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組別 姓    名 學校 R1 PAR 時間 組別 姓    名 學校 R1 PAR

鍾皓仁 竹北 81 +9 楊綵誼 中正 86 +14

金翔承 田中 75 +3 林昱安 竹北 108 +36

莊孟翰 竹北 83 +11 唐爾岑 淡江 85 +13

黃而夫 和平 81 +9

李尚融 永仁 77 +5 魏苡晴 竹北 92 +20

謝博丞 竹北 81 +9 張鳳庭 三民 93 +21

王宏軒 穀保 84 +12 洪文儀 大榮 83 +11

蔡岳廷 穀保(團A) 77 +5 田依婷 和平 81 +9

吳睿東 中正(團) 76 +4 邱心妮 竹北 99 +27

張軒愷 景文(團) 80 +8 江怡頻 花蓮高工 94 +22

顏愷 忠明(團) 86 +14

鄭承瀚 穀保(團A) 79 +7 陳鉑融 永仁 88 +16

張簡克諺 中正(團) 79 +7 林煒胤 VIS實驗高中 90 +18

沈上恩 景文(團) 81 +9 許庭彰 城市科大 84 +12

王上逸 忠明(團) 81 +9 楊哲愷 竹北 93 +21

林煜恩 穀保(團A) 92 +20 温景棠 竹北 91 +19

潘冠文 中正(團) 77 +5 許翔智 景文 81 +9

劉殷睿 景文(團) 87 +15 陳柏睿 台南一中 74 +2

洪翊宸 忠明(團) 79 +7 沈元富 中正 84 +12

鄧宇皓 穀保(團A) 87 +15 謝坤霖 竹北 85 +13

潘冠豪 中正(團) 85 +13 柯亮宇 永仁 82 +10

蔡睿恒 景文(團) 75 +3 姚明甫 竹北 117 +45

鍾佑晟 忠明(團) 78 +6 徐紘緯 卓越 78 +6

廖庭毅 治平(團) 73 +1 許勝傑 竹北 87 +15

葉佳胤 大溪(團) 72 E 高宜群 海星 81 +9

李威廷 三民(團) 79 +7 陳岦辰 竹北 89 +17

林楷傑 東山(團) 80 +8 黃茂富 中正 80 +8

賴昱禓 治平(團) 71 -1 官昊坤 竹北 101 +29

黃至晨 大溪(團) 78 +6 許承安 啟英 88 +16

陳秉侖 三民(團) 89 +17 傅莅洋 竹北 94 +22

何冠霖 東山(團) 83 +11 廖家呈 新竹高中 82 +10

呂偉銍 治平(團) 83 +11 曾楨 竹北(團) 81 +9

林明遠 大溪(團) 74 +2 林毓錡 穀保(團) 80 +8

曾冠彧 三民(團) 87 +15 吳侑庭 忠明(團) 81 +9

羅譜澄 東山(團) 89 +17 盧芸屏 和平(團A) 77 +5

陳佑宇 穀保(團) 77 +5 林梓璇 竹北(團) 84 +12

陳瑋利 南湖(團) 73 +1 吳以勤 穀保(團) 84 +12

羅鼎弘 竹北(團) 80 +8 江曉春 忠明(團) 97 +25

陳季群 中信實教(團) 73 +1 陳俋儒 和平(團A) 74 +2

李明隆 穀保(團) 86 +14 古孟宸 竹北(團) 77 +5

張忠揚 南湖(團) 82 +10 胡雅芯 忠明(團) 88 +16

張丞碩 竹北(團) 77 +5 黃亭瑄 和平(團A) 75 +3

洪棋剴 和平(團) 81 +9 吳侑倪 中信實教(團) 84 +12

陳科壹 穀保(團) 81 +9 郭瑜恬 中信實教(團) 85 +13

林祥健 中信實教(團) 91 +19 吳逸柔 永仁(團) 91 +19

郭杰倫 竹北(團) 78 +6 徐孋慧 永平工商 76 +4

林士軒 和平(團) 71 -1

蔡安杰 穀保(團) 81 +9 沈芸安 和平(團B) 80 +8

林薪祐 南湖(團) 84 +12 楊雅安 永仁(團) 76 +4

黃任誼 竹北(團) 79 +7 宋佳恩 竹北 84 +12

鄭仕均 和平(團) 82 +10 蔡亞彤 景文 82 +10

楊孝哲 中信實教(團) 73 +1 李佳璇 和平(團B) 80 +8

賴俊瑜 和平(團) 81 +9 吳純葳 永仁(團) 77 +5

楊云睿 南湖(團) 81 +9 鄭昕然 大灣 82 +10

江語葳 台南一中 77 +5

1. 6:00am開始接受報到。

TEE1  OUT TEE10  IN

109學年度第十七屆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高中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9/11/18星期三

球場 : 山溪地高爾夫球場

6:30 1 6:35 15

6:40 2 6:45 16

6:50 3 6:55 17

7:00 4 7:05 18

7:10 5 7:15 19

7:20 6 7:25 20

7:30 7 7:35 21

7:40 8 7:45 22

7:55 23

8:40 14 8:45 28

8:00 10 8:05 24

8:30 13 8:35 27

8:25 26

7:50 9

8:20 12

8:10 11 8:15 25

2.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10分鐘前到梯台領取記分卡。

3. 請確實掛上球袋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