一側的處罰區邊界對從球道上之打擊是黃

色處罰區，而對從果嶺那一側之打擊是紅色處罰區，將是不適當且混淆的。 

(6)  界定處罰區為禁止打球區 
委員會可以決定將全部或部分的處罰區界定為禁止打球區。何時將處罰區標示為

禁止打球區的更多資訊見委員會程序章第二節第 2 條 2G 款。 

(7) 鄰接比賽場地的大片水域 
大片水域比如溪流、湖泊、海或海洋與比賽場地接壤，允許將這樣的區域標示為

處罰區而非界外。在“處罰區” 定義中的用語”在比賽場地上”不代表是球場

擁有的產業而是指比賽場地上委員會未界定為界外的區域。 

․當球可以在大片水域的對岸地面上擊打，但委員會界定對岸邊界是不切實際

時，委員會可以採用當地規則聲明當只標示一側時，處罰區視為無限延伸。因

此，所有超出該處罰區界定邊界的地面及水域都在該處罰區內(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B 款 B-1 項)。 

․當處罰區的一側與界外界限接壤，以致該處罰區的邊界與界外線重疊時，委員

會可以用當地規則允許球員從其球最後進入該處罰區邊界(見第四節第 8 條(當

地規則範本)8B 款 B-2 項)的對岸脫困，及附加當地規則說明以便該處不需標示

該處罰區之邊界(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B 款 B-1 項)。 

2D 沙坑                                                          

通常不需要標示沙坑的邊界，但很多時候不容易確定沙坑的邊界在何處，委員會

應以樁或漆線標示，或以當地規則的文字界定該邊界(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

範本)8C 款 C-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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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耙的位置 

沙耙的位置並無完美的答案，將沙耙放在沙坑內或沙坑外是各委員會要決定的事

情。 

可能有人認為如沙耙放在沙坑外更可能將球擋轉進入沙坑或留在沙坑外，也有另

一種說法如沙耙留在沙坑內最不可能將球擋轉出沙坑。 

然而，實務上，將沙耙留在沙坑的球員常因沙耙阻擋球滾到沙坑內較平坦的位置

而必須站在沙坑邊，導致比其他情況更難的擊球。當球靜止在沙坑內的沙耙上或

靠在該沙耙邊，其球員必須依規則 15.2 進行，可能無法將球置回原位或在沙坑內

找到不更靠近該洞球洞的位置。 

如要把沙耙留在沙坑中間，唯一的方法是將沙耙丟進沙坑中但會造成沙子的凹

陷，況且，如沙耙是在大型的沙坑中間，則不是球員不使用沙耙就是為了拿沙耙

不得不整理大片沙坑而造成無謂的延誤。 

因此，在考慮所有這些方面後，體認到沙耙置放的位置是委員會的裁量權，因此

建議應將沙耙留在沙坑外較不可能影響球移動的區塊上。 

然而，委員會可以決定將沙耙放在沙坑內，以方便場務人員修剪至球道及沙坑周

圍的草。 

2E 果嶺                                                           

通常不需要標示果嶺的邊界，但有些時候可能因果嶺周圍的草切割高度相似而不

容易確定該果嶺之邊界，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可能希望噴小白點來界定該果嶺

之邊界。這些白點應用當地規則說明它的定位(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D

款 D-1 項)。 

2F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雖然很少以任何方式標示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但建議委員會明確標示待修復地的

區域。 

(1)  決定哪些區域要標示為待修復地 
通常，當比賽場地上的地面狀況異常或要求球員從特定區域打球是不合理時，應

將它標示為待修復地。 

在標示任何區域為待修復地之前，委員會應審視整個比賽場地來評估在比賽場地

當前之條件下，那些類型的區域是異常的。還應考量可能需要標示的任何區域之

所在：  

․如委員會認為球道內或球道附近的損害是異常的，一般應標示。 

  » 如比賽場地上的球道狀況大致良好，則將球道上的單一裸地區域標示為待修 

復地可能是適當的。 

  » 如狀況是有大片的裸地區域，不標示或宣佈全部區域為待修復地，但只標示

球員難以做打擊的區域是有意義的，比如嚴重損壞或很深的車轍痕之區塊。 

․離球道越遠的區域標示為待修復地越不適當。只有在損害非常嚴重的情況下，

才應標示遠離球道的區域或較短的落球區為待修復地。 

․如二或更多待修復地接近而造成球員從一個區域脫困後可能會將球拋在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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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妨礙的位置，建議將它們標示成單一的待修復地。 

(2)如何標示及界定待修復地的邊界 
建議委員會用噴漆、樁或其他明確的方式界定待修復地才不致造成該區域邊界的

疑慮。 

․用來標示待修復地的樁或線並無特殊的顏色，但通常是用白或藍的樁或線。不

應用黃或紅的樁或線以避免與處罰區混淆。標示待修復地的方式應在當地規則

中說明。 

․當待修復地靠近不可移動的人造物時，將二個區域結合在一起允許用單一程序

同時從二種狀況脫困是很好的做法。這可以用漆線將待修復地連接到不可移動

人造物，也應用當地規則明確說明任何噴線區域連結到不可移動人造物是同一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F 款 F-3 項) 。 

․委員會可以透過描述待修復地的邊界來界定它，但前提是對於什麼構成該區域

或其邊界幾乎無疑慮。 

» 用描述損壞來界定的例子是可能的，例如，委員會可以宣佈任何未標示的動

物蹄痕所造成的嚴重損壞是待修復地(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F 款

F-10 項)。 

» 在其他時候做一般性的宣佈是不恰當的。例如，以當地規則宣佈所有維護車

輛造成的車轍痕界定為待修復地是不恰當的，因很多妨礙可能是輕微的，並

不允許免罰脫困。相反的，任何很深的車轍痕應用漆線或樁標示，以避免在

何種情況下球員有權免罰脫困的任何疑慮。 

2G 禁止打球區                                                     

“禁止打球區”的定義陳述它是委員會希望比賽場地上禁止打球的部分。禁止打

球區可以在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或處罰區內，且可以包含全部區域或只包含一部

分。 

(1)  可以標示為禁止打球區者為何 
委員會可以出於任何理由，將全部或一部分的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或處罰區界定

為禁止打球區。一些常見的理由是： 

․為了保護野生動物、動物的棲息地及環境保護區。 

․為了防止損壞幼樹、花床、草皮培育區、草皮重植區或其他種植區。 

․為了保護球員免受危險。 

․為了保護歷史古蹟或具文化價值的遺址。 

在決定是否將禁止打球區標示為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或處罰區時，委員會應考量

標示該區域的類型，且球員從該區域免罰或罰桿脫困是否適當。例如： 

․如該區域是含水區域比如溪流、湖或溼地則應標示為處罰區。 

․靠近果嶺的稀有植物小區塊標示為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是適當的。 

․如沿著一洞側邊的大片沙丘是環境保護區，將之標示為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是

對球員過於寬待，因此應將它標示為處罰區。 

當比賽場地毗鄰私人產業 (比如住宅或農地)，委員會通常應將那些不屬於比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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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區域標示為界外。委員會不應將該毗鄰比賽場地的私人產業標示為處罰區及

禁止打球區，因它會減輕靜止在該區域內的球之處罰。 

如希望球員應被禁止站在比賽場地某區域上打在比賽場地上的球時，可以將該區

域標示為禁止打球區(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E 款 E-9 項)。 

(2)  如何標示禁止打球區 
委員會應使用線或樁來界定禁止打球區的邊界，以闡明該區域是否在比賽場地之

異常狀況內或處罰區內。除此之外，漆線或樁(或那些樁的頂部)也應識別該區域

是禁止打球區。 

用來標示禁止打球區的漆線或樁並無特定的顏色，但有下列建議： 

․處罰區的禁止打球區--頂部為綠色的紅或黃樁。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的禁止打球區--頂部為綠色的白或藍樁。 

環境保護區可以有實質的防護以阻止球員進入該區域(例如圍籬，警告牌或類似

物)。委員會可以在行為規範中規定進入該區域撿球或其他理由進入該區域的球員

將施以處罰。 

2H 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場地整體性之物體是人造物體不能從中獲得免罰脫困，委員會可以選擇指定為場

地整體性之物體的例子包括： 

․被設計成在這個比賽場地打球挑戰之一部分的物體。例如傳統上球員被預期能

打球的道路或小徑。 

․穿越界限圍牆或圍籬的大門(見官方指南章定義篇“場界標示物/2”之解釋)。 

․如從非常靠近界限或比賽場地上其他特徵的物體獲得免罰脫困，會造成不預期

的情況下也能從該界限或其他特徵拋球脫困。例如，指定附著在樹上的纜線是

場地整體性之物體，以確保球員不會只因受纜線之妨礙也順便從樹的妨礙脫

困。 

․處罰區內的人造擋土牆或基樁，或沙坑內的人造擋土牆或襯墊等物體。例如，

當這些靠近處罰區的邊界而球員的球剛好在該處罰區外側附近時，該球員可以

站在該擋土牆上獲得免罰脫困，而球剛好進入處罰區內時卻不能免罰脫困。 

委員會應將這些物體在當地規則中定義為場地整體性之物體(見第四節第 8 條(當

地規則範本)8F 款 F-1 項)。 

當人造物只有一部分被認為是場地整體性之物體時，該部分應特別標示且知會球

員。這可以用特殊顏色的樁放在不能免罰脫困的任一側，或用漆線標示該區域。 

2I拋球區                                                          

(1)  何時使用拋球區 
拋球區是委員會可以提供脫困的一種特殊形式。當從拋球區採取脫困時，球員必

須將球在拋球區內拋下並讓它靜止在其內。委員會應增訂一條當地規則說明在甚

麼情況下可以使用拋球區(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E 款 E-1 項)。 

當要求球員使用依某規則的正常脫困選項是不切實際時，則應考慮拋球區，例如： 

․規則 13.1f--錯誤果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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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16.1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包括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規則 16.2 --危險動物的情況。 

․規則 17 --處罰區。 

․規則 19--無法打之球。 

․當地規則範例，比如第 8 條 8E 款 E-5 項--遺失球或球出界時桿數與距離的替代

選項，或第 8 條 8F 款 F-23 項--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拋球區通常應是用來給球員額外的脫困選項，但委員會也可以要求球員使用拋球

區作為除了桿數與距離之脫困外依規則脫困之唯一選項。 

當委員會強制使用拋球區取代相關規則提供的任何其他脫困選項時，應向球員們

說明清楚。 

(2)何處設置拋球區 
委員會應嘗試將拋球區設置在能維持該洞原建築上挑戰性的位置上，通常應設置

在比從相關規則的選項拋球時更不靠近該洞球洞的位置。例如，當設置一個處罰

區的拋球區時，應設置在球員仍須越過該處罰區而非設在該處罰區靠果嶺那一

側。 

拋球區可以用多種方式標示(比如在地上的漆線，標誌譬如開球區標誌、樁或指示

牌)，且可以是任何形狀，比如圓型或方型。拋球區的範圍可以依據可能使用的頻

率及設置的位置決定，但一般希望的範圍是以一支球桿長度為半徑或更小。當以

漆線標示時，應使用指示牌或在地上噴漆註記讓球員知道它的定位。 

如一處拋球區可能被頻繁的使用，委員會不妨考慮以當地規則定義一個區域來標

示該拋球區。例如，拋球區可以定義為某個實質物件的一支球桿長度內比如指示

牌或樁。在需要時允許移動該物件以確保拋球區保持良好的狀況。 

3 一般性比賽的當地規則                                        
委員會對一般性比賽或特定競賽採用的當地規則是一項調整的規則或增加的規

則。委員會有責任決定是否採用任何當地規則且確認其符合第 8 條(當地規則範

本)的原則。委員會須要確認任何當地規則可供球員查閱，不論是在記分卡上、單

獨的文件、公佈欄或球場的網站。 

用於一般性比賽的當地規則分為下列一般類別： 

․界定比賽場地的界限及其他比賽場地的區域(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A

款~8D 款)， 

․定義特殊或需要脫困的程序(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E 款)，且 

․界定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

本)8F 款)。 

委員會還應注意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L 款的說明--未授權的當地規則。 

完整的當地規則範例之列表可以在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的開始處找到。 

有關競賽比一般性比賽更常用的其他類型之當地規則，見委員會程序章第三節第

5 條 5C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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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性比賽的額外考量                                        
 

4A 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                                             
為了提升一般性比賽期間球員們的樂趣，委員會可以採取許多行動來改善打球速

度並鼓勵良好的球員行為標準。比如： 

․減少組數，增加各組開始比賽的時間間隔，引用發令員間隔時間。 

․考量比賽場地配置的根本變化，譬如加大球道寬度、降低粗草區厚度或長度，

或降低果嶺速度。 

․鼓勵球員從適合他們能力的梯台開球。 

․採用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 

下面的條款提供委員會當採用打球速度政策或行為規範時，應納入的一些考量。 

(1)  打球速度政策 
․此類政策的本質常依據比賽場地可用的資源而定。 

․例如，在有限人力的比賽場地上可以簡易說明每一組希望能保持跟上前組，或

每一組希望能在特定的總和時間內打球。在其他比賽場地上或許可能有一或更

多人可以觀察打球速度，且當需要時可以告知那些落後的組別。 

․通常最好透過紀律的措施執行此政策。這種制裁跟高爾夫規則是分開的，且委

員會應編寫及解釋任何這類的制裁。 

(2)  行為規範政策 
․在一般性比賽，委員會可以在會館區域公告何種形式的行為或服裝在這個比賽

場地上是不被接受的，包含某些區域。 

․通常最好透過紀律的措施執行此政策。這種制裁跟高爾夫規則是分開的，且委

員會應編寫及解釋任何這類的制裁。 

4B 暫停比賽                                                       

每個委員會如確定天氣狀況之正當理由則應考慮該如何暫停比賽。根據比賽場地

可用的資源，可以用多種方法處理暫停比賽，如透過汽笛的信號通知球員們或個

別通知球員。 

4C 提供規則協助                                                   
在一般性比賽發生規則爭議時，球員可以詢問如何解決此爭議。每個球場應確定

一或多位處理這類規則問題的人員。許多情況下這個人可以是職業球員或經理，

如這個人不確定規則的正確性，他可以將問題提交適合的規則組織尋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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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競賽開始前                                                 
委員會可用的資源將根據比賽場地或正在運作的競賽層級而有所不同，所以委員

會不可能實現所有建議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須要決定每場競賽的優先

順序。 

競賽開始前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確保該競賽順利進行的準備工作中最重要的時

期。委員會在這段期間的職責包括： 

5A 制定競賽條件                                                   
競賽條件決定每場競賽的架構，包含誰可以報名參加、如何報名參加、比賽時程、

比賽形式及平手時如何決定，委員會有責任： 

․為每個競賽制定清楚簡潔的條件。 

․在競賽之前讓球員知道這些條件。 

․如發生任何問題時解釋這些條件。 

除特殊情況外，一旦競賽已開始後委員會應避免改變競賽條件。 

每位球員都有責任了解並遵循這些競賽條件。 

競賽條件的範例可以從 RandA.org 網址中找到。 

(1)  參賽資格 
委員會可以制定競賽條件，限制誰有資格參加該競賽。 

性別要求 

一場競賽可以限制參賽球員的性別。 

年齡限制 

一場競賽可以限制參加球員的年齡在特定範圍內。如果是這樣，指定一個日期，

在那一天球員必須是足法定年齡是很重要的。一些例子如下： 

․對青少年的競賽參賽球員決不可超過 18 歲，競賽條件可能規定在該年第一天

時滿 18 或更年輕，或是其他日期，比如該競賽預定的最後一天日期。 

․對長春球員的競賽參賽球員必須年滿 55 歲或更年長，競賽條件可能規定該競

賽第一天或之前必須已達 55 歲生日。 

業餘或職業身分 

競賽可以限制只有業餘球員、只有職業球員，或允許所有身分的球員參加。 

當競賽開放給任何身分的球員參加時，委員會在該競賽前應確保業餘球員明白自

己的身分，並在該競賽之前先聲明放棄領取任何獎金的權利。 

差點限制 

委員會可以對有資格參賽者之差點，或用於該競賽的差點作出限制且/或限定。這

些包括： 

․制定差點的上限或下限。 

․隊際賽的形式中，比如四人二球賽或四球賽： 

» 限制搭檔之間差點的最大差距。委員會也可以選擇降低較高差點之球員的參

賽差點門檻以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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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搭檔差點總和的最大值，委員會也可以選擇降低一位球員或二位球員的

參賽差點門檻以符合要求。 

․對於一場要打多回合的競賽期間球員的差點可能會變化，指定球員使用從第一

回合開始的差點來完成整場競賽，或是根據差點的變化來進行每一回合的比

賽。 

住居及會員身分 

委員會可以限定特地的郡州、國家或其他的地理位置居住或出生的球員參賽。也

可以要求所有球員必須是特定俱樂部、組織或高爾夫聯盟的會員。 

(2)  參賽要求及日期 
應明定報名參加競賽的方式及參賽的開始和結束日期。例樣包括： 

․報名方式，比如填寫線上報名表、以郵件交付報名表，或球員開始比賽時間之

前的任何時候將姓名填入表格。 

․如何及何時繳交報名費。 

․何時必須收到報名表。委員會可以指定截止收件日，或允許球員在比賽當天報

名。 

․競賽報名參賽球員超額時決定參賽人數的程序，比如根據報名順序，打資格賽

或依據最低的差點。 

(3) 形式，包含差點讓桿配額 
應在必要時明定與競賽形式有關的下列要點： 

․比賽日期，或如是很一段長時間的比洞賽事，則各組比賽必須完成的最終日期。 

․比賽形式(例如，比洞賽、比桿賽或比桿資格賽後進入比洞賽)。 

․一回合的洞數及洞次。 

․回合數，包括是否有淘汰。 

․如有淘汰，何時淘汰，淘汰時同桿者的處置及有多少球員可以繼續之後的回合。 

․會使用那些開球區。 

․差點讓桿索引，比如要給予或接受讓桿的洞之順序。 

․如有多場次或編組及該如何安排，見本節第 5 條 5F 款第(1)項。 

․要頒發什麼獎項(包含任何資格限制)。對涉及業餘高爾夫球員的競賽，委員會

應確保對那些業餘球員的獎品符合“業餘身份規則”所允許的獎品，且那些業

餘球員預先放棄他們的現金獎項或可能超過限額獎品的權利。 

(4) 其他比賽型式的條件 

改變計分方式 

當比賽形式為史特伯弗賽(Stableford)、桿數最大限度賽(Maximum Score)或標準桿/

柏忌賽(Par / Bogey)時，競賽條件可能需要在有關如何計分，或球員在各洞可計得

的最大桿數這些方面特別明定。 

史特伯弗賽 

球員在各洞之得分是根據該球員在該洞之桿數與委員會對該洞設定之固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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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數相比而獲得的分數。除非委員會設定不同的固定目標桿數，否則固定目標桿

數是標準桿(見規則 21.1b)。 

如委員會決定設定不同的固定目標分數，則可以在競賽條件中將其設置為柏忌、

柏蒂或其他固定目標桿數。 

桿數最大限度賽 

當比賽形式為桿數最大限度賽時，競賽條件應明定球員在各洞可以計得之最大限

度桿數(見規則 21.2)。 

最大限度桿數可以用下列任一方式設置： 

․相對於標準桿，比如標準桿二倍， 

․固定數字，比如 8、9 或 10，或 

․參考球員的差點，例如淨桿為雙柏忌(標準桿加二桿)。 

當為桿數最大限度賽考慮設定最大限度桿數時，委員會應考慮下列事項： 

․正在打的洞的最大標準桿。例如，對於各洞標準桿都是 3 桿比賽場地，將每一

洞之最大限度桿數設定為 6 的固定桿數可能是適當的，但如比賽場地有標準桿

5 桿的洞，那麼固定桿數低至 6 則是不適當的。 

․參加球員的球技水準。例如，對於初學者的競賽，最大限度桿數應給予球員合

理的機會來完成該洞，但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球員在該洞遇到真正的困難時拾起

球並繼續進行下一洞的比賽。 

․為了差點系統之目的是否要提交桿數。如委員會希望競賽計入差點系統之目

的，則最大限度桿數不應低於淨桿雙柏忌。 

標準桿/柏忌賽 

當比賽形式為標準桿/柏忌賽時，競賽條件應明定與球員在一洞之桿數對比的固定

目標桿數，以決定該球員是贏還是輸該洞。對於標準桿之競賽，固定目標桿數通

常是標準桿，而對於柏忌之競賽，固定目標桿數通常是柏忌(高於標準桿數一桿)。 

其他形式的比賽 

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比賽， 比如史特蘭伯賽 (Scrambles)及四人二球選位賽

(Greensomes)。有關這些及其他形式比賽的更多資訊，請見第四節(當地規則範本

及其他比賽形式)第 9 條及/或 RandA.org 網址。 

隊際賽 

當比賽形式涉及隊際競賽時，委員會應考慮是否需要額外的競賽條件。例子包括： 

․對教練或建言提供者的任何限制(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H 款)。 

․在比洞賽： 

» 如可以接受比洞賽對抗組平手，或如他們必須繼續進行比賽直到勝方決定。 

» 比洞賽對抗組之勝方或平手時所得之分數。 

» 如某些比洞賽對抗組已完成比賽，而其他對抗組由於光線不佳或氣候因素不

能在安排的日期完成比賽，則競賽條件應說明如何處理完成及尚未完成的對

抗組之比賽。例如，委員會可以將已完成的對抗組之比賽結果計為有效，且

對尚未完成的對抗組之比賽以平手處理或在以後的日期重打。或者，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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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組之比賽都要重打，而各隊可以自由改變原來的隊員。 

» 一旦某隊贏得勝負關鍵的對抗組之比賽或競賽，是否任何剩餘的對抗組之比

賽將打出結論。 

․在比桿賽： 

» 各隊總桿數中用作計算的桿數。 

» 是否要計算的桿數將基於 18 洞或逐洞計算。 

․如何決定整體競賽平手之情況，例如，透過延長賽、比較桿數或考慮棄置一些

洞的桿數再比較的方法。 

(5) 何時完成繳回記分卡 
在比桿賽，規則 3.3b 規定球員有責任確保他們在各洞桿數之準確性，並在該回合

結束時及時將記分卡繳回委員會。 

委員會應告知球員何處是應繳回記分卡的地方，且備妥可以解決球員可能對規則

的任何潛在問題並使繳回之桿數有效的人員。 

如可能的話，應提供一處安靜的隔離區供球員用來檢查記分卡上桿數的有效性，

如有需要，可以與委員會成員交談並繳回他們的記分卡。 

明定何時記分卡被認為是完成繳回 

委員會應明定何時記分卡被認為是完成繳回，選項包括： 

․界定計分區並允許球員對他的記分卡進行更改，直到他離開該計分區止。意指

即使球員將記分卡交給裁判或記錄員了，球員在該區期間仍然可以進行更改。 

․提供球員一個放入記分卡的盒子，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球員將其記分卡放入盒

內，該記分卡就被認為是已繳回。這種方法可能無法為球員繳回錯誤的記分卡

時提供盡可能的保護，但當可用資源有限或許多球員同時完成時(例如，當回

合的各洞同步開始比賽(shotgun)時)，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要求球員在記分卡上提供其他資訊 

委員會可以要求球員協助委員會，完成本應由委員會負責的記分卡相關任務。如

球員配合施作而未能遵循這些要求或犯了錯誤，委員會決不可根據“高爾夫規

則”對該球員施以處罰，但委員會可以對重複未能遵循這些要求的球員規定紀律

處分。例如，委員會可以要求球員協助下列事項： 

․統計總桿數，或在四球競賽，確定該方要計數之桿數。 

․在史特弗柏賽，輸入記分卡上各洞的得分。 

․在標準桿 / 柏忌賽，輸入該洞是否贏，輸或平手。 

․在記分卡上輸入特定詳細的資訊，例如姓名、日期及該競賽名稱。 

同樣地，委員會可以要求球員在回合結束時，協助委員會將該回合他們的桿數輸

入電腦系統。如球員配合施作而未能遵循這些要求或犯了錯誤，委員會決不可根

據“高爾夫規則”對該球員施以處罰，但委員會可以對重複未能遵循這些要求的

球員規定紀律處分，例如在行為規範中規定。 

(6) 平手如何決定 
在比洞賽及比桿賽，競賽條件可用於改變決定平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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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洞賽 

如對抗組之比賽在最後一洞後打成平手，那麼除非競賽條件另有規定，否則該組

比賽將一次延長一洞直到勝方產生(見規則 3.2a(4))。 

競賽條件應明定該組比賽是否可以用平手結束，或延長賽方法是否與規則 3.2a(4)

中規定的不同。選項包括下列所述： 

․該組比賽以平手結束， 

․該組比賽將從第一洞以外的特定洞開始延長，或 

․將進行固定洞數的延長賽(例如，9 或 18 洞)。 

在計差點之比洞賽，除非競賽條件另有規定，否則委員會設定的差點讓桿配置索

引應使用於決定在額外的洞中給予或接受的差點讓桿數。 

比洞賽該對抗組比賽的平手不應以比桿賽的延長賽方式來決定。 

比桿賽 

競賽條件應明定競賽是否可以用平手結束、或是否將進行延長賽、或比較記分卡

以決定優勝者及其他完成者的名次。 

比桿賽的平手不應以比洞賽方式決定。 

比桿賽的延長賽 

如在比桿賽要進行延長賽，則競賽條件應設定下列事項： 

․何時舉行延長賽，例如，假使將在特定時間開始，在最後一組結束後儘快開始

或在之後的日期。 

․哪一洞將用來舉行延長賽。 

․延長賽將要打的洞數，例如，是否逐洞延長賽或更長的時間內，比如 2 洞、4

洞或 18 洞，且如之後還是平手時該如何處理。 

․在一般形式的比桿賽，如計差點之競賽的延長賽少於 18 洞時，則應使用要打

的洞數按比例確定要扣減的差點讓桿數。例如，假使延長賽超過一洞，那麼應

從延長賽的洞之桿數中扣除八分之一的差點。應根據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

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來應用差點桿數之分數。 

․對於使用差點讓桿配置索引的淨桿競賽之延長賽，比如四球賽、標準桿/柏忌賽

或史特伯弗賽，差點讓桿應在延長賽的洞數期間應用如同它們被分配到該使用

差點讓桿配置索引之競賽中。 

․只在如委員會發給球員記分卡時，才要求球員繳回延長賽的記分卡。 

比較記分卡(也稱為逆比桿數) 

如延長賽不可行或不合適，競賽條件可以明定任何平手將以比較記分卡來決定。

即使競賽的優勝者要以延長賽決定時，競賽中的其他名次也可以藉比較記分卡來

決定。比較記分卡的方法還應規定如這程序仍無法產生優勝者時將如何處理。 

比較記分卡的一種方法是根據最後一回合的最佳桿數來決定優勝者。如平手的球

員在最後一回合比賽的桿數相同，或如競賽由單一回合之比賽組成，則根據該回

合後 9 洞、後 9 洞的最後 6 洞、後 9 洞的最後 3 洞及最後第 18 洞的桿數依序比較

來決定獲勝者；如仍平手，接著將考慮依序比較該回合前九洞的最後六洞、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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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洞及最後一洞(第 9 洞)的桿數決定獲勝者。如該回合少於 18 洞，則可以調整比

較成績中使用的洞數。 

如在這個過程仍無法產生優勝者，則委員會可以考慮該競賽以平手結束(並列方

式)，或可以抽籤決定優勝者(比如投擲硬幣)。 

比較記分卡也稱為卡上逆比桿數或記分卡之延長賽。 

其他注意事項： 

․如在多數開球區同步開始比賽的競賽使用此方法，建議“最後 9 洞、最後 6 洞

等”是指 10-18,13-18 洞等。 

․對於不使用委員會設定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的淨桿競賽，比如個人比桿賽，假

使用最後 9 洞、最後 6 洞、最後 3 洞，則使用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六分之一

等等的差點應從這些洞的桿數中扣除。應根據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

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來應用差點桿數之分數。 

․在使用委員會設定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的淨桿競賽，比如四球比桿賽，標準桿

/柏忌賽或史特伯弗賽，差點讓桿應與其如何應用於該競賽一致。 

(7)  何時競賽最終結果產生 
委員會重要的是必須在競賽條件中明確說明何時及如何競賽最終結果產生，因這

將影響委員會如何解決比桿賽及比洞賽結束後發生的任何規則問題(見規則 20)。 

比洞賽 

何時競賽條件可以聲明競賽最終結果產生的例樣包括： 

․當競賽結果記錄在官方記分板或其他確定的位置上時，或 

․將競賽結果向委員會指定的人員報告時。 

一旦競賽結果在官方記分板上記錄後則決定該競賽最終結果產生，委員會可以負

責在記分板上記錄優勝者的姓名，或交由球員們負責。在某些情況下，官方記分

板將是一個顯著的結構，而在其他情況下，它可能是高爾夫賣店或更衣室裡的一

張紙。 

如委員會指定裁判陪同一對抗組比賽，裁判在最終洞果嶺上宣佈的任何該組比賽

結果不是正式公告，除非在競賽條件中有此陳述。 

比桿賽 

何時競賽條件可以聲明在比桿賽該競賽結束的例樣包括： 

․所有比賽結果公布在記分板或公佈欄上時， 

․優勝者已在頒獎時宣佈，或 

․獎盃已頒發。 

在資格賽為比桿賽接著進行比洞賽之競賽，規則 20.2e(2)規定該競賽的比桿賽部

分，在球員開球以開始他的比洞賽第一場對抗組的比賽時結束。 

(8) 競賽開始後更改競賽條件 
競賽條件規定了該競賽之架構，一旦競賽開始，這些條件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

下才能更改。 

不應改變競賽條件的情況之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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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球員開始一回合預期將會打一定數量的洞，且可能以此為基礎進行比賽，

因此一旦一回合開始後就不應更改該回合中要打的洞數。例如，假使在所有球

員完成了一回合 18 洞的 9 洞之後，惡劣天氣導致比賽暫停，委員會不應僅根

據 9 洞宣布比賽結果。 

有特殊情況而競賽條件可以改變的情況之例樣： 

․比如惡劣天氣的影響，假使在可用的時間內無法打完預定之回合數，則可以改

變要比賽的回合數，或尚未開始的任何回合中的洞數，以適應環境。同樣地，

如這些情況意指在可用時間內不足以容納原計劃的競賽形式，則可以改變競賽

的形式。 

․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不應改變決定平手的方法。例如，假使比桿賽的平手決

定方法規定是逐洞的延長賽，但惡劣的天氣意味著這樣的延長賽是不可能的，

委員會可以改變決定平手的方式為逆比桿數。 

(9) 反禁藥 
競賽條件可以要求運動員遵守反禁藥政策。儘管制定這種政策的指導方針通常可

由國家管理機構提供，但編寫及解釋自己的反禁藥政策應是委員會的事務。  

5B 標示比賽場地                                                   
在為了競賽準備時，委員會應確保比賽場地得到適當的標示，並刷新可能用於一

般性比賽的任何標示，或在必要時進行更改。雖然通常並無一種“正確”的方式

來標示比賽場地，但未正確標示比賽場地或根本沒有標示，則可能導致球員無法

按規則進行，或委員會將被迫在比賽進行期間作出可能會導致球員們受到不同裁

決的決定。 

第二節提供了關於如何標示一般性比賽的比賽場地之詳細指導及建議，但它也同

樣適用於競賽，且在為了競賽準備時應由委員會參考。 

如為了競賽以致比賽場地的標示發生變化，委員會應確保將這些內容清楚地傳達

給經常在比賽場地上打球的任何球員，以免他們混淆且無意中不正確地進行。 

除第二節中的資訊外，委員會不妨考慮以下項目： 

(1)  界外 
委員會負責確保所有界限都得到適當的標示。最好在任何比賽過程中可能被移動

的白色樁或其他場界標示物底部周圍繪製一個小的白色圓圈，以便可以放回它原

來的位置。如使用漆線或漆點來標示界限，則應刷新以便可以輕鬆看到它們。當

地規則應闡明以樁或圍籬以外的任何方式界定的任何界限(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

規則範本)8A 款 A-1 項)。 

(2) 處罰區 
在競賽之前，委員會可能希望重新評估部分或所有處罰區的標示。 

․有大片水域的處罰區域不應成為一般區域的一部分，但其邊界可能會被調整。 

․其他處罰區可以移除或增加，或改變其邊界以改變一洞的難度，比如在認為適

當的情況下就失準的打擊規定更嚴苛的處罰。例如，委員會可以決定將茂密的

樹木及灌木叢之區域標示為一般性比賽的處罰區，而不是競賽的處罰區。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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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時應小心謹慎，以便明確地將這些內容清楚傳達給經常在比賽場地上打球的

任何球員，以免他們混淆且不正確地進行。 

․當增加或移除處罰區時，委員會應查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

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以確定更改是否會對已發佈的球場評級產生影響。 

․某些處罰區的顏色可能會由紅色改為黃色或由黃色改為紅色。例如，對於某些

競賽，委員會不希望允許球在處罰區靠果嶺那一側拋下的選項卻造成該球拋下

後再滾進處罰區的現象，因此可能需要將接近果嶺的處罰區標示為黃色。在某

些情況下，提供一個拋球區作為額外選項也是有意義的，例如，對島型果嶺球

員需打長距離越過水域時。 

․對於一般性比賽，委員會可能使用最少數量的樁來標示處罰區，或它們可能已

被移除，導致部分處罰區的部分位於標示區域之外。對於競賽，如有必要，應

對所有樁進行檢查及補充，以確保處罰區在競賽中得到適當的標示。 

․如有可能，最好在處罰區周圍噴上紅線或黃線，而不只是靠樁標示。一條線將

確保包含或排除適當的區域，移除樁也不致改變其邊界，且球員將能輕易確定

在何處採取脫困。通常當繪製線時需要的樁可以更少些。 

(3)  沙坑 
對於大多數的比賽場地，委員會不應為了競賽對沙坑之準備做任何特別的處理。

他們應在該競賽的早晨進行新的整理，並將沙耙放在委員會認為適當的地方(見第

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2D 款)。如難以確定沙坑的邊界，委員會應考

慮是否可以更明確地界定(藉維護實踐、標示或當地規則）以避免球員及裁判之間

的混淆。 

(4) 比賽場地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的物體 
委員會應再檢視整個比賽場地，以確保任何應標示為待修復地的區域都有適當的

標示，還應使用當地規則明確說明任何人造物或場地整體性的物體之定位(見第四

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F 款 F-1 項)。 

理想情況下，委員會應在競賽開始之前就標示好待修復地的區塊。但如有必要，

委員會可以在比洞賽或比桿賽的回合期間將某區塊界定為待修復地。 

如在該回合期間從這類未標示的某區塊授予免罰脫困，委員會應儘快將該區塊標

示為待修復地，以確保在場地上打球的所有其他球員都了解該區塊的更新定位。 

(5) 禁止打球區 
如比賽場地上有禁止打球區，委員會應確保它們可以被適當地識別。委員會還可

以考慮在這些區域放置公告牌，以確保球員充分意識到他們不被允許從這些區域

打球。 

(6) 臨時人造物 
可以為某些競賽建造諸如帳篷或看台等臨時構造物。這些構造物的定位須要在

“當地規則”中闡明為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或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TIO)。如要將

它們視為是 TIO，則應使用有關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當地規則(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F 款 F-23 項)。如球員因 TIO 而受到視線妨礙，當地規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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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該球員額外的免罰脫困，以便他不需要在該人造物周圍或上方打球。 

5C 當地規則(包含高爾夫規則對殘障球員之調整)                        
委員會負責決定是否採用任何當地規則，並確保它們符合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

範本)中的原則。當地規則是對委員會為一般性比賽或特定競賽採用的規則調整或

附加規則。委員會需要確保任何當地規則都可供球員查看，不論是在記分卡上、

單獨的文件、公佈欄還是球場的網站上。 

在考慮採用當地規則時，委員會應牢記下列事項： 

․當地規則與該競賽或球場的高爾夫規則具有相同的位階，且 

․應盡可能限制使用當地規則，並僅用於處理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中所

涉及的情況與政策之類型。 

可以在第四節第 8 條開頭處找到被授權的當地規則範例之完整列表。 

可供競賽採用的當地規則分為下列一般類別： 

․界定比賽場地界限及比賽場地的其他區域(第 8 條 8A-8D 款)， 

․定義特殊的脫困程序(第 8 條第 8E 款)， 

․界定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的物體(第 8 條第 8F 款)， 

․特定裝備品之使用(第 8 條第 8G 款)， 

․誰可以給球員提供建言(第 8 條第 8H 款)， 

․球員何時及在何地可以練習(第 8 條第 8I 款)， 

․暫停比賽的程序(第 8 條第 8J 款)及 

․打球速度政策(第 8 條第 8K 款)。 

委員會還應注意第 8 條第 8L 款--未經授權的當地規則。 

高爾夫規則對殘障球員之調整 

殘障球員可以使用一套調整後的規則。調整後的規則只在由委員會採納後才適

用，且不會自動適用於每項涉及殘障球員的競賽。 

各委員會都有權決定是否對參賽的殘障球員採納任何調整後的規則。 

調整規則的目標是允許一位殘障球員公平地與無殘障、相同殘障或不同類型殘障

的球員一起打球。 

有關更多資訊及準則，請參閱「高爾夫規則對殘障球員之調整」。 

5D 界定練習區                                                     
許多球場都有特定的練習區，例如練習場及練習果嶺，沙坑打擊及切球區。允許

球員在這些區域練習，不論他們是在比賽場地的界內還是界外。建議在當地規則

中明定位於比賽場地上的練習區，以闡明球員在回合之前及之後是否可以在這些

區域練習。委員會可能需要界定這些區域的邊界，以限制球員可以練習的地方。 

委員會還可以更改有關何時及在何地允許練習的許可，如下列所述： 

․當地規則可以允許在比賽場地上限定及界定的部分進行練習，例如在無永久性

練習場的球場。但如適用這項措施時，建議不允許球員在比賽場地上的任何果

嶺或任何沙坑練習。 

․通常當地規則可以允許在比賽場地上練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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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該競賽在當天晚些時候開始，而委員會不想限制球員在當天早些時候在

比賽場地上打球，或 

» 假使已暫停比賽，允許球員從比賽場地某處打擊幾桿而不是讓他們回到練習

場會更有效率。 

․規則 5.2 涵蓋在競賽之前或之間允許或禁止練習的情況，但委員會可以採用當

地規則來調整這些規定(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I 款 I-1 項)。 

․規則 5.5 賦予委員會採用當地規則，以禁止在剛剛完成的洞之果嶺上或周圍進

行練習之選項(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I 款 I-2 項)。 

5E 開球區及球洞位置                                               

(1)  選擇開球區 
在選擇哪些開球區要用於競賽時，委員會應以在場上打球的球員之實力設法平衡

比賽場地的難度。例如，選擇一個開球區，迫使大多數在場上打球的球員需要的

飛行距離，除了打出最好的打擊之外不太可能做到，並可能明顯影響打球速度，

則這是不可取的做法。 

委員會對一些競賽可以決定使用與用於一般性比賽不同的開球區。如這樣做，委

員會應查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以獲得

有關如何影響已發佈的比賽場地評級的指導方針。否則，為了差點目的所提交的

桿數可能無法被接受。 

開球區的位置可以在回合之間改變，包括在同一天進行多於一回合的比賽。 

最好在開球區標誌的後面或下面放置一個小標示，比如漆點，以確保若它們被移

動，可以將它們放回它們原來的位置。當多回合時，各回合可以使用不同數量的

點。 

如競賽在無標誌標明洞別的比賽場地上進行，或委員會決定以不同的順序進行比

賽時，則應安裝標誌以清楚地標明洞別。 

(2)  選擇球洞位置 
果嶺上的球洞位置可以對競賽中的成績與打球速度產生重大的影響。選擇球洞位

置有很多因素，特別強調下列幾個重點： 

․在選擇球洞位置時，應考慮球員的擊球能力，以便選擇的位置不會太困難，以

至顯著減慢打球速度，或對擊球能力較佳的球員不具挑戰性。 

․果嶺速度是選擇球洞位置的重要因素。雖然球洞位置可能適用於較慢速的果

嶺，但是當果嶺的速度增加時，它可能被證實是太嚴苛了。 

․委員會應避免在球不會停下來的斜坡上安置球洞。當果嶺的地形允許時，應將

球洞安置在洞周圍有 2 到 3 英尺相對水平的區塊，以便適當速度的推球能使球

在球洞周圍停住。 

其他的考量包括： 

․設置球洞時，在該球洞與果嶺前緣及側邊之間有足夠的果嶺表面的地方，以容

納攻向該特定球洞的打擊。例如，通常不建議大多數在場地上的球員攻向該洞

果嶺之打擊需要長打時，將球洞直接放在大沙坑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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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整個比賽場地關於左、右、中、前及後之位置的球洞位置。 

5F 編組、組別及開始比賽的時間                                      

(1) 編組 
在比洞賽，編組用於確定對抗組比賽的總體順序，及哪些球員將參加各場首回合

之對抗組比賽。編組可以用多種方式完成，包括： 

․隨機地--隨機挑選球員並按選擇放入編組中。 

․資格賽成績--球員可以參加一回合或多回合的資格賽，然後根據這些球員的成

績將他們放入編組中。 

․差點--可以根據差點將球員放入編組中，以便具有最低差點的球員與最高差點

的球員在第一回合對抗，第二低差點的球員對抗第二高差點的球員，餘依此類

推。 

․種子球員--某些球員，比如衛冕冠軍者，可以編在特定位置，而其他球員則以

隨機或通過資格賽成績放入編組中。 

安排編組使二位最高種子的球員位於編組兩側，餘依此類推，詳如下表所示。 
 

上半部 下半部 上半部 下半部 

64 位合格參賽者 32 位合格參賽者 

1 vs 64 2 vs 63 1 vs 32 2 vs 31 

32 vs 33 31 vs 34 16 vs 17 15 vs 18 

16 vs 49 15 vs 50 8 vs 25 7 vs 26 

17 vs 48 18 vs 47 9 vs 24 10 vs 23 

8 vs 57 7 vs 58 4 vs 29 3 vs 30 

25 vs 40 26 vs 39 13 vs 20 14 vs 19 

9 vs 56 10 vs 55 5 vs 28 6 vs 27 

24 vs 41 23 vs 42 12 vs 21 11 vs 22 

4 vs 61 3 vs 62 16 位合格參賽者 

29 vs 36 30 vs 35 1 vs 16 2 vs 15 

13 vs 52 14 vs 51 8 vs 9 7 vs 10 

20 vs 45 19 vs 46 4 vs 13 3 vs 14 

5 vs 60 6 vs 59 5 vs 12 6 vs 11 

28 vs 37 27 vs 38 8 位合格參賽者 

12 vs 53 11 vs 54 1 vs 8 2 vs 7 

21 vs 44 22 vs 43 4 vs 5 3 v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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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決定在編組中的位置，除了那些在資格賽回合晉級最後一個合格席位平手者

之外，在其他席位平手的情況可以用以下方式決定： 

․繳回桿數的先後順序，先繳回桿數者得到排名位階最低的號碼，餘依此類推， 

․記分卡延長賽，或 

․以特定桿數平手的球員之間隨機抽籤。 

在編組中的最後一個合格席位平手時，委員會可以選擇進行延長賽，或增加另一

回合的對抗組比賽來將球員數減至與合格席位相等。這應在競賽條件中明定。 

在某些情況下，委員會可以選擇衛冕冠軍為種子球員。當這樣做時，通常將冠軍

作為第一或第二種子。委員會還應決定是否允許冠軍參加資格賽，如果是，他將

喪失種子資格。 

多部分編組(也稱為飛萊特式(flight)或分區制) 

雖然許多比賽都讓所有球員與所有其他球員競爭，但有時候委員會可以選擇將比

賽劃分為多部分編組(有時稱為飛萊特式或分區制)。這可以是為了讓具有相似能

力的球員相互競爭或為了擁有多位獲勝者。 

這些編組的構成可以由差點、資格賽或委員會決定的其他方法來決定。委員會應

在競賽條件中列出如何設定編組之方式。 

雖然這些編組可以由差點來設定，但由於所有球員應具有相對相等的能力，因此

不要求該編組中的結果是計差點的競賽。 

在比洞賽的競賽，最好製作編組的人數，這樣就不必要給予球員輪空的機會，理

想情況下，這個人數意指所有球員都會在淘汰的形式下打相同數量的對抗組比

賽，例如 8、16、32、64 或 128。如無足夠數量的球員來填補最終組別，則應根

據需要將輪空的球員們晉級第二回合。並不要求所有編組都有相同數量的球員。

例如，第一場或總冠軍的編組可能有 32 位球員，而另一編組可能有 16 位。 

(2) 開始時間及打球組別 
委員會可以設定開始比賽的時間及編組，或允許球員設定自己的組別。 

當委員會允許球員設定自己的開始比賽的時間時，其位階與委員會規定的開始比

賽的時間相同 (見規則 5.3a)。 

在決定一組中的球員人數及組別之間的間隔時間需要考慮許多因素。在設置開始

比賽的時間及組別時，打球速度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可用的打球時間也一樣是。

二人一組比三人或四人組更快。對於較小人數的組別，開始比賽的間隔時間可以

更接近。當委員會選擇在多個洞(比如第 1 洞與第 10 洞)同步開始比賽時，重要的

是確保球員到達委員會指定同步開始比賽的其他開球梯台時，在該洞最後一組開

始比賽之前不會有過多的等待時間。 

如比洞賽的競賽將在較長期間內進行，且允許在對抗組的球員同意在此期間比

賽，委員會應： 

․設定各組必須完成比賽的日期及時間。 

․明定如該對抗組球員未能在指定日期完成比賽，將如何決定該組比賽之結果，

比如取消二位球員的比賽資格，或讓該組球員指派在下一回合編組中的第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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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在比洞賽，委員會設定編組顯示誰將參加每一場對抗組的比賽，或以其他方式明

定如何決定一些對抗組的比賽。如有可能，各場對抗組的比賽最好有它自己的開

始比賽時間，但有時可能會同時開始二場對抗組的比賽。 

(3) 記分員 
在比桿賽，球員或一方經常需要有該球員或該方成員以外的其他人負責在記分卡

上記錄桿數。委員會可以對各球員以指定記分員必須是同一競賽及同組中的球

員、有差點的球員，或以其他方式，指定或限制誰可以擔任他的記分員。 

在二位或多位搭檔作一方一起協力競爭的形式中(例如，在四人二球賽或四球

賽)，他們不被允許擔任自己這一方的記分員。如搭檔形式的方數不平均時，委員

會可能需要找一方為自己記錄的記分員，或選擇包含三方的組。 

(4) 開始比賽的區域 
委員會可以在第一個開球區或附近界定一個特定區域，在開始比賽的時間球員必

須出現該區域內並準備好開始進行比賽(見規則 5.3a)。 

這可以用地面上的漆線、繩索或其他方式界定。 

5G 打球速度政策                                                   
委員會可以制定自己的打球速度政策用以當作當地規則(見規則 5.6b)。實際上，

這種政策的性質將取決於可用於執行該政策的委員會成員的人數而定(見第四節

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 8K 款)。 

打球速度政策可以包含： 

․完成一回合、一洞或一系列的洞或一打擊的最長時間。 

․定義第一組何時不在位置上，及何時其他組相對其前組是不在位置上。 

․一組或單一球員可能何時及如何被監控或計時。 

․是否及何時可以警告球員他們正被計時或已超時。 

․違反此政策的處罰安排。 

委員會負責確保競賽以迅速的打球速度進行。考量何謂迅速的步調可以根據比賽

場地、參賽人數及各組的球員數而有所不同。實行這項職責： 

․委員會應採用一條當地規則制定打球速度政策(見規則 5.6b)。 

․此類政策至少應設定完成一回合或部分回合的最長時間。 

․本政策應規定對球員未遵循本政策的任何處罰。 

․委員會還應了解他們可以採取的其他行動，以便對打球速度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些包括： 

» 管理作法，比如降低組別規模，增加開始比賽間隔時間及引用發令員的間隔

時間。 

» 考量比賽場地設置的根本變化，比如加寬球道寬度、縮小粗草區的濃密度或

草的長度，或降低果嶺的速度。如對比賽場地進行這些改變，委員會應查閱

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以評估對已發

佈的比賽場地評級之影響，並按照程序進行必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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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 行為規範政策                                                   
委員會可以在用以作為當地規則的行為規範中，制定自己的球員行為標準(見規

1.2b)。如委員會未制定行為規範，則僅限於引用規則 1.2a 處罰球員的脫序行為。

依該規則違反比賽精神的行為，唯一可用之處罰是取消比賽資格(更多資訊見本

5H 款第(4)項)。 

(1)  制定行為規範 
在制定行為規範時，委員會應考慮下列事項： 

․當由行為規範設定限制或禁止球員的一些行為時，委員會應考慮球員們的不同

文化。例如，在一種文化中可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

是被接受的。 

․適用於違反本規範的處罰安排(見本 5H 款第(3)項的例子)。 

․誰有權決定處罰與制裁。例如，可能只有某些委員會成員有權實施此類處罰，

或委員會成員的最低成員數需要參與作出此類決定，或委員會的任何成員有權

作出此類決定。 

․是否會有上訴程序。 

委員會可在行為規範中包括以下內容： 

․禁止球員進入所有或指定的禁止打球區。 

․球員在一回合中難以被接受的行為而可能受到處罰之具體細節，例如： 

» 未照護比賽場地，譬如未耙平沙坑，或不置回或填補草皮。 

» 難以被接受的措詞。 

» 濫用球桿或比賽場地。 

» 不尊重其他球員、裁判或觀眾。 

․服裝規範。 

委員會可在行為規範中規定，除非委員會認為違反之行為是嚴重的，否則將對首

次違反規範之行為僅予以警告，而非處罰。 

委員會需要決定行為規範是否適用於球員的桿弟，及在回合中因球員桿弟的行為

是否可以根據規範對該球員施以處罰。 

根據行為規範因球員的家人或支持者違反觀眾規範而處罰球員是不適當的。例

如，在青少年的競賽中，不允許家庭成員在球道上或在球員的指定距離內行走，

該球員不應就觀眾的任何違規行為而受到處罰。 

(2)  決定違反行為規範的處罰 
在決定適用的制裁與處罰安排時，委員會應考慮下列事項： 

․在實施任何處罰或其他制裁之前是否會有警告的方式。 

․制裁是否具有紀律性質或涉及根據規則的處罰。 

․每次違規的處罰是否將被設定為一罰桿、一般處罰，或處罰是否會逐步加重。

委員會不應使用對球員桿數施以處罰之外的任何其他類型之處罰。 

․規範是否允許因不符合規範標準的嚴重脫序行為而取消比賽資格。 

․當球員違反規範標準之一時是否會自動適用處罰，或是否這類處罰由委員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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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是否違反本規範一些不同方面時，將適用不同的處罰。 

․委員會可能施加的紀律制裁，包括拒絕允許球員參加由委員會運作的一場或多

場未來之競賽，或要求球員在一天中的特定時間進行比賽。這種制裁與高爾夫

規則是分開的，且委員會應編寫及解釋任何此類制裁。 

(3) 行為規範的處罰安排之範例 
下列處罰安排之例樣，舉例說明委員會如何選擇處罰違反當地規則中行為規範之

行為。 

委員會可以決定實施這樣的處罰安排，而不對第一次違反之行為發出警告或制

裁，或者能對行為規範中的各項目提供不同的處罰。例如，某些違規行為可能導

致一罰桿，其他違規行為導致一般處罰。 

處罰安排範例 

․第一次違反行為規範~~警告或委員會制裁 

․第二次違反~~罰一桿 

․第三次違反~~一般處罰 

․第四次違反或任何嚴重的脫序行為~~取消比賽資格 

(4) 比賽精神及嚴重的脫序行為 
根據規則 1.2a，委員會可以因球員的表現違反本運動精神之嚴重脫序行為而取消

其比賽資格。不論競賽是否有適當的行為規範，這都適用。 

在決定球員是否犯有嚴重的脫序行為時，委員會應考慮球員的行為是否是刻意

的，及該行為是否足夠嚴重到取消比賽資格而不先給予警告及/或在行為規範適當

時應引用其他處罰。 

可以在指南之解釋 1.2a / 1 找到可依規則 1.2a 取消比賽資格的行動之例子。 

5I 給球員及裁判的資訊                                              

(1)  當地規則 
委員會應確保任何當地規則已發佈供球員查閱，不論是在首先要打的洞梯台上的

單獨文件(有時被稱為“球員須知”)、記分卡、公佈欄或球場的網站。 

許多舉辦多場競賽的組織創作了一份文件，其中包含在他們所有的競賽中常用的

所有當地規則。根據高爾夫史觀，此文件已印刷在常備的卡片上，稱之為“硬

卡”。 

如球員被要求使用在合格球目錄上的球比賽(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G

款 G-3 項)，或使用在合格一號木桿頭目錄中之球桿(見同條款 G-1 項），或符合

溝槽線及沖打紋路之規格(見同條款 G-2 項)，委員會應考慮製作可供球員查閱的

列表或提供適用的線上資料庫以便存取。 

(2)  編組或編組表 
應製作提供回合編組及其開始比賽的時間的表格，並將之發佈在球員們可以查閱

它們的場所。雖然球員經常被以電子方式發送他們的編組，或可以在網站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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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但它們也應在比賽場地中可供查閱，以便球員們可以重新確認他們的開始

比賽時間。 

(3)  球洞位置表 
委員會可能想要提供球員一張表格，以便告知他們果嶺上球洞的位置。這些可以

是距離果嶺的前緣與最近一側的距離之圓形圖、一張僅帶有數字的紙張、或果嶺

及其周圍更詳細的繪圖，其中指示了球洞位置。 

(4) 記分卡包括差點讓桿配置索引 
委員會負責在記分卡上或在其他可見到的地方(例如，在首先要打的洞梯台附近)

發佈差點讓桿及被讓桿的洞之順序。此配置將用於計差點之比洞賽對抗組之比賽

及某些形式的淨桿比桿賽，比如四球賽、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限度賽(當桿數最

大限度與球員的淨桿數相關時）及標準桿/柏忌賽。有關如何決定順序的準則，請

參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比洞賽~~在差點之比洞賽，委員會在競賽條件中應闡明下列事項： 

․是否適用雙方差點差額之全部或百分比。 

․用於識別球員之間讓桿與被讓桿的洞之順序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 

如委員會授權某組不在第 1 洞開始該組之比賽，則委員會可以為這樣的組別調整

差點讓桿配置索引。 

比桿賽~~在淨桿競賽，委員會應依據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

含的規則或建議，決定差點讓桿配額。例如，是否適用差點之全部或差點之百分

比。 

(5) 打球速度及行為規範政策 
在該競賽開始之前，球員應可以獲得打球速度與行為規範政策的副本。當球員們

不熟悉這些政策時，委員會可能希望在該競賽之前與球員一起仔細琢磨這些政

策。 

裁判與其他將執行這些政策的人員應接受培訓，並提供任何其他附加教材，比如

時間表或有特定措詞的底稿，它們應用於通知球員警告或可能的違規行為。 

(6) 疏散計畫 
各委員會都應考慮如何在惡劣天氣或其他緊急情況下疏散球員。如認為有必要，

可以建立疏散計劃並提供給球員。其他資訊可以在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J

款 J-1 項中找到。 

6 競賽期間                                                    
一旦競賽開始比賽，委員會有責任確保球員獲得依規則比賽所需的資訊，並協助
他們應用規則。 

6A 開始比賽                                                       
在回合開始比賽之前，應向球員提供他們能依規則在比賽場地比賽所需的所有資

訊。 

在比桿賽，每位球員都應獲得一張記分卡，並在淨桿競賽，比如史特伯弗賽、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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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最大限度賽或四球賽，這應包括委員會設定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 

當委員會準備了額外的文件時，球員應在該回合比賽之前可得到，且如可能的

話，在球員到達首先要打的洞的梯台之前提供，以便他們有合理的時間閱讀。這

些可能包括： 

․當地規則。 

․打球速度政策。 

․行為規範。 

․疏散計畫。 

委員會根據他們可用的資源，可以選擇在單一位置提供文件供球員閱讀，例如在

公佈欄或網站上閱讀。除此之外，他們可以在球員開始回合的比賽之前分發給球

員們。 

當資源允許時，委員會應在開始比賽的梯台上有一名發令員，以確保球員擁有他

們需要的所有資訊並準時開始比賽。 

當該組開始比賽的時間已屆，發令員應在指定的時間使該組第一位球員開始比

賽。如因前組在該時間點的位置(比如當他們因尋找球而拖延時)而無法準時開始

時，應註記實際開始比賽的時間，以便委員會在應用打球速度政策時可以利用此

資訊。 

委員會應採用一致的方法處理球員在他們首先要打的洞之開球區遲到時的情

況。這可以包括委員會成員或其他人試圖找到失踪的球員，或在場上其他球員面

前倒數計時，以便在該球員遲到時所有的人都清楚。最好在開球區附近設置官方

時間的時鐘，並讓所有裁判及有關人員將他們的手錶設置到同一時間。 

6B 比賽場地                                                        

(1) 回合間的場地維護 
雖然最好在第一組到達各洞之前完成對比賽場地的所有維護，以確保所有球員在

比賽場地相同條件下比賽，但這有時是不可能做到。如在一回合比賽期間進行球

場維護，比如切割果嶺、球道或粗草區的草，或耙平沙坑，則該競賽所打出的的

結果仍有效。 

雖然委員會應在該競賽開始比賽之前試圖將所有需要標示為待修復地的區域標

示完成，但有時直到比賽開始後才會注意到漏未標示的區域，且有時天氣、車輛、

球員或觀眾也可能會對比賽場地造成額外的損害。在這些情況下，委員會可以決

定將這些區域標示為待修復地。不論球員是否已從該區域打球，都應做出標示該

區域為待修復地的決定。 

(2) 設定球洞位置及開球區 
在比桿賽，所有球員都應在比賽場地上使用位於相同位置的開球區標記及球洞進

行比賽。委員會應避免在一些組別已打了某洞後，移動該洞之任何開球區標記或

球洞的位置，但可能存在無法避免的情況，或其他人錯誤移動的情況。 

回合開始比賽後開球區變得不宜進行比賽 

如開球區被臨時積水覆蓋或由於某些其他原因，在該回合開始比賽後變得不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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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賽，如委員會暫停比賽或重新安置開球區不會帶給任何球員明顯的優勢或劣

勢，則可以這樣做。 

開球區標誌或球洞位置被移動 

如開球區標誌或球洞位置被球場的場務人員移動，或如開球區標誌被球員或其他

任何人移動，委員會應確定是否有任何球員已獲得明顯的優勢或劣勢。如果是這

樣，通常應將該回合宣佈為無效，惟如比賽場地無明顯改變，且並無球員獲得明

顯的優勢或劣勢，委員會可以選擇讓該回合仍有效。 

由於球洞位置過於嚴苛而移動球洞位置 

在比桿賽，如在一回合比賽中明顯發現一球洞被設置在使得球由於斜坡的嚴峻程

度而不會停在該球洞附近，導致幾位球員花了過多的推球桿數，委員會有幾種可

資利用的選擇。 

委員會應考慮所有因素，包括該位置有多嚴苛，有多少球員完成了該洞的比賽及

該洞是在該回合何處，並採取它認為對所有球員最公平的行動方案。例如： 

․在該競賽對所有球員之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該球洞位置不變。 

․將該球洞保持在相同的位置，但採取一些行動來改善情況，比如在各組之間在

該洞果嶺上灑水。 

․宣告該回合無效讓所有球員重新開始該回合之比賽，並重新設置球洞。 

․暫停比賽並重新設置球洞，並讓已打完該洞的球員在該回合結束後返回該洞重

打。這些球員在該洞的桿數是以重打的桿數計算。 

․讓所有球員不理會對這個有疑義的洞之桿數，並重打一額外的洞(不論是在比賽

場地還是其他地方)以替代他們在該洞之桿數。 

最後二個選項應只在非常的情況下進行，因為它們會改變一些或所有球員的回

合。 

在比洞賽中，委員會可以在各組之間移動球洞位置。 

在果嶺上已經設置球洞後重新在附近設置球洞 

當該洞果嶺的球洞被損壞時，如一球在該果嶺上，委員會應試圖修復該球洞使其

符合“球洞”的定義。如不可能修復，則該球員可以依該球洞損壞之現況完成該

洞。 

在該組中的所有球員打完該洞之前重新設置球洞是不可取的。但如有必要，委員

會可以將球洞重新安置在附近的類似位置，以確保正確地進行賽事。如在該組中

的球員完成該洞之前完成，委員會應要求球在該果嶺上的任何球員將他的球重新

定位到相對於之前打擊帶給他的原條件相當的位置。對於位於該果嶺外的球，委

員會應要求該球依其所在擊打。 

6C 提供球員規則的協助                                             
委員會可以任命裁判協助競賽之執行。裁判是委員會指定的規則人員，負責決定

事實問題並應用規則。 

 (1) 比洞賽的裁判 
在比洞賽，裁判的職權取決於他被指派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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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整個回合陪同一組別時。由於該裁判參與整個回合，他有責任對任何他  

所見到或被告知的違規行為採取行動(見規則 20-1b(1)及“裁判”的定義)。 

․被指定監控多組對抗組，或比賽場地的某些洞或某些部分時。由於裁判未在整

個回合中被指派陪同該對抗組，他應避免介入該組比賽，除非： 

» 一對抗組比賽中的球員要求對規則提供協助，或要求作出裁決(見規則

20.1b(2))。在根據球員的要求作出裁決時，那位裁判應始終確定就該請求是

及時作出裁決(見規則 20.1b(2)及 20.1b(3))。 

» 一對抗組比賽中的一位或多位球員可能違反規則 1.2b(行為規範)，規則

1.3b(1)(二位或更多位球員蓄意約定，忽略任一規則或他們所知要施加的處

罰)，規則 5.6a(不合理的延誤比賽)或規則 5.6b(迅速的打球速度)。 

» 球員在他的第一個開球區遲到(見規則 5.3)。 

» 球員找球達三分鐘(見規則 5.6a 及“遺失”的定義)。 

(2) 比桿賽的裁判 
在比桿賽： 

․裁判有責任對任何他所見到或被告知的違規行為採取行動。 

․不論裁判是被分配陪同一組別整個回合，或監控多組別，或比賽場地某些洞或

某些部分，上項所述都適用。 

(3) 限制委員會成員及裁判的任務 

委員會是負責該競賽或比賽場地的人員或團體，但在該委員會內： 

․可以限制某些成員的任務。 

․某些決定可以只需特定成員之同意。 

․某些責任可以委託給委員會以外的人。 

例樣包括： 

․規定只有委員會的某些成員才能對球員或組別監控及計時，以執行打球速度政

策，並決定何時給予警告或處罰。 

․規定委員會至少需要三名成員才能決定球員因脫序行為之嚴重違反，而依規則

1.2 被取消比賽資格。 

․授權職業球員、經理或其他指定人員代表委員會作出裁決。 

․授權球場維護人員的負責人代表委員會宣佈暫停比賽。 

․防止參加競賽的委員會成員在該競賽期間決定暫停比賽。 

․限制哪些裁判有權在競賽期間界定未標示區域為待修復地。 

委員會可以認定可能只由委員會或一組特定的裁判處理的一些項目，以限制裁判

在比桿賽或比洞賽中的職責(比如，當它認為這將有助於對所有球員的裁決一致)。 

此類項目的例樣如下： 

․宣佈比賽場地的一部分是待修復地。 

․對球員或組別監控及計時，以執行打球速度政策，並決定何時給予警告或處罰。 

․根據規則 1.2 取消因嚴重脫序行為之球員的比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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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裁判認可球員違反規則 
裁判的決定是最終的，因此如裁判弄錯而認可球員違反規則，則該球員將不受處

罰。但對於此錯誤可以更正的情況，請見規則 20.2d 及本條 6C 款第(10)或(11)項。 

(5) 裁判警告球員即將違反規則 

雖然裁判並無義務警告即將違反規則的球員，但強烈建議裁判應盡可能這樣做，

以防止球員受罰。裁判根據建議行事，並以自願提供有關規則的資訊防止違反規

則，應對所有球員一致性對待。 

但在比洞賽，如該裁判未被指派陪同一對抗組的整個回合，則他無權力介入該組

比賽。該裁判除非被要求，否則不應警告該組球員，且如該球員違反規則，該裁

判不應在其對手未要求裁決之情況下實施處罰。 

(6) 不同意裁判的裁決 

在比洞賽或比桿賽，如球員不同意裁判的裁決，該球員通常無權獲得第二意見，

不論是來自其他裁判還是委員會(見規則 20.2a)，但裁決被質疑的裁判可以同意獲

得第二意見。 

委員會可以採取一項政策，即所有球員在不同意裁判的裁決時，始終允許獲得第

二意見。 

(7) 如何解決事實問題 

解決事實問題係裁判、或全體委員會所有職責中最困難的的行動之一。 

․在有關事實問題之所有情況中，質疑之解決應按照所有相關之情況且依據該證

據之優勢，包括各種適用之可能性的對比。而當委員會無法決定令人滿意地事

實時，則應以合理、公平及符合規則處理類似情況的方式處理這種情況。 

․所涉及之球員們的證詞是重要的，且須給予應有的考慮。 

» 在一些情況中由於事實無法確定，則質疑之解決應對其球與所涉入的事件有

關之球員有利。 

» 在其他情況下，則質疑之解決應對其球與所涉入的事件有關之球員不利。 

․就評估球員們所提之證據或給予這樣的證據採信之優勢，並無固定的程序，且

每一情況必須依據它本身可採信之證據來處理。適當的行動端視每一案例中之

細節而定，且應留給裁判、或委員會判斷。 

․當要求球員依規則去決定一個地點、點、線、區域或位置時，委員會應確定球

員這樣做時是否採用了合理判斷，如果是的話，即使在打擊之後，該決定被證

明是錯的也會被接受(見規則 1.3b(2))。 

․那些不屬於競賽部分的人之證詞，包括觀眾的，都應被列入考慮及評估。使用

電視連續畫面及其類似物來協助解決質疑也是適當的，儘管在使用此類證據時

應採用目視準則(見規則 20.2c)。 

․為使比賽可以有條理的進行，對任何事實問題之解決以及時的方式來處理是重

要的；因此，裁判可能被限制以及時的方式來評估他可資利用之證據。任何這

樣的裁決，如在初步裁決後出現另外的證據成為可利用時，裁判或委員會可以

進一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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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裁判作出判決，不論是對高爾夫規則的解釋還是對事實問題的解決，該球員都

有權根據該裁決繼續進行。在這二種情形下出現的情況，如該裁決被發現是不正

確，委員會有權更正(見規則 20.2d 及本條第 6C 款第(10)或(11)項)。但在所有情況

下，包括比洞賽及比桿賽，根據規則 20.2d 中的準則該裁判或委員會更正的能力

都受限。 

如存在與規則有關的問題，一位球員與另一位球員的說詞互相對立，且證據的優

勢不利於任一位球員，那麼質疑的利益應判給做打擊或與其桿數有關的球員。 

(8) 對抗組的真實成績計算無法確定 

如該對抗組二位球員完成比賽但不同意比賽的結果，他們應將此事提交委員會。 

委員會應收集所有可用的證據，並試圖確定該對抗組的真實成績計算。如這樣做

後，仍無法確定該對抗組的真實成績計算，委員會應以最公平的方式解決，這可

能意指如有可能則裁定該對抗組應重打。 

(9) 處理球員引用不適用規則時之裁決 

當球員根據不適用於他的情況之規則進行然後做出打擊時，委員會有責任確定適

用的規則，以便根據球員的行為作出裁決。例如： 

․球員依規則 16.1b 從場界標示物脫困，他是依不適用的規則進行。因規則 19.1(無

法打之球)要求球員在採取脫困之前須先決定再進行，因此委員會不得對球員

的行為適用規則 19。由於並無規則允許球員在這種情況下撿球，所以委員會應

確定適用規則 9.4，且無任何例外讓該球員免於處罰。 

․一位球員決定他的球在處罰區內無法打，按照規則 19.2 的選項 b 或 c 的程序拋

球，並在該處罰區內打球。因規則 17.1 是允許球員在處罰區內撿球的唯一規

則，所以委員會應決定適用規則 17 並作出相應裁決。因此，該球員被認為是

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見規則 14.7)，此外還依規則 17.1 受罰一桿。 

․球員不知道他的原球之位置，但未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卻假設它在待修復地

內。該球員依規則 16.1e 及 16.1b 拋下另一球並擊打。因該球員不知道他的原球

之位置，在這些情況下，規則 18.1 是該球員可以依之進行的唯一規則，所以委

員會應決定適用規則 18.1 並作出相應裁決。因此，該球員被認為是已依桿數與

距離之處罰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且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見規則 14.7)，此外還

依規則 18.1 桿數與距離之處罰受罰一桿。 

(10) 處理在比洞賽的錯誤裁決 

依規則 20.2a，球員無權對裁判的裁決提出上訴。但如之後發現裁判或委員會的裁

決有誤，如根據規則有可能則應更正該裁決(見規則 20.2d)。本項闡明在比洞賽錯

誤的裁決應在何時更正。 

更正裁判在對抗組比賽中之錯誤裁決 

․在一洞該組任一球員打下一打擊後，裁判不應更正錯誤的裁決。 

․如在一洞作出裁決後該組不再進行打擊，一旦該組任一球員從下一洞開球區開

球後，裁判不應更正錯誤的裁決。 

․否則，應更正裁判的錯誤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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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更正錯誤裁決的情況下，如錯誤的裁決已導致一位或多位球員撿起他的

球，則該裁判有責任指示該球員們將他們的球置回，並以正確的裁決完成該洞。 

․上述原則也適用於由於誤解一洞之比賽結果，而未因球員違反規則而裁決處罰

的情況。 

» 例如，由於裁判認為球員已經輸該洞，並未告知該球員因違反打球速度政策

而輸洞之處罰。在下一洞該裁判得知該球員並無輸該洞。如該球員或其對手

已從下一洞的開球區開球，則該裁判就不能再更正此錯誤了。 

比賽結果公佈之前更正對抗組在最後一洞的錯誤裁決 

如裁判對一對抗組的最後一洞作出錯誤裁決，則應在該組比賽的最終結果產生之

前的任何時候進行更正，或如該組比賽進入額外的洞，在任一球員從下一開球區

做一打擊之前更正。 

在比洞賽對抗組裁判的錯誤裁決導致球員在錯誤的地方打擊 

如在比洞賽對抗組的球員是根據裁判的裁決進行，該裁決涉及拋球並從錯誤的地

方打擊，然後委員會得知此錯誤的裁決，則適用以下的原則： 

․除非涉及嚴重的違規行為，或因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而使該球員蒙受嚴重不利的

條件，否則一旦球員從錯誤的地方打擊，則更正該裁決為時已晚。但在錯誤裁

決後的打擊成立，且不會因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而受罰。 

․如涉及嚴重違規或該球員因從錯誤的地方打擊而蒙受嚴重不利的條件，如其對

手尚未在相關的洞做下一打擊，則委員會應更正此錯誤。否則，更正該裁決為

時已晚。 

․如涉及嚴重違規且在作出裁決後對手不需在該洞再做打擊，如二位球員都還沒

從下一洞開球，或如是在該對抗組最後一洞在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委員會

應更正該裁決。否則，更正該裁決為時已晚。 

․如涉及嚴重違規行為且更正該裁決為時已晚，則在錯誤的裁決後所打的桿數成

立且不受處罰。 

(11) 處理在比桿賽的錯誤裁決 
球員無權對裁判的裁決提出上訴(見規則 20.2a)。但如之後發現裁判或委員會的裁

決有誤，如根據規則有可能則應更正該裁決(見規則 20.2d)。本項闡明在比桿賽錯

誤的裁決應在何時更正。 

更正在比桿賽裁判的錯誤裁決 

在可能的情況下，只要該競賽尚未結束，裁判應更正在比桿賽涉及不正確的應用

處罰或不執行處罰的錯誤裁決(見規則 20.2e)。 

比桿賽的球員被錯誤告知打擊桿數不計 

如在比桿賽的裁判錯誤告知球員他的打擊桿數不予計算，並免罰重打，則該裁決

成立且該球員以重打的桿數是該球員在該洞的桿數。 

在比桿賽球員因錯誤裁決而從錯誤的地方打擊；當錯誤被發現時之程序 

在比桿賽，當球員根據裁判的裁決進行時，該裁決涉及拋球並從錯誤的地方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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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然後委員會得知該裁判的錯誤裁決，則適用以下原則： 

․除非涉及嚴重的違規行為，或因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而使該球員蒙受嚴重不利的  

條件，否則一旦球員從錯誤的地方打擊，則更正該裁決為時已晚。但在錯誤裁

決後的打擊成立，且不會因從錯誤的地方打球而受罰。 

․如涉及嚴重違規或球員由於已從錯誤的地方打擊而蒙受嚴重不利的條件，且該

球員尚未從下一洞開球，或是在最後一洞在繳回他的記分卡之前，委員會應更

正此裁決。委員會應指示該球員取消因從錯誤的地方及任何後續之打擊桿數並

正確進行。該球員從錯誤的地方打擊免罰。如更正該裁決為時已晚，那麼在錯

誤裁決之後所做的打擊桿數成立且不因從錯誤的地方打擊而受罰。 

裁判給予球員錯誤的資訊；球員根據錯誤的資訊做後續的行動 

球員被預期當他們違反規則時能承認，並誠實地施加他們自己應受的處罰(見規則

1.3b)。但如裁判向球員提供有關規則的錯誤資訊，則該球員有權在其後續的打球

根據這樣的資訊行動。 

因此，委員會可能須要裁定該球員應得的權利之持續期間，且該球員適當的桿數

應是多少，及當該球員因根據所提供的錯誤資訊繼續進行時，依規則可能之處罰。 

在這些情況下，委員會應以它認為最合理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按照所有事證，並

以確保無任一球員獲得不當得利或不利為目標作出客觀的裁決。如在該錯誤資訊

明顯影響該競賽比賽結果之情況，則該委員會除了取消該回合的比賽外別無其他

選擇。下列的處理原則是適當的： 

․規則上的一般諮詢 

當委員會的成員或裁判就有關規則上之一般性諮詢提供了錯誤資訊時，受此資

訊影響的球員不應被豁免處罰。 

․特定的裁決 

當裁判在特定情況下，作出了有違高爾夫規則的特定裁決時，受此裁決影響的

球員應被豁免處罰。如該球員依裁判在該回合早先的錯誤建議，自行以完全相

同的方式不正確地進行之情況，委員會應在該回合持續期間延長這項豁免。不

過，在該回合中如該球員已知悉正確的程序，或他的行為已被提出質疑時，則

這項豁免就終止。 

例如，一球員請求裁判協助從紅色處罰球區脫困，且該裁判錯誤地告訴該球員

他因站在該處罰區內必須再次拋球。如該球員在三洞之後因同樣的理由從紅色

處罰區再次拋球脫困，則委員會不應就該球員從錯誤的地方打擊而施以處罰。 

․當地規則或競賽條件的諮詢 

當委員會的成員或裁判在當地規則或競賽條件是否生效上提供錯誤資訊時，受

此資訊影響的球員依此資訊所做出的行為被豁免處罰。除非這項錯誤在比賽結

束前被更正（在此情況下，這項豁免應在被更正時即終止），否則這項豁免在

該回合的持續期間皆適用。 

例如，如裁判告訴球員即使禁止使用測距儀的當地規則有效，也允許測量有效

打球距離的測量裝置。則該球員在該回合中測量有效打球距離不受處罰。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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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得知此錯誤的裁決，應盡快通知該球員此錯誤。 

․裝備品的裁決 

當委員會的成員或裁判裁定某支不合規格的球桿為合規格時，受此裁決影響的

球員使用該球桿被豁免處罰。除非這項錯誤在比賽結束前被更正（在此情況

下，這項豁免在做出更正時的那回合結束後即終止），否則這項豁免在該競賽

的持續期間皆適用。 

球員因誤解裁判的指示而未經授權就撿球 

如球員因合理地誤解裁判的指示而在不被允許的情況下撿起他的球時，並無處

罰，且除非該球員按照另一規則進行，否則必須將該球置回。 

例如，球員的球停靠在可移動的人造物上，他請求准許免罰脫困。裁判正確地告

知該球員根據規則 15.2 可以移除該人造物，且應標示該球的球位以防在移除該人

造物的過程中造成該球移動。在該裁判能阻止他之前，該球員標示該球的球位並

撿起該球。 

依規則 9.4 該球員因在不被允許的情況下撿起他的球，通常會被罰一桿，但只要

該裁判確信該球員誤解了指令，則將該球置回而免罰。 

球員被裁判錯誤的告知繼續打暫定球 

球員有理由從該洞開球區打一暫定球但在處罰區內找到他的原球。然後裁判錯誤

地告訴他必須繼續打暫定球並用暫定球完成該洞。該球員打了錯誤球(該暫定球，

依規則 18.3c 要求該球員放棄它)不受處罰。 

如委員會隨後意識到此錯誤的裁決，則應裁定該球員在該洞的桿數包括原球的開

球，加上球員在不正確的判決後在該洞球道以暫定球完成該洞所用的打擊桿數(在

該洞球道起初對暫定球所做的打擊算第二桿)。但如該球員從處罰區內打原球是明

顯是不合理的，那麼他還必須在該洞的桿數依規則 17.1 加計一罰桿。 

當球員依規則 20.1(3)打二顆球後委員會做了錯誤裁決；何時裁決可以更正 

在比桿賽，球員依規則 20.1c(3)打二顆球並向委員會報告此實情，而委員會告訴

該球員用錯誤的球計算桿數。這樣的錯誤是錯誤的裁決而不是行政疏失，因此，

適用規則 20.2d，解答取決於委員會何時得知其錯誤的裁決： 

․如委員會在該競賽結束之前得知此錯誤的裁決，則應將有關該洞的桿數更改為

以正確球的桿數更正該裁決。 

․如委員會在該競賽結束後才得知此錯誤的裁決，那麼以錯誤球計算的桿數仍然

是該球員在該洞的桿數。依規則 20.2d 一旦該競賽已結束這樣的裁決是最終的

裁決。 

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錯誤地適用於賽事優勝者；在其他二位球員為了爭奪第一名

的名次打延長賽後發現此錯誤 

如由於委員會的錯誤裁決，競賽正當的優勝者被取消比賽資格，而另外二位球員

為了爭奪第一名的名次打延長賽。最佳程序取決於委員會何時意識到其錯誤。如

委員會在該競賽比賽結果產成之前得知其錯誤的裁決，委員會應撤銷取消比賽資

格處罰並宣佈該球員為優勝者以更正此錯誤的裁決。如委員會在該競賽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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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成後才得知此錯誤的裁決，則該結果成立，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在非所有桿數都用以決定獲勝者的競賽；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之應用 

在諸如多回合隊際比桿賽的方案中，當並非所有球員的桿數都計入該隊在一回合

成績時，一球員在他被取消比賽資格時的回合桿數不計但其他回合的桿數仍可計

入。例如，當取三位隊員中二位的桿數時，如該隊一位球員在四回合中的第一回

合被取消比賽資格，則取消比賽資格僅適用於第一回合，且仍然可以使用他剩餘

回合的桿數。 

這適用於並非所有桿數都用於確定優勝者的所有比賽(例如，球員從四回合中計算

他的三個最佳桿數之個人競賽)。 

如球員因違反規則 1.3b 或委員會的行為規範而被取消比賽資格，則由委員會決定

取消比賽資格是否是適用於該回合或整個競賽。 

(12) 合併舉行比洞賽及比桿賽 

因某些規則在比洞賽與比桿賽之間明顯不同，所以不鼓勵合併舉行這二種形式。

但有時候球員會要求將這二種形式的比賽合併舉行，或他們自己這樣做，而請求

裁決。在這些時候委員會應盡最大努力支持球員，並應遵循以下準則。 

當球員要求合併舉行比洞賽及比桿賽 

如委員會選擇允許球員在參加比桿賽時同時進行比洞賽，建議告知球員比桿賽規

則適用整場比賽。例如，不允許讓與，且如一位球員不按順序打球，另一位球員

沒有取消該次打擊之選項。 

當已合併舉行的比洞賽及比桿賽球員請求裁決時 

如委員會被請求在球員合併舉行比洞賽及比桿賽時作出裁決，則應適用高爾夫規

則，因它們將分別適用於各場比洞賽及比桿賽。例如，如一位球員因任何原因未

完成一洞之比賽，那麼他因違反規則 3.3c 而被取消該場比桿賽的比賽資格。但對

於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限度賽及標準桿/柏忌賽則分別參閱規則 21.1c(2)、21.2c

及 21.3c(2)。 

6D 執行打球速度                                                   
如競賽制定了打球速度政策，重要的是委員會理解並積極執行該政策，以確保球

員遵守政策並有條不紊地進行。 

有關更多資訊和政策範例，請參閱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K 款。 

6E 暫停及恢復比賽                                                 

 (1) 立即及一般的暫停比賽 
委員會可以用二種類型下指令暫停比賽，每種類型對球員何時必須中止比賽有不

同的要求(見規則 5.7b)。 

․立即暫停(比如當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時)。如委員會宣佈立即暫停比賽，所有球

員必須立即中止比賽，且在委員會恢復比賽前決不可做另一打擊。 

․一般暫停(比如天色變暗或比賽場地不宜進行比賽時)。如委員會因一般原因而

暫停比賽，接下來如何進行取決於一組是在二洞之間還是正在打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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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暫停的信號委員會應使用與一般暫停不同的信號。要使用的信號應在當地規 

則中傳達給球員知道。 

請參閱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J-1 款--暫停及恢復比賽的方式。 

比賽暫停時，委員會將需要評估球員是否應留在比賽場地上或帶回會館。 

不論是立即暫停還是一般暫停，委員會都應在可能的情況下恢復比賽。球員將從

他們中止的地方恢復比賽(見規則 5.7c)。 

 (2) 決定何時暫停比賽及恢復比賽 
決定何時暫停然後恢復比賽對委員會而言可能是困難的決定。委員會應考慮以下

準則： 

閃電 

委員會應使用現有的任何方法確定是否存在閃電的危險，並採取它認為適當的行

動。當球員認為有閃電的危險時，他們也可以自行中止比賽(見規則 5.7a)。 

當委員會斷定無進一步閃電的危險且下指令恢復比賽時，球員們必須恢復比賽。

如球員因他認為仍有閃電的危險而拒絕恢復比賽時，該如何處理請參閱規則指南

5.7c / 1 之解釋。 

能見度 

如落球區對球員而言已看不清(例如，因霧或天色太暗)，則建議應暫停比賽。相

同地，如因能見度低而無法判讀果嶺上的擊球線，也應暫停比賽。 

水 

如球洞邊充滿臨時積水且無法移除，則在比桿賽，該比賽場地應被視為不宜進行

比賽，委員會應依規則 5.7 暫停比賽。 

在比洞賽，如該臨時積水無法移除，委員會可以暫停比賽或重新設置球洞。 

風 

幾顆球被風移動可能是暫停比賽的理由，但在一個果嶺上只有一顆或二顆球被風

移動通常不值得委員會暫停比賽。在該洞果嶺上有適當的規則可以協助球員避免

受罰，或如球被吹得更靠近球洞而獲得有利之條件，或如球被吹得更遠而處於不

利之條件(見規則 9.3 及 13.1)。 

只要有幾顆球移動且該球員在其球被吹走的位置有將該球置回的問題，或如該球

雖至少能合理地接近原點但不能保持靜止在原點，委員會就應考慮因風的影響而

暫停比賽。 

 (3) 恢復比賽 
在暫停後恢復比賽時，球員將從他們中止的地方恢復比賽(見規則 5.7d)。 

委員會應準備考慮以下事項： 

․如球員從比賽場地疏散，是否應在恢復比賽前給球員熱身的時間。 

․如練習場因暫停比賽而關閉，何時應重新開放給球員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比賽。 

․如何讓球員回到他們在比賽場地上中止的位置。 

․如何確認恢復比賽前球員都回到中止的位置。這可能包括要委員會的成員到適

當地位置上觀察，並報告所有球員何時回到他們中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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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是否取消回合的比賽 
比洞賽 

比洞賽一旦一對抗組的比賽已開始就不應被取消，因該組比賽中的二位球員都在

相同的條件下比賽，並無任一球員比另一球員更有優勢。 

如該組球員在規則 5.7a 允許的情況下協議中止比賽，或委員會認為有應暫停比賽

的條件，則該組比賽將從暫停的地方恢復。 

在隊際競賽中，如某些組的比賽已完成，而其他組的比賽由於光線不足或天氣不

佳不能在安排的日期完成，則競賽條件應闡明如何處理對抗組完成及尚未完成的

比賽(見同節第 5 條 5A 款第(4)項)。例如： 

․已完成比賽的對抗組之比賽結果成立，尚未完成比賽的對抗組將在以後的日子

繼續或重打， 

․所有對抗組的比賽都將重打，各隊都可以自由改變原來的球隊人員配置，或 

․任何無法按計劃完成的對抗組比賽都被認為是並列的。 

比桿賽 

在比桿賽，委員會何時取消一回合的比賽沒有固定的準則。適當的行動取決於個

案的情況且聽任委員會作出判斷。 

一回合的比賽只在不取消會非常不公平的情況下才應取消它。例如，少數球員在

極端惡劣的天氣條件下開始一回合的比賽，這些條件隨後更惡化且當天不可能繼

續比賽了，但第二天比賽恢復時天氣是理想的。 

當一回合的比賽取消時，該回合中的所有桿數及處罰都將被取消。通常包括任何

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但如某位球員因嚴重脫序行為(見規則 1.2)或違反行為規範

而被取消比賽資格，則該取消比賽資格之處罰不應被取消。 

(5) 球員因為天氣條件而拒絕開始比賽或棄賽 

如因惡劣的天氣，球員拒絕在委員會安排的時間開始比賽，或在該回合過程中棄

賽，而委員會之後取消該回合的比賽，則該球員因所有在被取消的回合中之處罰

都被取消而免罰。 

(6) 從果嶺移除臨時積水或鬆散自然物 

如臨時積水、沙子、樹葉或其他鬆散自然物在回合中堆積在果嶺上，委員會可以

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消除這種狀況，例如，使用橡膠滾輪清潔器，或以工具刮刷該

果嶺，或以吹風機吹該果嶺。委員會採取這些行動不必暫停比賽。 

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在必要時可獲得球員們的協助以消除那些鬆散自然物或沙

子。但如球員在未經委員會許可的情況下移除擊球線上的臨時積水，則違反規則

8.1。 

委員會可以採用一項政策，闡明哪些行動被認為適合委員會成員、委員會指定的

人員(例如場地維護人員)或球員，去清除該果嶺上的臨時積水。 

見第四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J 款第 J-2 項：允許使用橡膠滾輪清潔器移除果嶺

上的臨時積水之當地規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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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瞭解比賽場地已關閉而開始比賽 

如一對抗組的球員在比賽場地關閉時開始比賽，然後委員會獲悉他們的行動，則

因在關閉的比賽場地上比賽被視為是無效的，所以該組比賽應全部重打。 

6F 計分                                                           

(1) 比洞賽 
通常該組球員有責任在委員會指定的場所報告該組比賽之結果。如裁判已被指派

陪同該對抗組，他可能被指定這個職責而非球員。 

如球員在該組比賽期間提出尚未解決的裁決請求，委員會應確定該請求是否符合

規則 20.1b(2)的要求並作出裁決。這可能導致該組球員需要返回比賽場地繼續比

賽。 

一旦該組比賽之結果已報告，就被認為是最終的結果，除非符合規則 20.1b(3)的

要求，否則不得接受任何裁決請求。 

(2) 比桿賽 
在比桿賽，應給予球員有機會解決需要與委員會澄清的任何規則爭議(見規則

14.7b 及 20.1c(4))，及檢查他們的記分卡並更正任何錯誤。如記分卡上有錯誤，則

球員在繳回記分卡時，可以要求記分員或委員會作出或認可對他的記分卡之更改

(見規則 3.3b(2))。 

一旦記分卡已繳回，委員會應檢查它以確保它具有球員的姓名、差點(如它是淨桿

競賽)、必要的簽名及正確的逐洞桿數。委員會應將桿數加總並在淨桿競賽中實施

差點。 

在其他形式的比桿賽，比如史特伯弗賽及標準桿/柏忌賽，或在四球賽，委員會應

確定球員或一方的最終結果。例如，在史特伯弗賽，委員會負責確定就球員在各

洞的桿數所得的分數及在該回合的總得分。 

6G 淘汰；制定編組表；建立新組別                                   

(1) 淘汰及建立新組別 
一場要打多回合的競賽，競賽條件應說明： 

․球員將根據他們在之後的回合前的桿數而對之後的回合重新編組。 

․最後一回合或數回合的參賽人數會縮減(通常稱為”淘汰”) 

在這二種情況下，委員會都應建立並公佈新的編組。通常情況下，桿數最高的球

員要先開始比賽，而桿數最低的球員最後開始比賽，但委員會可以選擇改變這方

式。 

委員會可以選擇對相同桿數完成的球員如何重新編組。例如，委員會可以決定第

一個繳回特定桿數的球員將獲得比之後以相同桿數完成該回合的球員更晚的開

始比賽時間。 

如之後的回合使用二個開球區(例如，一半的球員從第一洞開始，另一半從第十洞

開始)，委員會可以決定安排這些組別，使得桿數最高的球員從一邊最後開始比賽

(比如從第十洞開球區)及桿數最低的球員在另一側最後開始比賽(比如第一洞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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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這會使桿數在中間的球員成為首先在各開球區開始比賽的球員。 

(2) 處理在比洞賽的退賽及取消比賽資格 
在比洞賽，如球員在他的第二場對抗組比賽開始之前，從該競賽退賽或被取消比

賽資格，而委員會並未在競賽條件中具體說明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則委員會的選

項如下： 

․宣佈該球員的第二場對手因該球員棄權而自動為勝方，或 

․如該球員在他的第一場對抗組回合比賽開始前退賽: 

» 如時間許可，則重新制定新的比洞賽對抗組之編組表，或 

» 從候補或替換名單中的球員替換該球員，或 

» 在球員們為該比洞賽已通過比桿資格賽之情形下，以目前判定的合格者最後

一名(譯註：從資格賽按成績遞補)替補該球員。 

如球員在第一場或後續比賽後退賽或被取消比賽資格，委員會可以： 

» 宣佈該球員的下一場對手因該球員棄權而自動為勝方，或 

» 要求所有在該比洞賽被該球員淘汰的球員打延長賽來取得該球員的席位。 

如在比洞賽的二名決賽選手都被取消比賽資格，委員會可以決定該競賽無優勝者

結束。或者委員會可以選擇讓半準決賽被擊敗的球員打一場對抗賽，以決定該競

賽的優勝者。 

如在比洞賽的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該球員應有權獲得他之前在該競賽中贏得的

任何獎品，例如，在比桿賽資格賽所贏得的。 

(3) 處理比桿賽的退賽及取消比賽資格 
如球員在比桿賽第一回合之前退賽或被取消比賽資格(例如，由於未能準時開

始)，委員會可以用(如果有的話)目前不在場上的其他球員(通常稱為替換或候補球

員)替換該球員，一旦該回合比賽開始後該球員就不能被替換了。 

(4) 比洞賽的資格賽 

當用比桿資格賽來決定比洞賽的編組時，委員會可以選擇隨意編組、使用記分卡

逆比桿數，或延長賽以解決許多席位平手的關係。這應在競賽條件中明確說明。 

(5) 差點的錯誤應用影響比洞賽的編組 
在比洞賽第一回合的比桿賽資格賽，如委員會在記分卡上誤用了球員的差點導致

編組不正確，委員會應以盡可能公平的方式處理此事。委員會應考慮修改編組並

取消受此錯誤影響的組別。 

如在該比洞賽第二回合開始後才發現此錯誤，則更正為時已晚。 

 

7 競賽後                                                       

7A 解決比桿賽的平手                                               
在比桿賽所有記分卡都繳回後，委員會可能需要解決第一名或其他名次的平手情

況。委員會應事先在競賽條件中具體說明解決的方法(見第三節第五條(競賽開始

前)第 5A 款第(6)項)，並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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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格賽中固定的球員數將進入比洞賽時，或當該競賽是之後的競賽之資格賽

時，可能會有一場或多場延長賽決定哪些球員晉級，委員會應負責安排。 

(1) 在比桿賽延長賽中取消比賽資格或落敗的讓與 
二位球員間的比桿賽延長賽，如其中一位被取消比賽資格或落敗而讓與，則宣佈

另一位球員為優勝者並不需要他完成該延長賽的洞或洞數。 

(2) 比桿賽延長賽中有些球員未完成 

三位或多位球員間的比桿賽延長賽，如並非全部球員完成該延長賽的洞或洞數，

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或決定退賽的順序決定如有必要時的延長賽結果。 

7B 最終結果                                                       
如第三節第五條(競賽開始前)第 5A 款第(7)項所述，委員會必須在競賽條件中澄清

該競賽的比賽結果何時及如何是最終的結果，因這將影響委員會如何解決比洞賽

及比桿賽完成後發生的任何規則爭議(見規則 20)。 

委員會應保證履行其職責，並根據競賽條件確定比洞賽或比桿賽的最終結果。例

如： 

․如委員會將比洞賽結果記錄在官方記分板上時，比賽結果將被視為是最終結

果，委員會應確保盡快履行。 

․如有任何可能影響比桿賽比賽結果的規則問題，委員會應解決這些問題，即使

這意謂著延遲結束該競賽及宣佈優勝者。 

7C 頒獎                                                           
如該競賽涉及業餘高爾夫球員，委員會應確保它了解業餘高爾夫球員可以接受有

關不違反業餘身份規則的獎品之規定。委員會應參考可以在 RandA.org 網址找到

的“業餘身份規則”及“業餘身份規則判例”。一些主要的限制是： 

․業餘高爾夫球員決不可為獎金打高爾夫。 

․業餘高爾夫球員決不可接受超過正在舉行競賽所在國管理業餘身份規則的主

管單位所允許的零售價值的獎品或獎品兌換券。 

․業餘高爾夫球員可以接受任何價值的象徵性獎品。象徵性獎品」的例子是由

金、銀、陶瓷、玻璃或類似物做成之獎盃、獎杯、獎章或牌匾，具有永久及識

別性之彫刻者。  

․業餘高爾夫球員可以接受在打一回合高爾夫球時為一桿進洞所設的任何價值

的獎品，包括現金獎勵。 

7D 競賽結束後發生的規則或計分爭議                                 
在該競賽結束後，當有關規則的爭議提請委員會注意時，解決方案將取決於爭議

之性質。如爭議是球員可能根據規則錯誤地進行，則委員會應參考規則 20.2e 以

確定是否須要對該球員實施取消比賽資格的處罰。 

如該爭議是因委員會的行政疏失造成的，它應更正此錯誤並發佈新的比賽結果。

如有必要，委員會還應取回誤頒的任何獎品並轉頒給正確的球員。 

行政疏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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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資格不符的球員參賽。 

․錯誤計算球員的桿數總和。 

․錯誤地應用差點或讓球員被排除在一些最終結果之外。 

․決定平手採用錯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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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規則範本 

及其他比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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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地規則範本                                                 

本條列出了委員會被授權可以使用的當地規則範例： 

․這些可以全部採用，或作為如何編寫特定類型的當地規則的例樣。 

․當地規則只在符合本條制定的政策下才被授權。 

․如符合當地狀況，鼓勵委員會使用所建議的文本，以減少球員在不同比賽場地

或不同競賽發現相同的當地規則卻不同版本的次數。 

․委員會應確保當地規則透過記分卡、公佈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給球員。 

․如有提供本當地規則範本全文之簡略版本，例如，記分卡背面，委員會應確保

全文提供在公佈欄或網站上。 

․除非另有聲明，否則違反當地規則之處罰應是一般處罰。 

制定當地規則的原則： 

․當地規則對競賽或比賽場地具有與高爾夫規則相同的定位。 

․鼓勵委員會只用當地規則處理本條及第三節第 5 條(競賽開始前)的各類情況及

政策。 

․如因臨時的情況而引用一當地規則，一旦該情況不再需要使用該當地規則時，

就應將它刪除。 

․如委員會更改一當地規則範例的措辭以適應比賽場地或競賽的特定需求，則須

確保此更改是在本當地規則範本所允許的範圍內，並與其所述目的一致。 

․為了確保按照“高爾夫規則”進行比賽，委員會決不可僅因可能更喜歡不同的

規則而使用當地規則擱置或調整“高爾夫規則”。 

․作為一般原則，當一位球員正在打一回合為差點設置目的的比賽時，他須要依

高爾夫規則打球。如委員會授權球員明顯以不同於高爾夫規則的方式比賽，則

可能不允許該球員為差點目的發佈桿數。一些允許的例外，請參閱在當地有管

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如委員會相信因當地異常狀況影響比賽的公平性而須要採用不含此原則的當地

規則時，它應： 

․上 RandA.org 網址查閱。查對是否有任何額外的當地規則範例可用於涵蓋此類

狀況，或 

․直接諮詢 R&A。 

當地規則範例每一類別都按數字順序排列，如 A-1，A-2 等等。 

每條當地規則範例都有目的聲明，如委員會為了符合比賽場地及競賽之特定需求

而更改一當地規則範例的措辭時，應確認這樣的更改是符合此聲明的目的。 

這些當地規則範例按下列類別安排： 

A. 界外及比賽場地界限 

B. 處罰區 

C. 沙坑 

D. 果嶺 

E. 特殊或必要的脫困程序 

F.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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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特殊裝備品的使用限制 

H. 定義誰可以協助球員或給予建言 

I. 定義球員可以在何時及何處練習 

J. 惡劣天氣及暫停比賽之程序 

K. 打球速度政策 

這些當地規則範例涵蓋那些經常出現足以證明需要範例的情況或問題。對於那些

允許使用當地規則但範例用語未提供的所有其他情況，委員會應用簡單明瞭的方

式撰寫該當地規則，但委員會不被授權撰寫違反高爾夫規則的原則之當地規則。

本條第 8L 款提供更多有關使用未被授權的當地規則之資訊。 

如一當地規則是使用本條的當地規則範例之用語編寫的，委員會可以尋求 R＆A

協助解釋該當地規則。 

8A 界外及比賽場地界限                                             

A-1 定義界限 

目的。委員會可以有多種方式界定比賽場地的界限，而當地規則範例要提供可用

於此目的的完整列表是不適當或不可能的。 

在當地規則中定義界限時，關鍵是要清晰明確。 

鑑於可用的選項種類繁多，本款項不包含特定的當地規則範例，但提供了下列一

些例樣： 

․界外是由相鄰的白樁與圍籬柱在地面上靠比賽場地這一側的點之間的連線界

定。界外也由[在界外的定義中所添加描述之其他方式]界定。 

․界限在[特定的洞號]是由[插入特徵的描述]界定。 

․界限在[特定的洞號]左側是以靠比賽場地這一側邊界在[特定的位置，比如鋪設

的路面]上的白漆點。 

․界限在[特定的洞號]右側是以靠比賽場地這一側邊界在[路名]上的白漆線。 

․介於[特定的洞號數]間的維護區域是界外。圍繞維護區域的相鄰圍籬柱在地面

上靠比賽場地這一側邊界界定界外。 

界定界外的更多資訊見第三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A 款及第 5 條 5B

款第(1)項。 

A-2 用牆或道路時應闡明界限 

目的。"界外”的定義闡明當用物體，比如牆或道路，界定界限時，委員會應定義

界限的邊界。 

根據牆的本質或條件，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將界限定義為以超越牆或使用該牆靠比

賽場地這一側的邊界作為界限。 

當地規則範例 A-2.1 

“任何牆靠比賽場地這一側的邊界[路靠比賽場地這一側的邊界]定義為比賽場
地之界限” 

當地規則範例 A-2.2 

“當球超越任何界定比賽場地界限的牆時即為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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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當公共道路穿越比賽場地時的界外 

目的。當公共道路穿越比賽場地時，通常它被界定為界外。這可以讓從道路一側

打的球靜止在該道路另一側時仍是在界內成為可能，即使如該球靜止在道路本身

上是在界外。 

如委員會認為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那些情況是不公平或危險的，則可以採用當地規

則聲明當球從道路一側擊打後靜止在該道路的另一側時即為出界。 

如一條道路穿過一個特定的洞，參賽球員在正常比賽過程中必須從一側打到另一

側，委員會應指明這條當地規則不適用於打該洞時。 

當地規則範例 A-3 

“一球靜止在或超過這條道路[指明該道路或要打的洞]即為出界，即使該球靜止

在其他洞比賽場地界內的一部分上。” 

A-4 場內界外 

目的。基於比賽場地設計理念或安全因素，委員會可以選擇在打特定的洞期間指

定比賽場地的特定部分是界外。 

這樣的作法是預防球員從這一洞打到比賽場地另一部分或從比賽場地另一部分

打到這一洞，譬如：在一狗腿洞，場內的界外可以防止球員為了切過狗腿彎曲處

而將球打向另一洞的球道。 

但當地規則聲明如球越過界限後，即使彈回且靜止在比賽場地上相同的部分也是

界外是不被授權的。 

當地規則範例 A-4 

當界限以樁界定時： 

“當打[特定的洞號]時，在該洞[描述比賽場地的部分]的[特定位置或某側]，由[特

定顏色的樁，例如，白樁]界定為界外。 

這些樁在打[特定的洞號]時被視為場界標示物，在打其他洞時，它們是不可移動
之人造物” 

A-5 以樁識別界外 

目的。當用地面上的線、溝渠或其他方式界定界外而從遠處看不到時，委員會可

以沿著界限安置一些樁讓球員從遠處看到界限的邊界。 

場界標示物不允許被移動且通常不給予免罰脫困，但委員會可以用下面的當地規

則範例提供從這些樁免罰脫困並應明確說明這些樁的定位。 

建議將這些樁與在比賽場地上的界外樁做不同的標示，例如，為了此目的在這些

白樁頂部加上黑色。 

當地規則範例 A-5 

“當界限用[確認界限，例如，在地面上噴白線]時，為了能看到界限之所在而安

置頂部為黑色之白樁，這些樁[描述不同的標示]是[不可移動/可移動]人造物”。 

8B 處罰區                                                         

B-1 界定處罰區 

目的。委員會在比賽場地上有很多方式界定處罰區，且不需要也不可能為了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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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以當地規則列出完整的列表。 

關鍵是以當地規則定義處罰區時要明確且具體。 

鑑於可用的選項種類繁多，本款項不包含特定的當地規則範例，但提供了下列一

些例樣： 

․當正在打[特定的洞號]時，對[特定的其他洞]的黃色處罰區是以紅色處罰區進

行比賽。 

․在[特定的洞號]上的紅色處罰區延伸到與界外邊界接合。 

․在[特定的洞號]上的紅色處罰區僅在一側界定，其另一側無限延伸。 

雖然標示處罰區的邊界是個好習慣，但有時也可在記分卡或當地規則上用文字來

定義處罰區邊界。這應只在該處罰區邊界開始的地方幾乎不致混淆的情況下進

行，且能在整個比賽場地以一致的方式完成。一些例樣是： 

․所有的沙漠區是紅色處罰區且其邊界是草地跟沙漠的交界處。 

․所有的岩漿區是紅色處罰區。 

․人工牆環繞湖或大片水域的邊界，該處罰區是以牆的外側邊緣界定。 

更多界定處罰區的資訊見第三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C 款 及第 5 條

(競賽開始前)5B 款第(2)項。 

B-2 在紅色處罰區的對岸脫困 

目的。規則 17.1 給予球員從他的球最後進入紅色處罰區的邊界側面脫困或向後延

伸線的脫困之選項。但一些狀況下(例如，由於紅色處罰區的位置剛好在比賽場地

界限旁邊)，那些選項可能使球員除了距離與桿數的罰桿脫困之外沒有其他合理的

選項可用。 

委員會可以引用一條當地規則允許從紅色處罰區的對岸側面脫困，作為依規則

17.1d 進行之額外選項。 

當考慮以當地規則允許額外的脫困時： 

․如不引用本當地規則之情況下球員會蒙受嚴重的不利，則委員會應考量引用

之。二個這類的例子： 

» 如一比賽場地界限之邊界與一洞一側的處罰區邊界重疊，以致如一球最後進

入在該界限邊界這一側的處罰區內，則該球員除了依桿數與距離的處罰重打

之外，很可能沒有實際的脫困選項。 

» 如處罰區的配置致使如何決定該球最後進入處罰區邊界可能產生疑慮而對

在哪一側脫困有重大影響時。這適用於如相對狹窄的處罰區，其一側連著灌

木或粗草而另一側是球道時。 

․建議委員會用當地規則明確說明適用之特定處罰區的位置而不是對比賽場地

上所有的紅色處罰區適用。該當地規則不應用來允許球員橫過處罰區到對岸脫

困獲得較依規則 17.1d 正常側面脫困更多利益之位置。 

․可能還需以特殊方式標記可用此額外選項的處罰區，比如在可用此選項的地點

放置任何頂部是不同顏色的樁，這方式應在該當地規則中說明。 

․委員會也可以決定在適當位置設置一或多處拋球區，以取代使用這類當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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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本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 8E 款第 E-1 項)。 

當地規則範例 B-2.1 

“當球員的球在處罰區內時，包括儘管未被找到，但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

是在處罰區內時，該球員可以引用規則 17.1d 之一選項採取脫困。 

或者，當該球最後進入在[特定的洞號及位置]的紅色處罰區邊界時，該球員可以

罰一桿後在該處罰區的對岸拋下原球或另一球作為額外之選項：  

․參考點。在該處罰區對岸邊界之估計點是與該球最後通過該處罰區邊界至該

洞球洞等距的點。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二支球桿長度範圍，但有以下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 決不可以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 除了該處罰區之外的任一比賽場地之區域內，但 

» 如在該參考點的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有不止一種比賽場地之區域，則該球

必須靜止在它被拋在該脫困區時最先觸及之比賽場地之區域內。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7.1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B-2.2 

適用當地規則範例 B-2.1 但第一段文字修改如下： 

“本當地規則適用於當球員的球是在任何一側邊界與比賽場地界限邊界重疊之

紅色處罰區內被找到，或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是靜止在該處罰區內，且該

球最後進入該處罰區邊界的點是該處罰區在該界限邊界這一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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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球在處罰區內的暫定球 

目的。根據規則 18.3，當球員的球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在處罰區內時，不允許他

打暫定球。 

但在一些罕見的情況下，處罰區的大小、形狀及所在地可能如下列這樣： 



321 
 

       當地規則範本     

 

․球員無法看到他的球是否在該處罰區內。 

․如球員必須先前往找球再回頭依桿數與距離的處罰打一球，會造成不合理的延

誤，且 

․如未找到原球，會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該球是在該處罰區內。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節省時間委員會可以選擇調整規則 18.3： 

․規則 18.3a 調整為允許該球員依規則 17.1d、規則 17.1d(2)，或在紅色處罰區依

規則 17.1d(3) ，暫時地打一顆球。 

․如下述當地規則範例中所述，規則 18.3b 及 18.3c 調整以說明何時所打的暫定球

必須或可以打，或必須或可以放棄。 

當地規則範例 B-3 

“如球員不知他的球是否在 [確認所在地]的處罰區內，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8.3

打一顆暫定球，該規則以這樣的方式調整： 

在打暫定球時，該球員可以使用桿數與距離脫困的選項(見規則 17.1d(1)、向後

延伸線脫困的選項(見規則 17.1d(2))，或如該處罰區是紅色處罰區，側面脫困的

選項(見規則 17.1d(3))。如這個處罰區有可資利用的拋球區(見同條(當地規則範

例)8E 款第 E-1 項)，該球員也可以使用該脫困選項。 

一旦該球員根據此當地規則打了暫定球，他不得再使用規則 17.1 中關於原球任何

另外的脫困選項。 

在決定該暫定球何時進入比賽狀態中，或是否必須或可以放棄該暫定球時，適

用規則 18.3c(2)及 18.3c(3)，但下列所述除外： 

․當原球在三分鐘找球時間內在處罰區內被找到。該球員可以選擇下述任一方式

進行： 

» 在該處罰區內依原球的所在繼續打原球，在這種情況下則決不可再打該暫
定球，在該暫定球被放棄前擊打該暫定球的所有桿數(包含所做的打擊桿數

及任何僅因打該球所受之罰桿)皆不計，或 

» 繼續擊打該暫定球，在這種情況下則決不可以再打原球。 

․當原球在三分鐘尋找時間內未被找到，或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在處罰區內。

該暫定球即進入比賽狀態中。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一般處罰。” 

B-4 界定露天水道為一般區域的部分 

目的。如一露天水道內通常都沒有水(例如，地面排水溝，或除了在雨季時才有水

的溢流區域），委員會可以將該地區界定為一般區域之部分。 

這類露天水道委員會也可以在一年中有水的季節選擇將它標示為處罰區，或保留

為一般區域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聚集的水視為是臨時積水。但經年有水的

區域則都應標示為處罰區。 

露天水道何時可以標示為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見同條(當地規則範本) 8F 款第

F-2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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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規則範例 B-4.1 

“在[詳細的地點]的[描述特定的水域，例如溝渠]視為是一般區域的部分而非處
罰區” 

當地規則範例 B-4.2 

“所有[描述水域的形態，比如混凝土的排水溝]視為是一般區域的部分而非處罰
區” 

B-5 當處罰區在沙坑邊時的特別脫困方式 

目的。可能有些特別的洞其中紅色處罰區的部分邊界離沙坑很近，以致球員在依

規則 17.1d(3)採取側面脫困時，必須將一球拋在該沙坑內。 

在這樣的情況下，委員會可以選擇建立一個沙坑邊靠球道這一側的拋球區作為該

球員罰一桿後額外的脫困選項。 

當地規則範例 B-5 

“本條當地規則允許使用拋球區作為額外的脫困選項，當： 

․球員的球在[明確的地點]的紅色處罰區內，包含當一球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
在該處罰區內時，且 

․該球最後通過該紅色處罰區[確認所在地的起點及終點，比如特定標示的樁之

間] 之邊界 時。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球員可以： 

․罰一桿後，依規則 17.1d 中之一選項採取脫困，或 

․也是罰一桿後，在最靠近球最後通過紅色處罰區邊界的點且不比此點更靠近該

洞球洞的拋球區內拋下一球並從其內擊打，作為額外的選項。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8C 沙坑                                                           

C-1 闡明沙坑的邊界 

目的。由於損耗或一般區域的沙地與沙坑混在一起而很難確定沙坑的邊界時，委

員會可能需要界定沙坑的邊界。 

鑑於可用的選項種類繁多，本款項不包含特定的當地規則範例，但提供了下列一

些例樣： 

․沙坑的邊界在[特定的洞號]的左側是用[插入顏色]的樁之外側邊緣界定，這些

樁是可移動之人造物且是在該沙坑內。 

․沙坑的邊界在[特定的洞號]的右側是用[識別的顏色] 噴在沙上的漆線界定。 

․任何被耙過沙的區域認為是沙坑的一部份。 

沙坑的更多資訊見第三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C 款 及第 5 條(競賽開

始前) 5B 款第(3)項。 

C-2 更改沙地區域的定位 

目的。”沙坑”的定義明確說明沙坑是“特別設置的沙地區域”。但如委員會想

要界定一塊準備好的沙地區域為一般區域的部分，或界定一塊未準備好的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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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為沙坑，則可以用當地規則為之。 

當地規則範例 C-2.1 

界定一塊準備好的沙地區域是一般區域的一部分： 

“這(些)在[詳細的洞或所在地]準備好的沙地區域是一般區域的部分，而非沙
坑。” 

當地規則範例 C-2.2 

界定一塊未準備好的沙地區域為沙坑： 

 “這(些)在 [詳細的洞或所在地]的沙地是沙坑而非一般區域的部份。” 

C-3 闡明類似沙的材料之定位 

目的。比賽場地上的沙坑有時包含類似沙的材料，比如壓碎的貝殼或熔岩粉末。

當應用規則 12 時這類材料視為是沙。(見”沙坑”的定義) 

為了一致性，委員會可以選擇將比賽場地上其他地方的這些材料都視為是沙。 

當地規則範例 C-3 

用來填充沙坑的“[確認材料，比如壓碎的貝殼或熔岩粉末]，當在沙坑內或比賽
場地上其他地方時視為是沙。 

意思是這些材料不是鬆散自然物。球員決不可移除這些材料以改善對打擊有影
響之條件，除非它們是在該洞果嶺上時(見規則 13.1c(1))。” 

C-4 宣佈練習沙坑為一般區域的部分 

目的。當比賽場地上有界內的沙坑供練習用時，如委員會未更改其定位界定，則

它們並未失去沙坑的定位。但該練習沙坑的狀況可能因球員不常耙平而狀況不

佳。如委員會希望提供球員脫困，應將該沙坑宣佈為待修復地且是一般區域的部

分，將允許球員在沙坑外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C-4 

“位於[插入該沙坑的詳細地點]的練習沙坑是待修復地且是一般區域的部分。

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8D 果嶺                                                           

D-1 確認果嶺的邊界 

目的。在某些比賽場地上，一些果嶺周邊的區域會維護成讓球員可能不容易確定

他的球是否在該果嶺上。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可用噴點來標示這些果嶺的邊界。 

當地規則範例 D-1 

“果嶺的邊界用[插入顏色]點界定。這些[在][不在]果嶺上的點不可免罰脫困。” 

D-2 使用臨時果嶺時原果嶺的定位 

目的。有時因某些原因致果嶺不宜使用時，例如因天氣不佳或有關修理或維護的

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可能希望準備一個臨時果嶺且以當地規則將之定義

為打該洞時的果嶺，被臨時果嶺取代的原果嶺應被界定為錯誤果嶺且不允許球員

從其上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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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規則範例 D-2 

“在[插入洞號]這些洞比賽用的臨時果嶺以[插入描述，如以白線圍繞的球道區域]

所界定。任何被臨時果嶺取代的原果嶺是錯誤果嶺，受其妨礙時必須依規則 13.1f

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D-3 禁止只有站位受錯誤果嶺妨礙時從其免罰脫困 

目的。可能有些情況下，委員會不希望球員只有站位受錯誤果嶺妨礙時從其免罰

脫困，例如： 

․靠近一些果嶺有濃密的粗草，且委員會認為要求球員在這種區塊內脫困是不公

平的，或 

․一個用來供二洞使用的大型果嶺，但委員會決定分開這個果嶺。它也可以選擇

球在正在打的洞果嶺上的球員如其站位在另一果嶺時，不要求該球員採取脫

困。 

當地規則範例 D-3.1 

“規則 13.1f 用下述方式調整： 

如錯誤果嶺只妨礙球員的站位，妨礙並不存在” 

當地規則範例 D-3.2 

“規則 13.1f 用下述方式調整： 

當球員的球在[特定的洞號]的果嶺上時，如球員的站位在[特定的洞號]的果嶺
上，則妨礙不存在，或反之亦然”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D-4 禁止從錯誤果嶺的邊緣做打擊 

目的。如在特定洞上打的球經常靜止在附近另一洞的果嶺上： 

․當依規則 13.1f 從那個錯誤果嶺脫困時，完全脫困之最近點通常都在那個果嶺

旁的球道上，且 

․該果嶺的環邊或邊緣可能因此造成損壞。 

為避免這樣的損壞，委員會可以選擇要求球員依規則 13.1f 參照調整的完全脫困

之最近脫困點，以避免受該錯誤果嶺及果嶺環邊或邊緣之妨礙，或使用拋球區(見

本節第 8 條(當地規則範本)8B 款第 B-2 項) 。 

當地規則範例 D-4 

“當正在打[特定的洞號]，如球員因他的球靜止在[特定的洞號]的果嶺上或那個

果嶺妨礙他的站位或揮桿範圍，而必須依規則 13.1f 採取脫困時： 

․當採取這樣的脫困而找尋脫困區時，[特定的洞號]的果嶺界定為包含從該果嶺
邊界[特定距離如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的球道。 

․意思是該完全脫困之最近點除了避免該果嶺的妨礙之外，也要避免來自這個

區塊的妨礙。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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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練習果嶺及臨時果嶺的定位 

目的。錯誤果嶺包含供推球及切球使用的練習果嶺，但委員會可以選擇用當地規

則允許從此處打球(意思是球員的球靜止在這樣的果嶺上時必須從那裡擊打)。一

洞的臨時果嶺當不使用時通常是一般區域的部分，但委員會可能希望闡明它的定

位或將之宣佈為錯誤果嶺。委員會也可以界定練習果嶺或臨時果嶺是允許球員依

規則 16.1b 免罰脫困的待修復地。 

當地規則範例 D-5.1 

“位於[插入果嶺的詳細位置]的練習果嶺並非錯誤果嶺，且不要求或不允許依規

則 13.1f 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D-5.2 

“位於[插入果嶺的詳細位置]的臨時果嶺，即使不使用時也是錯誤果嶺，且必須

依規則 13.1f 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D-5.3 

“位於[插入果嶺的詳細位置]的練習果嶺並非錯誤果嶺，且不要求依規則 13.1f

免罰脫困。但它是待修復地且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D-6 將共用果嶺分界為兩個獨立的果嶺 

目的。當比賽場地上有個果嶺供二洞當作果嶺使用時，委員會可能希望以當地規

則將這個果嶺劃分為二個獨立的果嶺，因此會要求球在這個果嶺錯誤部分的球員

依規則 13.1f 脫困，惟應指明它們劃分的方式。這條當地規則可以與本節第 8 條(當

地規則範本)8D 款第 D-3 項結合為當球員的球在這個果嶺正確的部分但他的站位

在這個果嶺上其他部分的情況。 

當地規則範例 D-6 

“供[特定的二個洞號]使用的果嶺被[特定的方式，比如有顏色的樁]劃分為二個獨

立的果嶺。球員如受該果嶺不是正在打的洞之部分妨礙時，即是在錯誤果嶺上，

且必須依規則 13.1f 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8E 特殊或必要的脫困程序                                            

E-1 拋球區 
目的。拋球區是一種委員會可以採用的脫困區之特殊形式。當在拋球區脫困時，
球員必須將球拋在且靜止在該拋球區內。 
拋球區應考量當要求球員依某規則正常脫困時的實際問題，比如： 
․規則 13.1f~~錯誤果嶺。 
․規則 16.1~~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包含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 
․規則 16.2~~危險動物的情況。 
․規則 17~~處罰區。 
․規則 19~~無法打之球。 
․本條第 8E 款第 E-5 項~~有關球遺失或出界的桿數與距離之替代方案，或同條

8F 款第 F-23 項—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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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要點適用於將一球拋在拋球區內時： 

․球員在拋球時不需站在該拋球區內。 

․當球員使用拋球區時，其脫困區受拋球區所界定，且他的球必須拋在且靜止在
該拋球區內(規則 14.3)。 

․當拋球區用地上的漆線界定時，線本身在該拋球區內。 
有關拋球區的其他資訊見第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I 款。 
當地規則範例 E-1.1 
本當地規則範例含蓋拋球區用於從處罰區脫困之額外選項的例子，但它可能適用
於上述任何其他規則。 
“如一球在[標明所在地]的處罰區，包括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靜止在該處罰
區內找不到，該球員可以在罰一桿後有下列這些選項： 
․依規則 17.1 採取脫困，或 
․作為額外之選項，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描述如何界定該拋球區及所在位置]的

拋球區內。該拋球區是依規則 14.3 的脫困區。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E-1.2 
本當地規則範例含蓋拋球區用於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脫困之額外選項的例
子，譬如大範圍的待修復地，但它可能適用於上述任何其他規則。 
“如一球在[標明所在地]的待修復地內，包括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靜止在該
待修復地內找不到，該球員可以： 
․依規則 16.1 採取脫困，或 
․作為額外之選項，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描述如何界定該拋球區及所在位置]的

拋球區內。該拋球區是依規則 14.3 的脫困區。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E-1.3 
本當地規則範例含蓋拋球區用於從處罰區脫困唯一可用之選項(除了桿數與距離
之外)的例子，但它可能適用於上述任何其他規則。 
“如一球在[標明所在地]的處罰區內，包括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靜止在該處
罰區內找不到，該球員可以： 
․罰一桿後，依規則 17.1d(1)採取脫困，或 
․罰一桿後，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描述如何界定該拋球區及所在位置]的拋球區

內。該拋球區是依規則 14.3 的脫困區。 
․球員不可以依規則 17.1d(2) or 17.1d(3)採取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2 將球弄乾淨 
目的。當整個比賽場地潮濕的地面狀況可能造成泥巴黏在球上時，委員會可以選
擇允許球員在一般區域將他的球撿起、弄乾淨並置回。這種脫困方式應限制在比
賽場地上需要的部分。 
雖然較佳球位的當地規則(本條款當地規則範例 E-3)僅適用在一般區域中草經修
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區域，但這條當地規則也可以用在全部的一般區域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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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定區域。委員會可以選擇以當地規則允許在球道上使用較佳球位而在一般

區域的其他地方只將球弄乾淨。 

一旦比桿賽的回合開始後，不建議實施本當地規則，這樣做會讓還有較多洞要打
的球員得到使用本當地規則更長一段時間的利益。然而，在比洞賽本當地規則可
以在對抗組二洞之間開始實施，因對雙方有相同的利益。 
有關本當地規則可以何時及如何使用於提交為了差點計算目的之桿數(例如，本當
地規則必須限定只對球道適用)的指導，請參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
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當地規則範例 E-2 
“當球員的球位於[確認區域，比如一般區域，在第六洞草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
更短的一般區域，等等]時，該球可以免罰撿起、弄乾淨並置回。該球員在撿球
之前必須先標示其球位(見規則 14.1)，且該球必須置回它的原點(見規則 14.2)。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3 較佳球位 
目的。當偶爾的當地異常狀況可能妨礙公平的打球時，比賽場地受影響的部份可
以界定為待修復地。但不利的狀況，比如大雪、春天融雪、長時間下雨或酷熱，
有時可能損壞比賽場地或妨礙使用重機具剪草設備。 
當這類狀況在比賽場地上普遍存在時，委員會可以選擇採用一條當地規則“較佳
球位”(也稱做“冬季規則”)允許公平的打球或協助保護球道。不過一旦狀況紓
解，應立即撤銷這樣的當地規則。 
不建議在一般區域的球道之外使用本當地規則，因它也許會導致球員可能在其他
情況下無法打(例如，在灌木叢或樹林區域)卻獲得免罰脫困。 
一旦比桿賽回合開始後，不授權實施本當地規則，這樣做會讓還有較多洞要打的
球員得到使用本當地規則更長一段時間的利益。然而，在比洞賽本當地規則可以
在對抗組二洞之間開始實施，因對雙方有相同的利益。 
有關本當地規則可以何時及如何使用於提交為了差點計算目的之桿數(包括脫困
區之範圍，且是否本當地規則只適用在球道)的指導，請參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
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當地規則範例 E-3 
“當球員的球位於一般區域[或確認特定區域，比如在第六洞球道]草經修剪至與
球道同高或更短的部分時，該球員可以免罰將原球或另一球置在下述脫困區脫困
一次並從這個脫困區內打它：  
․參考點：原球的位置。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從參考點[明訂脫困區域範圍，比如一支球桿長
度、一張成績卡長度或 6 英吋]範圍內，但有以下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 必須在一般區域。 

依本當地規則進行時，該球員可以選擇一個地點並依規則 14.2b(2)及 14.2e 置回
一球的程序置放該球。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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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從通氣孔脫困 
目的。通風孔不屬於維護人員所造成的洞之含義中。因此不允許球員修補在該洞
果嶺上的通氣孔(見規則 13.1c)，或在一般區域從它們免罰脫困。但這類的孔可能
妨礙球賽正常打球，假如委員會宣佈這些孔是待修復地，則球員可能會發現要獲
得完全脫困是不切實際或不可能的。 
因此，當最近施作的通氣孔可能嚴重妨礙該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及預定揮桿之範
圍時，委員會可以選擇給予如同待修復地的免罰脫困，但排除球員站位受妨礙的
脫困。當通氣孔復原到足以排除嚴重妨礙時應撤銷本當地規則。 
當地規則範例 E-4 
“如球員的球位於通氣孔上或觸及通氣孔： 
(a) 球在一般區域：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如脫困後該球靜止在其他

通氣孔上可以依本當地規則再次脫困。 
(b) 球在果嶺上：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d 免罰脫困。 
但如該通氣孔只妨礙該球員的站位、或在該洞果嶺上在該球員擊球線上，則妨
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5 遺失球或球出界時，桿數與距離的替代方案 
目的。當沒打暫定球時，要求球員在球出界或未找到的情況下，依桿數與距離脫
困對打球速度會產生明顯的影響。本當地規則的目的是委員會提供一個額外的選
項讓球員不需要回到上一打擊處做下一打擊。 
本當地規則適合在球友之間打休閒回合或他們自己的競賽之一般性比賽。本當地
規則不適合在限定擊球技巧高超的球員之競賽(亦即，職業競賽或菁英級的業餘競
賽)。有關本當地規則可以何時及如何使用於提交為了差點計算目的之桿數的指
導，請參閱在當地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如委員會已在一般性比賽引用這類當地規則而對競賽移除它時，應確保所有參賽
球員在比賽開始前知道這項移除。 
委員會可以對整個比賽場地打球，或只對可能特別有用的一或二個特定洞打球 
(例如，當球員看不到落球區因此不知是否該打暫定球時)，引用這類當地規則。 
這個選項允許球員將球拋在估計球可能靜止在或出界的點及正在打的洞之球道
邊緣不靠近該洞球洞之間的大片區域。 
球員使用這個脫困選項時要罰二桿，意思是與與球員採用桿數與距離脫困選項相
比結果相當。 
本當地規則不可用於無法打之球，或球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在處罰區內。 
如有打暫定球且原球及暫定球都沒找到，則本當地規則適用於該沒找到的暫定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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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規則範例 E-5 

“當球員的球找不到或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出界時，該球員可以依下列所述
進行而不依桿數與距離進行。 
因罰二桿，該球員可以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下述脫困區採取脫困(見規則 14.3)： 
二個估計的參考點： 
a. 球之參考點：該點是原球估計會：  

․靜止在比賽場地上的，或 

․在出界時最後通過比賽場地界限邊界的。 

b. 在球道上的參考點：在正在打的洞最靠近球之參考點在球道上的點，但不比球

之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就本當地規則而言，“球道”是指在一般區域內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

短的任何草地區域。 

如球是估計遺失在比賽場地上或其最後通過比賽場地界限邊界的位置還不到

球道，則該球道參考點可能是在正在打的洞而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

草地通道或開球梯台上。 

脫困區範圍根據二個參考點：下述之間的任何地方： 

․從該洞球洞至該球之參考點的連線(且在該線外側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但仍在

比賽場地上)，且 

․從該洞球洞至在球道上的參考點之連線(及此線靠球道這一側二支球桿長度範

圍內)。 

但有下列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必須在一般區域，且 

․決不可比球之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 

一旦該球員根據本當地規則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中： 

․已遺失或出界的原球不再是在比賽狀態中且決不可擊打。 

․即使原球在找球時間三分鐘結束前在比賽場地上被找到也是一樣(見規則

6.3b)。 

但當在下列情況時，該球員的原球不可使用這個選項脫困： 

․該球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靜止在處罰區內，或 

․該球員已依桿數與距離的處罰暫時的打了另一球(見規則 18.3)。 

球員可以使用此選項對已找不到或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已出界之暫定球採取

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6 擊球線上防護圍籬的脫困 

目的。圍籬(或類似的保護網)有時用來保護在一洞的球員免受另一洞球員擊球之

傷害。  

如這樣的圍籬靠近另一洞的打球區，委員會可以選擇使用拋球區，給予當該圍籬

在球員打其他洞的擊球線上時作為他免罰脫困的額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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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應只在他的球較該拋球區更靠近該洞球洞時，才有權依此額外選項脫困，亦

即不允許球離開圍籬較遠的球員往前使用該拋球區。委員會在設置拋球區時應將

這些列入考量，以確保只有在他們認為這種免罰脫困是合理的情況下才能提供這

種脫困方式。 

當地規則範例 E-6 

“在打[特定洞號]時，如[特定洞號]的保護圍籬在球員的擊球線上： 

․該球員可以免罰脫困，在[描述位置]的拋球區內拋下一球並在其內擊打它。 

․但這樣的脫困只限於在比賽狀態中的球之位置比該拋球區位置更靠近該洞球
洞時(見規則 14.3)。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7 從通電的界限圍籬脫困 

目的。當通電的圍籬用來作為場地界限圍籬時，當地規則用以提供在該圍籬特定

距離(例如，二支球桿長度)內的球允許它免罰脫困。在這些情況下，為了確保該

球員的安全，該球員可以從該圍籬丈量二支球桿長度後外加一支球桿長度的距

離，並在不比該球原所在更靠近該洞球洞的位置拋球。 

除非另有授權，否則不得引用當地規則提供從場地界限圍欄的免罰脫困，即使委

員會這樣做的理由是為了保護該圍籬免受任何損壞。  

當地規則範例 E-7 

“如球員的球在比賽場地上且在[特定位置]洞[或多洞]的通電圍籬[特定距離，比

如二支球桿長度]內，他可以免罰依規則 16.1 採取脫困，使用從該圍籬[特定距離，

如二支球桿長度]的點作參考點，且該參考點與原球所在位置至該洞球洞等距。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8 界定禁止打球區 
目的。委員會可能希望禁止在比賽場地上某些部分打球，這種情況下各區域必須
被視為是在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或處罰區內。 

委員會得以任何理由使用禁止打球區，例如： 

․保護野生生物、動物棲息地及環境保護區， 

․防止損壞幼樹、花床、草皮培育區、草皮重植區或其他種植區， 

․維護球員之安全，及 

․保護歷史古蹟或具文化價值的場址。 

有關禁止打球區及如何區別標示它們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
賽的場地劃設)2G 款及第 5 條(競賽開始前)5B 款第(5)項。 
當地規則範例 E-8.1 
“在[指明所在位置，例如第八洞右側球道]被[指明如何標示該區域，例如，以綠
樁]所界定的區域是禁止打球區視為是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受該禁止打球區
之妨礙必須依規則 16.1f 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E-8.2 
“在[指明所在位置，如第八洞右側球道] 的[紅][黃]處罰區內被[指明如何標示該
區域，例如，以綠樁]所界定的區域是禁止打球區。當球在該處罰區內的禁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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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區時，該球決不可依該球之所在擊打，且受禁止打球區的妨礙必須依規則 17.1e

脫困。” 

E-9 界定一個界外的區域為禁止打球區 

目的。雖然球員不可打在界外的球，委員會可能希望將界外的一些區域指定為禁

止打球區，例如，該區域中的任何生長物妨礙球員打在比賽場地上的球時，為了

防止球員會損壞它們。在這種情況下，如球員的球在比賽場地上，但他採取站位

的範圍在界外的禁止打球區內，或如他的揮桿會碰觸到禁止打球區內的物件時，

該球員必須採取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E-9 

"此[確定該界外被視為是禁止打球區的區域]是禁止打球區，且如球員的球在比
賽場地上，而該球員的站位或揮桿範圍受該禁止打球區內的任何物件妨礙時，

必須依規則 16.1f(2)免罰脫困。該球員決不可依該球之所在擊打。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10 幼樹之保護 

目的。為避免幼樹在球員做打擊時受到損壞，委員會可以將它們指定為禁止打球

區，以致： 

․如球員受到這種被指定為禁止打球區的幼樹而依規則 16.1 所定義的任何類型

之妨礙時，他必須依規則 16.1f 脫困。 

․如該球員的球位於處罰區內，該球員必須依處罰區內的當地規則採取免罰脫

困，或受罰依規則 17.1 進行。 

這種幼樹應以樁、色帶或一些其他明顯的方式標示。 

當這棵樹已長成且不再需要保護時，委員會應撤銷本當地規則且/或從這棵樹移除

這些樁或色帶。 

當地規則範例 E-10 

“這些被[確認標示]標示的幼樹是禁止打球區： 

․如球員的球位在比賽場地上除了處罰區外的任何位置，且在這種幼樹上或觸

及它，或這種幼樹妨礙該球員的站位或揮桿範圍，該球員必須依規則 16.1f 脫

困。 

․如球位於處罰區內，球員的站位及揮桿範圍受到這種幼樹的妨礙，該球員必須

依規則 17.1e 採取罰桿脫困，或依規則 17.1e(2)的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11 球被電線擋轉 

目的。如一永久性的高架電線會妨礙一洞合理的打球，委員會可以要求如球打到

該電線[及塔、支撐線或支撐電線的支架]，該打擊不算且該球員必須重打。通常

本當地規則不應用在該電線不妨礙一洞之打球或是在界外時。 

不應實施提供球打到電線的球員可以選擇重打的當地規則。 

當地規則範例 E-11 

“如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球員的球在打[特定洞號]時打到高架電線[或塔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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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或支撐電線的支架]，該打擊不算。該球員必須免罰在上一打擊處重打一球(如

何處理見規則 14.6)。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 一般處罰。” 

8F 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F-1 界定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目的。委員會對比賽場地上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可以用多種方式界

定，因此不適合也不可能為了這目的而以當地規則列出完整的列表。 

在當地規則中定義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及場地整體性之物體時，關鍵是要清晰明

確。 

委員會可以為了下列目的採用當地規則，而無需使用符合第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

賽的場地劃設)所詳述的當地規則範例：  

․闡明可能是人造物的物體之定位。 

․宣佈任何人造物體為場地整體性之物體(且不是人造物)。 

․宣佈人造路面及道路的邊緣為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宣佈如不含人造路面及邊緣的道路或小徑可能會不公平地影響比賽時，則為人

造物。 

․將比賽場地上或附近的臨時人造物定義為可移動的、不可移動的或臨時不可移

動的人造物。 

鑑於可用的選項種類繁多，本款項不包含特定的當地規則範例，但提供了下列一

些例樣： 

․待修復地以白線[或插入其他顏色或適當的描述]圍繞的任何區域所界定。 

․待修復地包含暴露在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區域 [或該球道上說明

的距離內，比如二支球桿長度]之岩石。 

․沙坑內被流動的水移除的沙所造成深陷的犁溝之區域是待修復地。 

․固定的墊子及覆蓋電纜的塑料電纜斜墊是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果嶺邊的保護圍籬是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分開的導軌圍籬上的導軌是[可移動/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設置在處罰區內的人造擋土牆及基樁是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緊密的]附著在樹上的線或其他物體是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所有為了進出場地界限牆或圍籬[或指定適用的洞]的門是場地整體性之物體。 

更多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的資訊見第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F 款

及第 5 條(競賽開始前) 5B 款第(4)項。 

更多場地整體性之物體的資訊見第二節第 2 條(一般性比賽的場地劃設) 2H 款及

第 5 條(競賽開始前) 5B 款第(4)項。 

F-2 嵌埋球的脫困限制 
目的。通常規則 16.3 允許當球嵌埋在一般區域的任何地方時，免罰脫困(在草未
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區域之沙地除外)。 
但委員會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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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當球嵌埋在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部分時，才允許免罰脫
困。 

․球嵌埋在沙坑壁或唇緣內時不允許免罰脫困(比如堆疊的草皮或土壤表面)。 

當地規則範例 F-2.1 
“規則 16.3 以下述方式調整： 
免罰脫困只允許在球嵌埋在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部分時。 
[為了這個規則的目的，沙坑上方堆疊的草皮面不屬於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
更短的部分]。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F-2.2 

“規則 16.3 以下述方式調整： 
當球嵌埋在沙坑上方[堆疊的草皮或土壤表面]時不允許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3 待修復地視為附近人造物之一部份 

目的。待修復地可能剛好位於一不可移動之人造物附近。例如，當委員會宣佈為

待修復地的花床被人工鋪設路面的車道圍繞，或當車道來往頻繁導致車道附近損

壞時。 

這可能會造成複雜的脫困情況。當從一個狀況脫困後，球員可能會發現目前又受

其他狀況的妨礙；且從其他的狀況脫困後，該球員可能發現再次受先前的狀況妨

礙。 

為了允許球員以單一步驟脫困，委員會可以選擇將二個狀況視為單一的比賽場地

之異常狀況。如此決定時，待修復地的區域應以白線與不可移動之人造物連結，

或應以其他一些明確的方式界定。 

本當地規則範例提供如何解決此類情況的例樣： 

當地規則範例 F-3.1 

當白線用以標示待修復地時： 

“依規則 16.1 採取脫困時，劃設白線的待修復地區域連接到的[人工鋪設路面的

道路或小徑或其他確定的人造物]視為單一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當地規則範例 F-3.2 

當白線並非用以標示待修復地時： 

“依規則 16.1 採取脫困時，地面損壞的區域剛好在[人工鋪設路面的道路或小徑

或其他確定的人造物]的旁邊，則它們視為單一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 

當地規則範例 F-3.3 

美化種植區，譬如花床，被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比如車道所環繞：  

“依規則 16.1 採取脫困時，被人工鋪設路面的車道或小徑圍繞的[描述區域，比

如美化種植區](包含該區域內任何生長物)及該道路或小徑視為單一比賽場地之
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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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大雨及來往頻繁造成的廣泛破壞 

目的。當大雨造成比賽場地許多區域不尋常的損壞時(比如車輛造成深的車轍痕或

觀眾造成深的腳印)，且用樁或漆線來界定它們是不可行的，委員會有權將這類不

尋常損壞的區域宣佈為待修復地。 

當地規則範例 F-4 

“待修復地可以包含不尋常損壞的區域，包括觀眾或其他來往頻繁與潮濕的條件

相結合而使地面實質改變的區域，但僅限於經授權的裁判或委員會成員如此宣佈

時。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5 接近果嶺的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目的。當球位於該洞果嶺以外的任何地方時，在球員的擊球線上的不可移動之人

造物本身並非規則 16.1 所述的妨礙，通常是不允許免罰脫困。 

但如該果嶺環邊或邊緣的草剪得足夠短，那麼從該果嶺外推球可能是常見的選

擇，因此接近該果嶺的不可移動之人造物對這樣的打擊可能形成妨礙。 

在這種情況下，當球員的球位於一般區域或該洞果嶺上，且接近該洞果嶺的不可

移動之人造物在該球員的擊球線上時，委員會可以選擇給予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的額外選項。 

委員會可以將這樣的脫困選項限於某些情況，比如僅針對特定的洞或人造物，或

只當該球及該人造物在一般區域而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部分時。 

當地規則範例 F-5 

“受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妨礙可以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當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接近該洞果嶺且在球員的擊球線上時，該球員也可以有脫

困的額外選項： 

球在一般區域：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是在下列位置，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

罰脫困： 

․在擊球線上，且是： 

» 在該洞果嶺的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且 

» 在該球的二支球桿長度範圍內。 

例外－如擊球線明顯不合理時不可脫困。如球員選擇的擊球線明顯不合理時，則

不可依本當地規則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6 當只有站位受妨礙時，禁止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免罰脫困 

目的。委員會可能希望對一些狀況，比如動物的洞穴，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拒絕

給予免罰脫困，因該妨礙對做打擊的站位影響不大，或如對站位的妨礙免罰脫困

可能導致反復從附近類似的狀況採取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6 

“規則 16.1 以下述方式調整： 

如[插入限制脫困的狀況]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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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從草皮塊接縫脫困 

目的。比賽場地已被草皮塊修復的部分常被標示為待修復地，直到其生長穩定足

以供打球止。 

但當該草皮塊本身的區塊不再需要被標示為待修復地時，委員會在下列情況下仍

可以允許免罰脫困： 

․球位於其中一草皮塊的接縫內(也稱之為草皮接縫)。 

․草皮接縫妨礙球員的揮桿範圍。 

當這樣的草皮接縫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則不需要允許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7 

“如球員的球位於或接觸草皮塊接縫，或草皮接縫妨礙該球員的揮桿範圍： 

(a) 球在一般區域：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b) 球在果嶺上：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d 免罰脫困。 

但如該草皮接縫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所有該區塊的草皮接縫在採取脫困時皆視為相同的接縫，意思是當球員拋球後受

到任何接縫的妨礙，球員必須依規則 14.3c(2)進行，即使該球仍在參考點一支球

桿長度範圍內。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8 從地面的裂縫免罰脫困 

目的。在天氣炎熱且乾燥的狀況下，由於地面的裂縫比賽場地的球道狀況可能受

損。如球靜止在這樣的裂縫中，其球位所處之狀態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但球員

的站位可能不受該狀況之妨礙，在這種情況下，建議當地規則只給予球的球位所

處之狀態及預定揮桿之範圍受妨礙時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8 

“地面的裂縫在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的部分是待修復地。

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但如裂縫只妨礙該球員的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9 從球道上的樹根脫困 

目的。在球道上樹根露出地面的不尋常情況下，不允許球員從樹根免罰脫困可能

是不公平的。因此委員會可以選擇把球道上的這類樹根當作待修復地，而允許依

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在某些情況下，露出地面的樹根是在接近球道的半粗草區內，委員會也可以選擇

把在球道邊緣特定距離內[例如四支球桿長度或半長草區]的這些露出地面的樹根

當作待修復地，而允許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這樣做時，委員會可以選擇限定只在球員的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及預定揮桿之範

圍受妨礙時，才可以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9.1 

“如球員的球靜止在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之部份，且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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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區域該部分上露出的樹根之妨礙，該樹根視為待修復地。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但如該樹根只妨礙該球員之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F-9.2 

“如球員的球在一般區域上，且受在該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之

部份內[或在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短的地面邊緣特定數量之球桿長度範圍

內之粗草區][或在半粗草區]露出地面的樹根妨礙，該樹根視為待修復地。該球員

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但如該樹根只妨礙該球員之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0 動物造成的損壞 
目的。有時候動物會對比賽場地造成非常廣泛的破壞，以致將所有受損區域標示
為待修復地是不切實際的。此外，規則 16.1b 可能未含蓋某些動物損壞的類型。 
這些當地規則範例展示了委員會可以選擇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如動物，包括昆蟲，在比賽場地造成損壞，委員會可以選擇將這些損壞當作待修
復地而允許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這可以透過當地規則定義這些區域或狀況而
非試圖標示整個損壞的區域。 
委員會可以選擇限定只在球員的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及預定揮桿之範圍受妨礙
時，才可以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10 
“在一般區域內，被[動物的種類]造成損壞的區域視為依規則 16.1b 允許免罰脫
困的待修復地。 
[但如該損壞只妨礙球員之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1 蟻丘 

目的。蟻丘是鬆散自然物且可以依規則 15.1 將之移除。它們並非依規則 16.1 允許

免罰脫困之動物的洞穴。 

但有些情況下，當蟻丘很難或不可能移除時(比如很大、很硬或圓錐狀時)。在這

種狀況下，委員會可以採用當地規則給予球員將這樣的蟻丘視為待修復地的選

項。 

不必要對火蟻採用這樣的當地規則，因火蟻被視為危險的動物且依規則 16.2 提供

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11 

“比賽場地上很大或很硬的蟻丘，以球員的選擇，當作可以依規則 15.1 移除的

鬆散自然物，或允許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的待修復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2 動物的糞便 

目的。鳥類或動物的糞便是鬆散自然物且可以依規則 15.1 將之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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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擔心糞便會影響比賽的公平性，委員會可以讓球員選擇將糞便視為依規則

16.1 允許免罰脫困的待修復地。 

如將糞便視為待修復地，而當球在該洞果嶺上時不須給予完全脫困，委員會也可

以允許球員使用果嶺掃打工具(greens switch/whip)或類似的維護工具免罰移除擊

球線上的糞便，即使這樣做會改善擊球線或其他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 

當地規則範例 F-12 

“以球員的選擇，來自[明確說明給予脫困的糞便，例如，鵝糞、狗糞等]的糞便

可以視為下列其中之一： 

․鬆散自然物且可以依規則 15.1 將之移除，或 

․允許依規則 16.1 脫困的待修復地。 

[如糞便在該洞果嶺上，該球員也可以使用擺放在該洞果嶺邊的果嶺掃打工具移

除擊球線上的糞便，如這樣做會改善擊球線或對打擊有影響之條件，依規則 8.1a

並無處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3 動物蹄造成的損壞 
目的。動物的蹄，比如鹿或麋鹿，可能會造成比賽場地上的損壞。委員會可能希
望允許球員在不需標示這種當作待修復地的損壞之情況下，從所有這類區域免罰
脫困。 
由於動物造成該洞果嶺上的損壞可以修復，委員會可以宣佈這類損壞的地面當作
待修復地或允許球員修復。 
當地規則範例 F-13 
“可明顯辨識是被動物的蹄造成的損壞是待修復地，允許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但在該洞果嶺上，因這類損壞可以依規則 13.1 修復而不適用規則 16.1]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4 堆積的鬆散自然物 

目的。在一年中的某些時候，成堆的鬆散自然物，比如樹葉、種子或橡實可能使

球員難以找到或打他的球。委員會可以選擇將在一般區域或沙坑內的這些成堆的

鬆散自然物視為待修復地，而依規則 16.1 允許免罰脫困。 

本當地規則不適用在處罰區內，因在處罰區內不提供對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免罰

脫困。 

本當地規則應限制在被這類鬆散自然物造成問題的那些洞，且一旦狀況紓解，應

立即撤銷這樣的當地規則。 

當地規則範例 F-14 

“當在打[特定洞號]時，任何一般區域內或沙坑內地面上臨時堆積的[確認鬆散
自然物的型態]視為待修復地允許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5 果嶺上的蕈菇 

目的。如該洞果嶺上生長的蕈菇可能妨礙比賽的公平性，委員會可以將它們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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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修復地，以致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d 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15 

“附著在該洞果嶺上的蕈菇是待修復地，允許依規則 16.1d 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6 沙坑填滿臨時積水 

目的。如沙坑被水淹沒，依規則 16.1c 免罰脫困並不足以讓比賽公平競爭。委員

會可以選擇將該沙坑視為在一般區域內的待修復地，允許在該沙坑外免罰脫困。 

委員會應只根據個案使用本當地規則，且不被授權制定一條當地規則普遍規定全

部淹水的沙坑都是待修復地。 

當地規則範例 F-16 

“被水淹沒的沙坑在[插入沙坑的位置，例如，第五洞果嶺左側]是一般區域內

的待修復地。它在該回合中不被視為是沙坑。 

如球員的球位於或觸及這個待修復地或該待修復地妨礙該球員的站位或預定揮

桿範圍，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所有比賽場地上的其他沙坑，不論是否有臨時積水，就此規則之所有目的仍然

是沙坑。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7 所有的道路及小徑視為人造物 
目的。在那些不是人造鋪設路面的道路或小徑可能妨礙比賽的公平性時，委員會
可以選擇指定這類的道路為不可移動之人造物，而依規則 16.1 允許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17 
“所有比賽場地上[或特定的型態或所在地]的道路及小徑，即使不是人工鋪設路
面，仍視為依規則 16.1 允許免罰脫困的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18 將可移動物件視為不可移動 

目的。委員會可以選擇視比賽場地上特定的可移動物件，比如所有的樁(場界樁除

外)、垃圾箱及方向指示牌是不可移動的，以防止球員移動它們。 

委員會應事先充分考慮本當地規則之意涵，因這可能導致球員移動被視為不可移

動的人造物之人造物，而違反規則 8.1。 

當地規則範例 F-18 

“比賽場地上所有的樁[或確認該被認為是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可移動之人造
物]，視為依規則 16.1 允許免罰脫困的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不允許依規則 15.2

採取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一般處罰” 

F-19 靠近果嶺的邊緣凹槽 

目的。有時在果嶺環邊或果嶺邊緣切割邊緣凹槽以免草蔓延到該果嶺上。因在這

樣的凹槽上打球可能很困難，委員會可以選擇將這些凹槽視為待修復地，而允許

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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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罰脫困應只限於允許對球的球位所處之狀態或預定揮桿之範圍的妨礙。 

當地規則範例 F-19 

“圍繞在果嶺環邊或果嶺邊緣的邊緣凹槽是待修復地，如球員的球位於或觸及

凹槽或凹槽妨礙預定揮桿之範圍： 

(a) 球在一般區域：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b) 球在果嶺上：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d 免罰脫困。 

但如邊緣凹槽僅妨礙該球員的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20 混凝土排水渠道 

目的。有時在常淹水的比賽場地上會發現狹窄的混凝土排水渠道。這可能會產生

比賽的問題，因： 

․這些渠道依規則之定義是處罰區。 

․但它們的走向常在車道旁且比起處罰區更像是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委員會可以選擇將這些渠道視為一般區域內的不可移動之人造物，而非處罰區。 

比賽場地上的開放水域何時可以被界定為一般區域的部分，見本條 8B 款第 B-4

項。 

當地規則範例 F-20 

“人造材料所建構且走向接近車道的排水渠道視為一般區域內的不可以移動之
人造物，也是該車道的部份。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b 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21 漆線或漆點 
目的。如委員會在果嶺上或在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低的一般區域(例如，用
於距離之標記)的一部分中噴上漆線或漆點，可以將這些區塊視為比賽場地之異常
狀況，而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當這樣的漆線或漆點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則不需允許脫困。 
或者，委員會可以選擇闡明從這類噴漆線或漆點並無可用之免罰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21.1 
“在該洞果嶺上或在一般區域草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低的一部分中的漆線
或漆點是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而允許從它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但如漆線或漆點只妨礙球員的站位時，則妨礙不存在。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F-21.2 
“[描述區域，例如，在草未經修剪至與球道同高或更低的區域]中的漆線或漆點，
不允許從它免罰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22 臨時的電線及電纜 

目的。臨時的電線及電纜通常放置在比賽場地上，為競賽提供電力及通訊。這些

電纜可能位於地表面上或地面上方或下方。這類電線及電纜通常不在那裡，且不

是在比賽場地上打球所包含之挑戰內，因此委員會可以選擇在它們妨礙比賽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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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額外的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22 

“提供電力及通訊的電線及電纜(及覆蓋的墊子或支撐架)是人造物： 

1. 如它們很容易移動，則它們是可移動之人造物，且球員可以依規則 15.2 免罰

移開它們。 

2. 否則，它們是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球員可以依下列所述從它們免罰脫困： 

(a) 球在一般區域或沙坑：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b) 球在處罰區：規則 16.1b 被調整為該球員在處罰區內受這些不可移動之人
造物之妨礙時，允許他有額外的免罰脫困選項，並在下述脫困區內拋下一

球且在其內擊打：  

․參考點：該處罰區內的完全脫困之最近點。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一支球桿長度範圍，但有以下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 必須在球靜止時的處罰區內， 

»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 必須是可以從該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之所有妨礙完全脫困。  

3. 如球員的球打到臨時高架的電線或電纜，該打擊不算。該球員必須免罰從上一

打擊處再打一球(如何處理見規則 14.6)。 

4. 在一般區域為了臨時電線及電纜而施做的有草覆蓋之溝渠，即使未標示也是

待修復地。該球員可以依規則 16.1 免罰脫困。 

但有二個例外： 

例外 1－球擊中高架的部分：如一球擊中從地面架高電纜的高架連接部分，則該

打擊要計入桿數，且該球必須依其所在擊打。 

例外 2－球擊中支撐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的纜繩：支撐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TIO)的纜繩是該 TIO 的一部分，且不受本當地規則之約束，除非委員會聲明根

據本當地規則將該纜繩當作臨時高架電線或電纜處理。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F-23 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目的。當一些人造物臨時放置在比賽場地上或比賽場地旁邊時，委員會應明確說

明它們是否是一些可移動之人造物(見規則 15)、一些不可移動之人造物(見規則 16)

或一些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TIOs”)。 

TIOs（比如看台或帳篷）通常不在現場，且不被認為是在比賽場地上打球所包含

之挑戰內。由於它們的臨時性質，儘管球員可以選擇將該 TIO 視為不可移動之人

造物，並可用規則 16 中提供的免罰脫困程序，但本當地規則仍然提供一項免罰

脫困的額外選項，而此選項並不適用於一般不可移動之人造物。  

由本當地規則提供的額外脫困選項，包括為了球員採取脫困之能力，當 TIO 位於

球員的球與該洞球洞之間的直線上(稱之為”視線脫困”)時，以側向移動保持與

該洞球洞等距，以致 TIO 不再位於該球員的球與該洞球洞之間(也稱之為沿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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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弧線”移動)。 

當球員從 TIO 採取脫困時，不論是根據本當地規則或規則 16 的免罰脫困程序，

該球員都可以從實質妨礙完全脫困。但只在使用本當地規則下的額外脫困選項採

取脫困時，才能保證該球員從在他的視線上之 TIO 完全脫困。 

當地規則範例 F-23 

“TIO 的定義： 臨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TIO)是臨時添加在比賽場地上或比賽
場地旁邊的構造物，通常用於特定的競賽，且是固定的或不易移動的。 

TIOs 的例子是臨時帳篷、記分看板、看台、電視轉播台及臨時廁所等。 

TIOs 包括連接到它們的任何支撐纜繩，除非委員會決定將支撐纜繩視為不可移
動之人造物時。 

TIOs 的最外側邊緣用於決定球是否位於 TIO 下方，或 TIO 是否位於球與該洞球
洞之間球員的視線上。 

漆線或樁可以用來界定 TIO 的邊緣，或連接多個 TIO 成為單一大的 TIO。 

TIO 與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不同，且本當地規則提供受 TIO 妨礙的額外脫困。意

思是該球員可以選擇採用以下任一方式免罰脫困： 

․依規則 16.1 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的脫困程序，猶如 TIO 是不可移動之人
造物一樣(當球位於處罰區內或當該 TIO 是在界外時，這項脫困程序仍可利

用)，或 

․根據本當地規則可用的額外選項。 

a. 何時允許脫困 

當 TIO 造成實質妨礙或視線上的妨礙時，通常是允許脫困的。 

根據本當地規則的妨礙表示該球員有： 

․實質的妨礙， 

․視線上的妨礙，或 

․實質及視線上都妨礙。 

(1) 受 TIO 實質妨礙的意思。在下列情況下實質妨礙存在： 

․該球員的球觸及或位於 TIO 之內或之上，或 

․TIO 妨礙該球員的預定站位範圍或預定揮桿範圍。 

(2) 視線上受 TIO 妨礙的意思。在下列情況下視線上的妨礙存在： 

․該球員的接觸及或位於 TIO 之內或之上或之下，或 

․該 TIO 位於該球員對該洞球洞的視線上(亦即，TIO 位於該球與該洞球洞之

間的直線上)，或 

․在該球之位置與該洞球洞間距離的等長弧線上丈量一支球桿長度範圍內，

該 TIO 會位於該球員對該洞球洞的視線上(這一支球桿長度寬度的區域通常

被稱之為球的”飛行通道(corridor)”）  

(3) 何時即使有妨礙但也不能免罰脫困。如球觸及或位於 TIO 內或上，通常都可

以免罰脫困。 

但當球未接觸 TIO 或未在 TIO 之內或之上時，如以下任一情況適用，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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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當地規則免罰脫困： 

․來自實質的妨礙或視線上的妨礙： 

    » 因除了 TIO 以外的原因，致使依該球之所在打球明顯不合理時(例如，當

球員的球位於 TIO 外的灌木叢中而無法做打擊時)，則不得免罰脫困，且 

» 如僅因球員在該情況下選擇明顯不合理的球桿、站位或揮桿方式、或擊

球方向才會造成妨礙存在時，則得免罰脫困；且 

․來自視線上的妨礙： 

» 當因球員將球要打得足夠遠以至球能到達該 TIO 明顯是不合理時，則不得

免罰脫困。 

» 如因(a)在該次打擊的線上之 TIO(包含飛行通道)，(b)最終結果是該球會靜

止止在對著該洞球洞的直線方向上，球員無法證明他的該次打擊是合理

的，則不得免罰脫困。 

b. 球在一般區域內從受到的妨礙脫困 

如球員的球在一般區域內且受到 TIO(包括位於界外的 TIO)之妨礙，則該球員可

以免罰將原球或另一球拋在下述脫困區內並從其內打球：  

․參考點：實質妨礙及視線妨礙都不存在的完全脫困之最近點。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從參考點一支球桿長度的整個範圍內，但有以下

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 必須在一般區域內， 

»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 必須是可以從該 TIO 實質及視線的妨礙完全脫困。  

如球員受到 TIO 的實質妨礙，取代這種脫困程序，該球員可以選擇使用規則 16.1b

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採取免罰脫困的程序，將該 TIO 視為不可移動之人造
物。當球位於處罰區內或該 TIO 是在界外時，也可以使用規則 16.1b 的脫困程序。

有關如何採取脫困，請參閱本當地規則下述的 f 分項。 

c. 球在沙坑或處罰區內從受到的妨礙脫困 

如球員的球在沙坑或處罰區內且受到 TIO(包括位於界外的 TIO)之妨礙，則該球

員可以採取免罰或罰桿脫困： 

(1) 免罰脫困：從沙坑或處罰區打球。該球員可以按照上述 b 分項之規定採取免罰

脫困，但完全脫困之最近點之所在不再存在妨礙，且該脫困區必須在該沙坑
或處罰區內。 

如在該沙坑或處罰區內並無此類不再存在妨礙的點，則該球員仍可以使用在

該沙坑或處罰區內的最大限度內可供脫困之點作為參考點，採取上述規定的

免罰脫困。 

(2) 罰桿脫困：從沙坑或處罰區外打球。該球員可以罰一桿後，將原球或另一球

拋在下述脫困區內並從其內打球： 

․參考點：在該沙坑或處罰區之外實質妨礙及視線妨礙都不存在，且不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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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位更靠近該洞球洞的完全脫困之最近點。 

․從參考點丈量脫困區之範圍：從該參考點一支球桿長度的整個範圍，但有

以下之限制： 

   ․脫困區所在位置之限制： 

» 在該沙坑或處罰區或任何果嶺以外的任一比賽場地之區域， 

» 決不可比該參考點更靠近該洞球洞，且 

» 必須是可以從該 TIO 實質及視線的妨礙完全脫困。  

如球員受到 TIO 的實質妨礙，取代這種脫困程序，該球員可以選擇使用規則 16.1b

從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採取免罰脫困的程序，將該 TIO 視為猶如不可移動之人
造物一樣。當球位於處罰區內或該 TIO 是在界外時，也可以使用規則 16.1b 的脫

困程序。有關如何採取脫困，請參閱本當地規則下述的 f 分項。 

d. 球在 TIO 內找不到時的脫困 

如球員的球找不到但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靜止在 TIO 內：  
․該球員可以根據本當地規則免罰脫困，使用該球最後通過該 TIO 在比賽場地上

之邊緣的估計點，當作該球為了找到完全脫困之最近點的位置。 
․一旦該球員以這種方式脫困使一球進入比賽狀態中： 

» 原球不再是在比賽狀態中，且決不可以擊打它。 
» 即使在三分鐘的尋找期間結束之前原球在比賽場地上被找到，上項規定亦

適用(見規則 6.3b) 

但如該球並不明確知道或幾乎確認是靜止在該 TIO 之內，則該球員必須依桿數

與距離之處罰比賽(見規則 18.2) 。 

e. 委員會調整 TIO 脫困程序的職權 

在採用本當地規則時，委員會可以用下列一種或二種方式調整上述 b 分項及 c 分
項中的脫困程序： 
(1) 可選擇或強制使用拋球區。委員會可以允許或要求球員使用拋球區作為根據

本當地規則採取免罰脫困的脫困區。在這樣做時，委員會可以只在實質的妨
礙或只在視線上的妨礙之情況下，增加用於脫困的拋球區，或可以用於從這
二種類型都妨礙的脫困。 

(2)“任一側”的脫困選項。除了本當地規則上述 b 分項及 c 分項允許的脫困選項
之外，委員會可以允許該球員選擇在 TIO 的另一側獲得脫困。但委員會可以
規定，如該球員使用規則 16.1 的程序採取免罰脫困時，則不允許在任一側免
罰脫困。 

f. 球員可以根據其他脫困規則進行 

(1) 使用規則 16.1 或本當地規則的程序脫困。如球員受到上述 a 分項定義之 TIO
實質的妨礙，則該球員可以： 
․選擇使用規則 16.1 的脫困程序，或 
․使用本當地規則。 
․但不可以依據這些選項中之一採取脫困後又依據另一選項脫困。 
如該球員選擇使用規則 16.1 的比賽場地之異常狀況之脫困程序，則該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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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將該 TIO 視為猶如不可移動之人造物一樣，並根據該球之所在採取脫
困： 
․在一般區域內使用規則 16.1b 的程序。 
․在沙坑內使用規則 16.c 的程序。 
․在處罰區內使用規則 16.1c 的程序，猶如該球是在沙坑內一樣。 

․在該洞果嶺上使用規則 16.1d 的程序。 

(2) 依規則 17、18 及 19 採取罰桿脫困。本當地規則並不禁止該球員依規則 17、
18 或 19 採取罰桿脫困，而不根據本當地規則採取 TIO 的脫困。 

違反當地規則而從錯誤的地方擊球之處罰：依規則 14.7a一般處罰。” 

8G 使用特殊裝備品的限制                                           

G-1 合規格之一號木桿桿頭目錄 

目的。為了消除在競賽中使用的一號木桿桿頭是符合規格的任何疑慮： 

․委員會可以選擇要求球員只使用已對其桿頭進行鑑定及認可符合裝備品規則

的一號木桿桿頭。 

․在 RandA.org 網址可以找到合格桿頭的目錄。 

建議本當地規則僅限於擊球技巧高超的球員(亦即，職業及菁英業餘競賽) 之競賽

使用。 

當地規則範例 G-1 

“球員用於做打擊的任何一號木桿，其桿頭之型式及桿面角度必須是在由 R＆A

所發佈目前合規格的一號木桿桿頭目錄上。 

此目錄定期更新，可在 RandA.org 網址上找到。 

例外—1999 前的一號木桿桿頭：帶有 1999 年前製造之桿頭的一號木桿可以豁免

本當地規則。 

使用違反本當地規則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根據本當地規則，攜帶不在合規格的一號木桿桿頭目錄上的一號木桿但未用於做
打擊，則無任何處罰。” 

G-2 溝槽及沖壓紋路之規格 

目的。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裝備品規則被修訂以提供所有球桿新的溝槽及沖壓

紋路之規格，但一號木桿桿與推桿除外。至少在 2024 年之前，2010 年之前製造

的球桿並不要求符合這些規格。 

但委員會可以選擇採用當地規則，要求球員只使用符合目前裝備品規則中所有規

格的球桿。建議本當地規則僅限於擊球技巧高超的球員(亦即，職業及菁英業餘競

賽)之競賽。 

裝備品資料庫可以在 RandA.org 網址找到，以協助找到哪些可以使用的球桿。 

當地規則範例 G-2 

“在做打擊時，該球員必須使用符合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裝備品規則中的溝

槽及沖壓紋路之規格的球桿。 

經測試符合目前裝備品規則的球道木桿、混合桿、鐵桿及挖起桿的裝備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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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RandA.org 網址找到。 

使用違反本當地規則之球桿做打擊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根據本當地規則，攜帶不符合這些溝槽及沖壓紋路之規格的球桿但未用於做打
擊，則無任何處罰。” 

G-3 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  

目的。為了消除在競賽中使用的球是符合規格的任何疑慮，委員會可以選擇要求

球員只使用已進行鑑定及認可符合裝備品規則的球。 

在 RandA.org 網址上可以找到符合規格的高爾夫球目錄，且每月更新一次。 

即使沒有本當地規則，任何使用的球也必須是符合規格的球。 

當地規則範例 G-3 

“任何用於做打擊的球必須是在 R＆A 所發佈目前合規格高爾夫球目錄上。 

此目錄定期更新，可在 RandA.org 網址上找到。 

使用不在目前目錄上的球做打擊而違反本當地規則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G-4 同一種球之規則 

目的。為了防止球員在一回合的比賽中根據要打的洞或擊球的類別使用具不同擊

球特性的球，委員會可以選擇要求球員只使用符合目錄中合規格高爾夫球的單一

類型的球。 

列在符合規格的高爾夫球目錄中的個別項目都被認為是不同的球。相同的標記但

不同顏色的高爾夫球被認為是不同的球。 

建議本當地規則僅限於擊球技巧高超的球員(亦即，職業及菁英業餘競賽)之競賽。 

當地規則範例 G-4 

“在整個回合期間，球員做打擊的每顆球都必須與目前合規格球目錄中的單一項

目中的品牌及型號相同。 

如不同品牌及/或型號的球被拋下、置回或置放但尚未擊打，則依規則 14.5 該球

員可以停止該球之使用以更正此錯誤，免罰。該球員必須拋下、置回或置放與該

回合開始時使用的品牌及型號相同的球。 

當該球員發現他已違反本當地規則打一球時，他必須在從下一洞開球區打球之前

停止使用該球，並使用與他在該回合開始時所使用的球相同品牌及型號的球完成

該回合。否則該球員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在打一洞的過程中發現此錯誤，該球員可以使用違規的球完成該洞，或在撿起

違反本當地規則所打的球之位置置放一正確品牌及型號的球。 

使用違反本當地規則之球做打擊的處罰： 

該球員在違反本當地規則期間的每一洞受一般處罰。 

G-5 測距裝置的禁止使用 

目的。雖然規則 4.3 允許球員使用裝備品測量距離(受某些要求的限制)，但委員會
可以選擇禁止使用任何電子測距裝置。 
當地規則範例 G-5 
“規則 4.3a 以下述方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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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合期間，球員決不可使用電子測距裝置獲得距離資訊。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見規則 4.3” 

G-6 機動運輸工具的禁止使用 

目的。委員會可以選擇禁止球員使用任何類型的機動運輸工具，比如在回合中使

用高爾夫球車。當委員會將步行視為是在競賽中打球整體的一部分時，或當它認

為使用機動運輸工具不安全或可能損壞比賽場地時，則這是適當的。 

在採用本當地規則時，委員會可以允許以有限的方式進行機動運輸，比如當那些

洞之間相距較遠時將球員從一洞載至另一洞，或允許委員會的成員在球員依桿數

與距離之處罰將要再打或已打時給予球員搭乘。 

如球員在未獲委員會之允許下即接受搭乘機動運輸工具，但在該情況下假使委員

會在被要求時也會授權搭乘，則委員會可以豁免該處罰。例如，如球遺失且需要

返回開球區的球員，在無委員會成員在場的情況下接受了志願者提供的搭載，則

委員會可以在委員會成員如被要求時也會給予該球員搭乘而豁免該處罰。 

但以當地規則不允許機動運輸工具時，球員應全程以步行前進是該當地規則之原

則，所以如球員在他尚未走過那段距離的情況下，不應授權球員向前搭乘那段距

離。例如，球員開球後停下來買點心，之後接受志願者提供的搭載前往他的球之

所在處，則不能豁免本當地規則之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G-6 

“在回合期間，球員或桿弟決不可搭乘任何形式的機動運輸工具，除非被授權或

委員會之後認可。 

[一球員在受桿數與距離的處罰後將打球或已打球，通常都允許搭乘機動運輸工

具。] 

[球員與桿弟在洞[特地洞]與洞[特定洞]之間可以搭乘接駁車。]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該球員在違反本當地規則期間的每一洞受一般處罰。如違

反發生在二洞之間，則處罰適用在下一洞。” 

G-7 特定類型鞋子的禁止使用 

目的。為了保護比賽場的不受損壞，委員會可以禁止使用有金屬或傳統設計鞋釘

的鞋子。 

委員會還可以禁止使用可能導致不良損壞的其他功能的鞋子。 

當地規則範例 G-7 

“規則 4.3a 以下述方式調整： 

在回合期間，球員決不可穿著有以下所述的球鞋： 

․傳統鞋釘－亦即，鞋釘具有單個或多個尖端，設計用於穿入地表面(不論是由金

屬、陶瓷、塑料或其他材料製成)；或 

․任何設計完全或部分由金屬製成的鞋釘，如這種金屬可能有與比賽場地接觸的

作用。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見規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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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 聲音及影像資訊裝置的禁止或限制使用 

目的。規則 4.3a(4)允許球員使用裝備品收聽收音機或觀看影像資訊，但內容是與

該正在打的競賽無關的。不過委員會可以採用當地規則禁止在整個回合期間使用

聲音及影像資訊裝置。 

當地規則範例 G-8 
“規則 4.3a 以這方式調整：在回合期間，球員決不可在個人收音機或影像資訊裝
置上收聽或觀看任何性質的內容。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見規則 4.3” 

8H 定義誰能協助球員或給予球員建言                                 

H-1 禁止或要求使用桿弟；桿弟身分限制 

目的。委員會可以選擇將規則 10.3 調整為： 

․禁止使用桿弟， 

․要求球員使用桿弟，或 

․限制球員對桿弟的選擇(比如不允許桿弟是職業球員、家長或親屬、參加比賽的

其他球員，等等)。 

當地規則範例 H-1.1 

如禁止使用桿弟： 

“規則 10.3a 以這方式調整：在回合中球員決不可擁有桿弟。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該球員受桿弟協助期間的每一洞遭受一般處罰。 

․如在二洞之間發生或繼續違反，該球員在下一洞遭受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H-1.2 

或，如有限制誰可以擔任該球員的桿弟： 

“規則 10.3a 以這方式調整：球員在回合中決不可讓[確認桿弟禁止的類別，例

如，家長或監護人]擔任他的桿弟。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該球員受這樣的桿弟協助期間的每一洞遭受一般處罰。 

․如在二洞之間發生或繼續違反，該球員在下一洞遭受一般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H-1.3 

如球員被要求要有桿弟：  

“規則 10.3a 以這方式調整：在回合中球員必須要有桿弟。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該球員在無桿弟服務期間的每一洞遭受一般處罰。 

H-2 在隊際競賽中指定建言提供者 

目的。根據規則 24.4a 在隊際競賽中，委員會可以允許各隊任命一或二人於隊員

在比賽場地之比賽期間提供建言： 

․在提供建言之前，任何“建言提供者”必須先被委員會確認。 

․委員會可限制此人可以給予建言的類別(比如，當球在該洞果嶺上時，不允許建

言提供者指示擊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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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可以禁止建言提供者在比賽場地上的某些部分行走(比如果嶺）。 

․委員會允許各隊提供二名建言提供者是非常態的作法，除非該競賽的特殊性質

使如此做有正當理由，例如在不允許使用桿弟或各隊都有大量球員的競賽中。 

․委員會應決定對建言提供者的違規行為施以適當的處罰。這可以對以禁止方式

獲得協助的特定球員施以處罰或對該隊整體施加處罰，例如在比桿賽的賽事中

對該隊的總成績加二桿。 

當地規則範例 H-2 

“每一隊可以任命[一或二]位建言提供者，在回合期間讓該隊的球員可以請求或

接受建言。該隊必須在任一球員的回合開始之前，先讓委員會確認每一位建言

提供者。 

[該隊可以在回合中更換建言提供者，但這麼做時必須先告知委員會。] 

[當隊員的球在該洞果嶺上時，建言提供者決不可指示擊球線[或走在該洞果嶺
上]。]” 

H-3 限制誰可以擔任領隊 

目的。根據規則 24.3 在隊際競賽中，委員會可以依規則 24.4a 對誰可以擔任領隊

及該領隊的行為設定限制。如允許任命建言提供者(參閱上述當地規則範例 H-2，

則該隊領隊也可以擔任建言提供者。 

當地規則範例 H-3 

“領隊必須是[插入資格限制，比如同一個俱樂部的會員]。” 

H-4 視建言提供者為球員方的部分 

目的。委員會可以規定建言提供者與該方的成員具有相同的身分，以確保高爾夫
規則適用於該人員的行為。 
當地規則範例 H-4 
“建言提供者與其隊中在該方各成員的身份相同。” 

H-5 建言：隊的成員在相同的組別 

目的。根據規則 24.4c，在球員對該回合的桿數僅作為該隊成績的一部分之比桿賽

中，委員會可以採用當地規則，允許在同一組中比賽的隊友即使不是搭檔也能互

相給予建言。 

當地規則範例 H-5 

“規則 10.2 以下述方式調整： 

同隊的二位球員在同一組一起比賽時，那些球員在該回合期間可以互相請求或接

受彼此的建言。” 

8I 定義球員可以在何時及何處練習                              

I-1 回合開始前之練習 

目的。規則 5.2 含蓋在競賽期間於回合比賽前或回合之間在比賽場地上之練習： 

․比洞賽(規則 5.2a)。在一對抗組中的球員可以在回合比賽前或回合之間練習，

因他們在同時間比賽，所以通常他們會有相同的機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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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桿賽(規則 5.2b)。在競賽當天的一回合比賽前，球員決不可在比賽場地上練

習，因通常他們於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組別中比賽，所以他們可能沒有相等的

機會這樣做。但是他們被允許在該競賽當天的比賽完成後，當天在比賽場地上

練習。 

關於是否允許在比賽場地上練習有許多不同的考慮因素，比如對球員的公平性、

可能妨礙比賽場地的設置及維護行動、回合前或之間的時間量，或當鼓勵球員在

該競賽之外在該比賽場地上打球時。 

基於這些或其他原因，委員會可以選擇採用調整這些預設的條款的當地規則以完

全允許或禁止這些練習或限制何時、何處或如何進行這些練習。 

當地規則範例 I-1.1 

“規則 5.2a 以下述方式調整： 

球員決不可在回合前或回合之間在該競賽的比賽場地上練習。 

[或，如允許球員以限制的方式練習：描述那些限制，及球員可以於何時、在何處

或如何在該比賽場地上練習。] 

違反本當地規則之處罰： 

․第一次違反之處罰：一般處罰(處罰施加在該球員首先要打的洞)。 

․第二次違反之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當地規則範例 I-1.2 

“規則 5.2b 以下述方式調整： 

球員可以在回合前或回合之間在該競賽的比賽場地上練習。 

[或，如允許球員以限制的方式練習：描述那些限制，及球員可以於何時、在何處

或如何在比賽場地上練習。] 

[或，如禁止球員在回合前或回合之間練習：“球員決不可在回合前或回合之間

在該競賽的比賽場地上練習。”]” 

I-2 禁止在前一果嶺之上或附近練習 
目的。規則 5.5b 允許球員於打二洞之間，在剛完成的洞之果嶺上或附近進行推球
或切球練習。但如這可能影響打球速度或其他原因，委員會可以選擇禁止這類練
習。 
當地規則範例 I-2 
“規則 5.5 以下述方式調整： 
在打二洞之間，球員決不可： 
․在剛完成的洞之果嶺上或附近做任何打擊練習，或 
․以摩擦該果嶺或在其上滾球的方式測試該果嶺表面。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一般處罰。” 

8J 惡劣天氣及暫停比賽的程序                                   

J-1 中止與恢復比賽的方法 

目的。規則 5.7b 要求如委員會宣佈立即暫停比賽時，球員必須立即中止打球。委

員會應使用明顯的方法告知球員立即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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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使用以下的信號，且建議所有委員會盡可能使用這些信號： 

立即中止比賽：汽笛一長聲。 

中止比賽：汽笛連續三聲。 

恢復比賽：汽笛二短聲。 

當地規則範例 J-1 

“ [插入使用的信號]用在危險情況時暫停比賽的信號。所有其他的暫停將用[插入

使用的信號]。在任一種情況下，恢復比賽將使用[插入使用的信號]。見規則 5.7b” 

J-2 移除臨時積水 

目的。委員會可以採取一項政策，闡明哪些行動適合委員會成員、委員會指定的

人員(例如，維護人員)或球員，去清除該洞果嶺上的臨時積水。 

當地規則範例 J-2 

“如球員的球位於該洞果嶺上且受該果嶺上臨時積水之妨礙，則該球員可以： 

․依規則 16.1d 採取免罰脫困；或 

․要求刮刷他的擊球線上的水。 

這種刮刷應在整個擊球線上進行，且延伸至超過該洞球洞的合理距離(亦即，至

少一個滾輪的長度)，並只能由[指定誰可以執行此操作，例如維護人員] 執行。” 

8K 打球速度政策                                             
下列的當地規則範例舉例說明委員會如何選擇解決打球速度的問題。委員會可以

採用其他當地規則適應他們可資利用的資源，因此這些例樣並非詳盡的列表。 

RandA.org 網址有其他可資利用的政策例樣。 

K-1 所有或部分回合的最長時間 

目的。在競賽中比賽場地上只有少數或沒有裁判，委員會可能希望制定一條簡單

的當地規則，確定其認為足以讓球員完成一回合及/或一定數量的洞數之時間限

制。這些時間限制將根據組別中的球員人數及比賽的形式而有所不同。如一組超

過規定的時間限制且不在比賽場地上應該在的位置上，則該組中的每位球員都要

受到處罰。 

當地規則範例 K-1 

“如一組完成一回合[或特定洞號]的時間超過與前組開球時間的間隔，且從[或指

定要求]開始比賽的時間起超過[規定時間，例如 3 小時 45 分鐘]，則該組中的所有

球員都受罰一桿 [或依要求規定]。” 

K-2 逐洞及逐次打擊的打球速度政策 

目的。在比賽場地上有足夠的規則人員監控的競賽中，委員會可以實施打球速度

政策，允許對各洞設定完成的時間長短，然後如球員超過該時間，則制定每一打

擊最長的時間。 

下述的當地規則範例是用於比桿賽競賽的政策例樣，當該組不在位置上時，將對

該組球員單獨計時。 

在下述當地規則範例 K-5 中還詳述了可以用於打球速度政策調整的處罰安排。 

 

http://www.ran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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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位置上的擇定 

當已超過打該洞的分配時間且不在與前一組的間隔時間內時，該組是不在位置

上。在界定何時該組是不在位置上時，政策應參考前組的位置以考量何時將該組

視為是不在位置上。一些例子是： 

․該組超過與前組開球時間的間隔。 

․四桿洞或五桿洞在該組到達該洞開球區之前是淨空的。 

做一打擊的時間 

當一組正在被計時時，該組每位球員必須在指定的時間限制內完成他的打擊。委

員會可以要求所有的打擊在相同的時間量內完成，或可以採用下述所示的選擇性

語意，對第一位球員從特定區域(比如開球區或果嶺)的打球允許一段額外的時間。 

當地規則範例 K-2 

“最大容許時間： 

最大容許時間是委員會認為一組必須完成它的回合之最長時間。這是以各洞及累

積時間格式表示，且包括與該賽事打球相關的所有時間，例如，用於裁決及在洞

與洞之間的步行時間。 

在[插入比賽場地名稱]中分配完成 18 個洞的最長時間是[插入最長時間，例如，4

小時 05 分鐘]。以下程序只適用於一組“不在位置上”的情況。 

不在位置上之定義 

如在該回合期間的任何時間，第一組所打完洞數的累積時間超過這些洞被允許的

打球時間，則該組將開始被視為是“不在位置上”。任何後續的組，如[明確說明

何時是一組對他們的前一組而言是不在位置上(見上述-不在位置上的擇定-之例

子)]，且所打完洞數累積時間已超過這些洞被允許的打球時間，則將被視為是不

在位置上。 

當一組是不在位置上時的程序 

1. 裁判將監控該組的打球速度，並決定該”不在位置上”的組別是否應被計時。

且評估不久前是否有任何使速度變慢的情況，例如，一件冗長的裁決、遺失球、

無法打之球等等。 

如決定對該組球員計時，則該組的每一位球員都受個別計時，且裁判將通知每

一位球員他們是“不在位置上”且要被計時。 

一些例外的情況，可以對一位球員，或三位一組中的二位球員計時，而非整組

都要被計時。 

2. 每次打擊分配的最大時間是[指定時間限制，比如 40 秒]。 

[(a)在 3 桿洞開球、(b)攻向該洞果嶺的打擊、及(c)切球或推球，允許第一位球

員額外加 10 秒。] 

當球員有足夠的時間到達他的球之所在，且輪到他可以在沒有干擾或分心的情

況下進行打球時，將開始計時。確定距離及選擇球桿所花費的時間將計為下一

次打擊所需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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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洞果嶺上，當該球員有合理的時間量將他的球撿起、弄乾淨及置回、修

復妨礙擊球線的損壞，並在擊球線上移除鬆散自然物時，計時將開始。花在

從球洞後及/或球後觀察擊球線的時間將計入下一次打擊的時間內。 

計時將從裁判認定輪到該球員打球，且他能在沒有干擾或分心的情況下進行的

時刻開始。 

  當一組重新回到位置上時計時停止，且應相應地告知該組球員。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第一次違反的處罰：罰一桿。 

第二次違反的處罰：除第一次違規的處罰之外，還適用一般處罰。 

第三次違反的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球員在超時被告知之前，他不受更進一步超時的處置。 

當同一回合再次發生不在位置上時的程序 

如一組球員在一回合中不止一次“不在位置上”，則每次都適用上述程序。同一

回合的超時及處罰將在該回合結束前完成。如一位球員之前的超時被告知之前有

第二次超時，他將不受處罰。” 

K-3 史特伯弗逐洞及逐次打擊的打球速度政策 

目的。對於史特伯弗競賽，委員會可以調整違反上述當地規則範例 K-2 之處罰，

以確保該處罰將影響球員的成績。委員會可以選擇為第一次違規增加口頭警告。 

當地規則範例 K-3 

“當地規則範例 K-2 的處罰陳述以下述方式調整：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第一次違反的處罰：從該回合的總得分扣一分。 

第二次違反的處罰：從該回合的總得分再扣二分。 

第三次違反的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K-4 標準桿賽/柏忌賽逐洞及逐次打擊的打球速度政策 

目的。對於標準桿賽/柏忌賽，委員會可以調整違反上述當地規則範例 K-2 之處

罰，以確保該處罰將影響球員的成績。委員會可以選擇為第一次違規增加口頭警

告。 

當地規則範例 K-4 

“當地規則範例 K-2 的處罰陳述以下述方式調整：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第一次違反的處罰：從該回合的所有贏的洞數對比輸的洞數所餘贏的洞數中扣減

一洞。 

第二次違反的處罰：從該回合的所有贏的洞數對比輸的洞數所餘贏的洞數中扣減

二洞。 

第三次違反的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K-5. 調整打球速度的處罰架構 

目的。委員會可以調整違反任何打球速度政策的處罰為首次違反該政策的處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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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裁判的口頭警告。下述是已知如何調整比桿賽及比洞賽的處罰陳述的例子，

史特伯弗及標準桿賽/柏忌賽的處罰陳述可以進行類似的調整。 

當地規則範例 K-5  

“違反當地規則的處罰： 

第一次違反的處罰：裁判的口頭警告。 

第二次違反的處罰：罰一桿。 

第三次違反的處罰： 除第一次違規的處罰外，還適用一般處罰。 

第四次違反的處罰：取消比賽資格。” 

8L 未授權的當地規則                                               
雖然委員會根據高爾夫規則擁有明顯的職權，可以採用當地規則以滿足比賽場地

或競賽的特定需求，但其選擇實施的任何當地規則必須與本條“當地規則範本”

中制定的政策一致。 

規則 1.3c(3)規定，委員會無權以與高爾夫規則規定不同的方式實施處罰。因此，

委員會編寫一份未經授權的當地規則豁免處罰或改變處罰是不適當的。例如，委

員會不能將使用不合格球桿的處罰從取消比賽資格改變為一般處罰，或因未能置

回被移動的球而將一般處罰改為罰一桿。委員會決不可在規則不強制實行處罰時

卻施加處罰，例如，對在比桿賽中未在記分卡上計算總桿成績的球員施以處罰。 

此外，委員會決不可用違反高爾夫規則基本原則的方式編寫超出被授權的當地規

則之當地規則。例如，允許球員在整個一般區域使用較佳球位，或從球道上的打

擊痕中免罰脫困，而違反規則 1.1 依該球的所在擊球的基本原則。 

作為一般原則，當球員正在為了設置差點目的而打一回合之比賽時，他須要依高

爾夫規則打球。如委員會授權球員根據與高爾夫規則明顯不同的當地規則進行比

賽，則可能不允許球員將該成績用於差點目的。一些允許的例外，請參閱在當地

有管轄權機構所運作的差點系統中包含的規則或建議。 

如委員會認為由於當地異常狀況妨礙比賽的公平性，而可能需要本條中規定的政

策未含蓋的當地規則，則應： 

․上 RandA.org 網址諮詢以查對是否有任何其他當地規則範例可用於含蓋此類狀

況或情況，或 

․直接向 R＆A 諮詢。 

9 其他形式的比賽                                        
規則 1－24 詳細介紹了最常見的比洞賽、比桿賽、搭檔與隊際賽的形式。本條概

述各種替代的比賽形式，而 RandA.org 網址內則詳細介紹這些比賽形式所需對規

則 1-24 的詳細調整。 

9A 調整的史特伯弗                                            
調整的的史特伯弗是一種對優質打球授予更高得分的比賽形式，但也可以減少劣

質打球的得分。例如，低於標準桿一桿獲得 4 分、標準桿獲得 2 分，而柏忌則扣

減 1 分。 

 



357 
 

       其他形式的比賽     

 

9B 四人二球選位賽(GREENSOMES)                                  

四人二球選位賽是四人二球賽的一種變化，在此形式下各方二位搭檔都在各洞開

球區開球，且各方自行選擇該方二位搭檔開球結果之一繼續進行比賽。開出的球

未被選用的搭檔進行下一次打擊，後續的每次打擊都以交替順序進行，直到該方

的球打進該洞球洞止。例如，如在第一洞選擇了球員 A 的開球結果，則球員 B 將

進行下一打擊，然後球員 A 打擊，餘依此類推，直到該方的球打進該洞球洞止。

然後該方二位球員也都從第二洞的開球區重複該過程進行比賽。 

其他四人二球選位賽的變化包括： 

․松林四人二球賽(Pinehurst Foursomes)，各方二位搭檔都開球然後他們交換高爾

夫球，意思是球員 A 打球員 B 的球，球員 B 打球員 A 的球。在第二次擊球之

後，然後選擇他們繼續比賽將要使用的球，接著以交替擊球直到該方的球打進

該洞球洞止。 

․中華或聖安卓四人二球賽(Chinese or St Andrews Greensomes)，在該回合比賽首先

要打的洞開始之前，各方球員要先決定哪位球員將在所有奇數洞打第二次打擊

而另一位球員則在所有偶數洞上打第二次打擊。不論在那個洞是使用了哪位球

員的開球結果，這種打第二次打擊的球員選擇都適用。之後該方在一洞之打擊

都是以交替順序進行。 

9C 史特藍伯                                                 
史特藍伯是以二人、三人或四人的隊一起進行比賽。每位球員都在各洞的開球區

開球，各隊選擇該隊其中一位球員的開球結果，且該隊所有球員都從該位置進行

第二次擊球。然後再選擇其中一位的第二次擊球位置，該隊所有球員都從該位置

進行第三次擊球，餘依此類推，直到該隊的球被打進該洞球洞止。 

基本史特藍伯形式有很多變化。其中一些包括： 

․德州史特藍伯(Texas Scramble)是一種各隊由四人組成的之爭奪賽，通常在該回

合期間各隊中每位成員須有被選用之開球結果的最少量。德州史特藍伯的某些

形式下要求球員在打標準桿 3 桿的洞期間內打自己的球。 

․佛羅里達史特藍伯(Florida Scramble)(也稱之為 Dropout Scramble，Step Aside，Stand 

Aside，Stand Out)，則規定該次擊球結果被選用的球員不能打下一次打擊。 

․一人史特藍伯(One-Person Scramble)是指每位球員打二顆球，選擇其中一球之結

果，再從該位置打二顆球，並選擇其中一球之結果，接著從該位置再打二顆球，

餘依此類推，直到他的球被打進該洞球洞止。 

9D. 四個桿數取最佳二個計算                                        
這是一種各隊由四人組成的隊際賽事，在各洞只有二位隊員的桿數會被計入該隊

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