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梯台 組別 姓    名 分組 R1 PAR 時間 梯台 組別 姓    名 分組 R1 PAR

於可甯 (女D) 139 +67 許冠婷 (女D) 131 +59

陳偉兒 (女D) 137 +65 吳    雙 (女D) 127 +55

張倚瑄 (女D) 133 +61 陳沅羿 (女D) 126 +54

陳宥瑾 (女D) 132 +60 陳思佑 (女D) 122 +50

吳柏諺 (男C) 143 +71 魏啟倫 (男D) 132 +60

蕭宸楷 (男C) 141 +69 葉明為 (男D) 129 +57

洪翊誠 (男C) 133 +61 洪    震 (男D) 123 +51

徐子為 (男D) 122 +50

安駿綸 (男C) 131 +59 吳懷睿 (男D) 120 +48

陳宥學 (男C) 131 +59 白庚弘 (男D) 119 +47

吳家洋 (男C) 126 +54 吳叡毅 (男D) 119 +47

陳峙浩 (男C) 120 +48 王靖嘉 (男D) 118 +46

劉武承 (男C) 119 +47 朱子誠 (男D) 113 +41

曾昱銨 (男C) 117 +45 徐宸浩 (男D) 113 +41

陳達兒 (男C) 117 +45 吳旻恩 (男D) 113 +41

劉政軍 (男C) 116 +44 張元譯 (男D) 109 +37

鄭以樂 (男C) 109 +37 柳愛權 (男D) 106 +34

王司咸 (男C) 109 +37 蔡捷森 (男D) 106 +34

王郡佑 (男C) 100 +28 許軒銘 (男D) 105 +33

周兆旭 (男C) 100 +28 許翃瑋 (男D) 104 +32

吳星鋐 (男C) 99 +27 王建文 (男D) 104 +32

黃有夫 (男C) 99 +27 陳聿陞 (男D) 103 +31

胡石恩宇 (男C) 97 +25 鄧宸喆 (男D) 102 +30

蕭主鈞 (男C) 96 +24 楊庭翊 (男D) 102 +30

吳承恩 (男C) 90 +18 余秉學 (男D) 100 +28

邱子睿 (男C) 89 +17 夏晟閔 (男D) 99 +27

譚傑升 (男C) 88 +16 魏經侖 (男D) 99 +27

吳承叡 (男C) 88 +16 施品存 (男D) 94 +22

陳奕安 (男C) 87 +15 陳秉承 (男D) 94 +22

黃凱駿 (男C) 87 +15 張聿維 (男D) 94 +22

莊林祐 (男C) 86 +14 張晉嘉 (男D) 94 +22

謝睿哲 (男C) 86 +14 陳聿泓 (男D) 93 +21

林育宏 (男C) 85 +13 郭時祈 (男D) 92 +20

魏經允 (男C) 84 +12 施友翔 (男D) 90 +18

方彥儒 (男C) 83 +11 黃士恆 (男D) 90 +18

吳晏宇 (男C) 82 +10 黃士恩 (男D) 88 +16

黃翎芳 (女D) 121 +49 尤泓諭 (男D) 87 +15

余語菲 (女D) 120 +48 沈彥宇 (男D) 86 +14

賴沛瑄 (女D) 119 +47 張睿洋 (男D) 82 +10

謝承洧 (男D) 78 +6

鄭愷歆 (女D) 118 +46 陳芊妤 (女C) 123 +51

汪承璇 (女D) 117 +45 王靖菲 (女C) 119 +47

陳寶兒 (女D) 117 +45 曾芷盈 (女C) 117 +45

林雨潔 (女D) 116 +44

胡嘉欣 (女D) 114 +42 徐丞妍 (女C) 111 +39

羅文彤 (女D) 112 +40 林夏婕 (女C) 108 +36

王詠蓁 (女D) 111 +39 謝宜庭 (女C) 106 +34

林曦臨 (女D) 111 +39 許書嫚 (女C) 105 +33

古妮瑾 (女D) 110 +38 陳典芸 (女C) 105 +33

林曦懷 (女D) 109 +37 王文妤 (女C) 101 +29

柳愛婕 (女D) 107 +35 陳芸禾 (女C) 97 +25

陳    襄 (女D) 106 +34 汪天茵 (女C) 90 +18

林品杉 (女D) 92 +20 柳    妍 (女C) 89 +17

謝秉樺 (女D) 89 +17 陳詩婷 (女C) 89 +17

洪阡瑋 (女D) 87 +15 蔡宜儒 (女C) 87 +15

林潔恩 (女D) 87 +15 陳品睎 (女C) 81 +9

1.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開球時間15分鐘前搭乘球車前往梯台領取計分卡等候開球。

2. 請家長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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