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 300A3 區 2022-2023 年度總監盃保齡球比賽 
一.比賽辦法： 
1. 本次比賽分 3人組團體賽(分男、女)，男子個人賽分甲、乙組、女子個人賽等 5組比賽。     

2. 3 人組男團體賽，取前 5名，各頒獎牌如下：第 1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3000 元、第 2名

獎牌一座及獎金 2500 元、第 3 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2000 元、第 4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500

元、第 5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000 元 

3. 3 人組女團體賽，取前 3名，各頒獎牌如下：第 1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3000 元、第 2名

獎牌一座及獎金 2500 元、第 3 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2000 元。  

4. 男子個人賽甲組，取前 5名，各頒獎牌如下：第 1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3000 元、第 2名

獎牌一座及獎金 2500 元、第 3 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2000 元、第 4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500

元、第 5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000 元。  

5. 男子個人賽乙組，取前 5名，各頒獎牌如下：第 1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2000 元、第 2名

獎牌一座及獎金 1500 元、第 3 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000 元、第 4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800

元、第 5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600 元。  

6. 女子個人賽，取前 5 名，各頒獎牌如下：第 1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3000 元、第 2名獎牌

一座及獎金 2500 元、第 3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2000 元、第 4 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500 元、

第 5名獎牌一座及獎金 1000 元。  

7. 男子個人組另取單局最高分 1 名，獎盃一座及獎金 1000 元。 

8. 女子個人組另取單局最高分 1 名，獎盃一座及獎金 1000 元。  

9. 男子未滿 18 歲或滿 50 歲足，一律加總分 18 分。 

10.分會若混合參賽，一律以男子團體計，女子一律總分加 24 分。 

11.參加比賽選手一律送精美便當一份、礦泉水一瓶。 

12.比賽中若總分成績相同者，依選手 3 局分數中最高與最低之差分數最低為優先排名。 

13.本次比賽不開犯規燈及不打交換道。 

14.男子乙組是為了讓不太會打的選手有機會拿獎而設立.成績是由男子甲組前 3名總分除

3 後現場抽(0.7、0.75、0.8)等 3 個號碼之 1所得分數為男子乙組第一名。 

二.比賽資格： 
1.為 300A3 區獅子會成員等。 

2.報名費每人收 300 元，沒來者報名費一律不退費用贊助比賽。本次有參加比賽選手另贈

送一份參加禮送給大家。 

3.各會報名以 6 人為限，團體組必須 3 人才行，不足 3人一律打個人賽，每會打團體組最

多 2 組 6名人員，因為球館只剩 40 球道，僅能供 160 人參賽，報名日期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17 日為止，請儘速報名(建議報名順便繳交報名費，以保權利)，額滿不再接受報

名，報名以分會確實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為準。 

4.若有分會沒報名則開放給有打球已報名分會其他選手參加，男女獅合會的可報男子組一

組(可男女混合組參賽)、女子組一組(不能有男女混合組參賽)不能成團隊則以個人參賽。 

三.比賽地點及時間： 
1.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03 日((星期六)下午 12 點 報到登記，13 點正式比賽，比賽

完後，舉行頒獎。 

2. 報到於中和新僑福保齡球館，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88 號 。 

3. 聯絡電話球館：02-22469988    

                     國際獅子會 300A3 區總監    陳寶玉    

                  保齡球運動委員會主席    楊培英  敬 邀  
                                總幹事    李朝義    



 

國際獅子會 300A3 區 2022~2023 年度總監盃保齡球運動比賽報名表 

                                                           獅子會 

組 別 姓 名 電             話 50 歲以上 性別(男女) 

    

    團      體     組 

 

    

    

    

 

團      體     組 

  
 
 

   

1.請以分會為單位，統一寫報名

表，因為球館只開放 40 球道，僅

能供 160 人參賽，請先提早報名。 

2.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7 日

(星期四)止 

3.參賽資格: 

(1)正式登錄在籍並繳清本區、複

合區、國際總會各項費用之本

區獅友均可。 

(2)本次活動不得代打、不得代簽。 

4.不滿三人則視同為個人參賽 

5.分會報名以六人為限。 

 

      (*分會總報名人數以 6人為上限)                 



新喬福保齡球館住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 388 號，電話（02）22469988 

交通方式： 

【開車往新喬福】 

  北二高： 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右轉 ---> 直走中正路 ---> 錦和路右轉 1 分鐘 ---> 新喬福

保齡館 

  大漢橋： 大漢橋 --->中正路 ---> 經過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右轉 ---> 錦和路右轉 1 分鐘 

---> 新喬福保齡館 

  秀朗橋： 秀朗橋---> 直走景平路 ---> 直走景平路接中正路 ---> 錦和路左轉 1 分鐘 ---> 新

喬福保齡館 

  中正橋： 中正橋 ---> 直走永和路 ---> 景平路右轉 ---> 直走景平路接中正路 ---> 錦和路

左轉 1 分鐘  ---> 新喬福保齡館 

  華中橋： 華中橋 ---> 直走景平路 ---> 景平路與中正路交叉口右轉 ---> 直走中正路 --->  

錦和路左轉 1 分 鐘 ---> 新喬福保齡館 

【捷運轉搭公車】 

景安捷運站：  

景安捷運站 ---> 台北客運 241 或 242 或 244 或 橘 2 ---> 中和站(總站) 下車---> 新喬

福保齡館位於總站對面  

 

南勢角捷運站：  

南勢角捷運站 ---> 台北客運 241 或 243 ---> 中和站(總站)下車 ---> 新喬福保齡館位於

總站對面  

 

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