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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则 

可在体育&户外下出品的商品仅限用于体育竞技・运动的装备。以下是出品时容易出错的示例。 

营养补充剂（蛋白素等）：健康＆美容商店 

用具・制服（运动外套等）：服装&时尚饰物商店 

鞋类及箱包 （高尔夫鞋等）：鞋类＆箱包商店 

包括上述商品，由于登录的商品所属的商店需参照分类树指引（BTG），请参照 BTG 后在体育＆户外中进行

登录。 

 

■分类树指引（BTG）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166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jp/gp/help/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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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名称 

 
字母的品牌名称 + （日文标识） 

OK：DUNLOP（邓禄普） NG：邓禄普 

 

关于自有品牌商品的出品 

对于自己公司生产的无品牌产品，加上某种独创性作为自有品牌商品进行出品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1）在商品或商品的包装上印刷或刻印品牌名称或品牌标识。 

2）将可明确确认 1）的图片进行登录。 

3）在商品名称上记载品牌名称。 

4）在品牌名称栏中登录该品牌名称。 

 

※衣服类商品请遵守以下规定。 

在商品上缝上记载有品牌名称的标签。或者将记载有品牌名称的标签使用线、吊链、标签针等附在衣服

上。 

 

未满足以上条件的商品均作为【无品牌商品】，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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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名称 

 [厂家] [品牌] 〔种类〕〔型号〕〔材料〕〔各高尔夫球杆信息〕 
  

 〔厂家〕请指定邓禄普、普利司通等厂家名称。 

 〔品牌〕请指定 XXIO 等的品牌名称。（品牌和厂家相同时可以省略） 

 〔种类〕请指定多用途杆、铁头球杆、推杆、沙杆、发球杆等球杆的种类。 

 〔型号〕请指定厂家型号。 

 〔材料〕请指定碳纤维、不锈钢等杆身的材料。 

 〔各高尔夫球杆信息〕请参照各高尔夫球杆的说明。 

 

【注意事项】  

 请将其分别使用半角空格隔开。 

 包括空格在内，请控制在 50 个字以内。 

 空格请使用半角空格输入。 

 请不要使用半角片假名。 

 英文数字、连字符号请使用半角输入。 

 不能使用 Type 1 High ASCII 字符及其他特殊字符、设备专有字符。 

 
【不能输入的文字】 

 只可以使用所有出品人共同的字句表达。 

 不能在商品名称中出现「日本正规商品」、「专业使用款」、「NEW」、「单品」、「本年度」、

「新产品」等会导致买家过度期待促销效果的关键词及限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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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款式变化 

Product Type 需选择 SportingGoods，并如下指定款式变化。 

球杆的种类 

款式变化主题 

（VariationTheme） 补充 

多用途杆 GolfFlexGolfLoft 
在 GolfLoft 中输入杆面倾角的角度数（无需输入”°”及”

度”） 例如）GolfFlex: S  /  GolfLoft: 10.5 

发球杆 GolfFlexGolfLoft 

在 GolfLoft 中输入计数的数字（无需输入”番”） 

例如）GolfFlex: S  /  GolfLoft: 5 

沙杆 GolfFlexGolfLoft 

在 GolfLoft 中输入杆面倾角，在 GolfFlex 中输入反弹角度

和弧度。 

例如）GolfLoft: 56 /  GolfFlex: Bounce12/S 

铁头球杆（单品） GolfFlexGolfLoft 
在 GolfLoft 中输入计数的数字（无需输入”番”） 

例如）GolfFlex: S  /  GolfLoft: 7 

铁头球杆（套装） GolfFlex 
在 GolfFlex 中输入弧度 

例如）GolfFlex: R 

推杆 Length 在手柄的长度（英寸）中选择（无需输入”英寸”） 

例如）Length: 34 

 

例如：发球杆 

在款式变化中可以指定「GolfFlexGolfLoft」，并选择杆面倾角和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