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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逸 (女D) 143 +71 吳家忞 (女C) 118 +46

楊喻棠 (女D) 122 +50 許書嫚 (女C) 106 +34

黃翎芳 (女D) 117 +45 羅文彤 (女C) 105 +33

李思珈 (女D) 112 +40 謝宜庭 (女C) 103 +31

林曦臨 (女D) 111 +39 陳寶兒 (女C) 103 +31

吳    雙 (女D) 109 +37 陳典芸 (女C) 103 +31

吳羽禾 (女D) 108 +36 陳芸禾 (女C) 84 +12

邱宥蓁 (女D) 107 +35 林品杉 (女C) 82 +10

余語菲 (女D) 106 +34 柳    妍 (女C) 76 +4

胡嘉欣 (女D) 106 +34 楊善存 (男D)

林曦懷 (女D) 101 +29 莊允揚 (男D) 142 +70

王詠蓁 (女D) 100 +28 楊秉學 (男D) 137 +65

汪承璇 (女D) 98 +26 張詠睿 (男D) 124 +52

林雨潔 (女D) 98 +26 王靖嘉 (男D) 123 +51

曾莘甯 (女D) 95 +23 吳叡毅 (男D) 113 +41

謝秉樺 (女D) 88 +16 楊翔証 (男D) 111 +39

陳    襄 (女D) 83 +11 洪    震 (男D) 110 +38

張廷瑜 (男C) 141 +69 李學恩 (男D) 108 +36

蔡仁喆 (男C) 135 +63 邱天晴 (男D) 104 +32

黃靖傑 (男C) 123 +51 邱天朗 (男D) 102 +30

陳楷劼 (男C) 121 +49 詹彥羲 (男D) 102 +30

朱啟軒 (男C) 109 +37 張元譯 (男D) 101 +29

黃有夫 (男C) 99 +27 吳懷睿 (男D) 97 +25

陳達兒 (男C) 96 +24 鍾又權 (男D) 97 +25

陳峙浩 (男C) 92 +20 陳秉承 (男D) 88 +16

周兆旭 (男C) 89 +17 沈彥宇 (男D) 87 +15

施友翔 (男C) 86 +14 郭恩宇 (男D) 86 +14

鄭勛陽 (男C) 85 +13 楊庭翊 (男D) 85 +13

王司咸 (男C) 83 +11 張晉嘉 (男D) 82 +10

吳承恩 (男C) 83 +11 尤泓諭 (男D) 81 +9

謝睿哲 (男C) 82 +10 黃士恆 (男D) 80 +8

吳晏宇 (男C) 81 +9 黃士恩 (男D) 80 +8

譚傑升 (男C) 81 +9 謝承洧 (男D) 79 +7

許翃瑋 (男C) 80 +8 REV.00

方彥儒 (男C) 79 +7

施榮緯 (男C) 78 +6

林育宏 (男C) 72 E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10分鐘前到達梯台領取計分卡。

第十洞  IN第一洞  OUT

球場 : 老爺高爾夫球場

6:30 1 6:30 11

6:40 2 6:40 12

6:50 3 6:50 13

7:00 4 7:00 14

7:10 5 7:10 15

7:20 6 7:20 16

7:30 7 7:30 17

108年七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8/07/03星期三

裁判長 : 吳智賢

7:40 8 7:40 18

7:50 9 7:50 19

8:0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