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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謙佑 (男公開) 101 +29 邵柏彥 (男B) 103 +31

許仁睿 (男公開) 93 +21 宋騰越 (男B) 100 +28

蕭宇泰 (男公開) 92 +20 楊直旭 (男B) 96 +24

詹亞維 (男公開) 90 +18 黃振祐 (男B) 95 +23

陳守成 (男公開) 87 +15 吳星鋐 (男B) 95 +23

劉宇軒 (男公開) 85 +13 酆丞晏 (男B) 94 +22

黃承瀚 (男公開) 84 +12 朱澤閎 (男B) 94 +22

鄭祐人 (男公開) 82 +10 洪翔恩 (男B) 94 +22

張維霖 (男公開) 82 +10 賴俊瑜 (男A) 86 +14

范揚嘉 (男公開) 81 +9 鄭承瀚 (男A) 86 +14

黃鈺睿 (男公開) 79 +7 許庭彰 (男A) 86 +14

陳威勝 (男公開) 78 +6

陳霆宇 (男公開) 76 +4 吳定ㄧ (男A) 85 +13

徐嘉哲 (男公開) 75 +3 吳丞軒 (男A) 84 +12

謝霆葳 (男公開) 75 +3 許翔智 (男A) 84 +12

楊浚頡 (男公開) 74 +2 廖庭毅 (男A) 83 +11

江怡頻 (女A) 98 +26 許維宸 (男A) 82 +10

黃翎瑄 (女B) 94 +22 張軒愷 (男A) 82 +10

魏苡晴 (女A) 94 +22 鄧宇皓 (男A) 82 +10

林薪祐 (男A) 82 +10

蔡宜儒 (女B) 92 +20 蔡安杰 (男A) 82 +10

謝宜庭 (女B) 91 +19 張忠揚 (男A) 81 +9

林夏婕 (女B) 91 +19 蔡岳廷 (男A) 81 +9

郭杰倫 (男A) 81 +9

蔡亞彤 (女A) 90 +18 林宸諒 (男A) 81 +9

唐爾岑 (女A) 89 +17 蔡勁暘 (男A) 81 +9

宋佳恩 (女A) 85 +13 謝秉翰 (男A) 81 +9

洪芸萱 (女A) 85 +13 黃而夫 (男A) 80 +8

陳襄 (女B) 84 +12 張丞碩 (男A) 79 +7

柳 妍 (女B) 83 +11 呂偉銍 (男A) 77 +5

王采琦 (女B) 82 +10 鄭仕均 (男A) 77 +5

曾芷盈 (女B) 81 +9 鍾皓仁 (男A) 77 +5

盧芊卉 (女B) 80 +8 温新 (男A) 76 +4

鄭熙叡 (女公開) 78 +6 陳瑋利 (男A) 76 +4

李佳璇 (女A) 77 +5 黃任誼 (男A) 76 +4

陳俋儒 (女A) 73 +1 郭時雨 (男A) 7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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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臻 (男A) 100 +28 黃有夫 (男B) 90 +18

林煜恩 (男A) 97 +25 方彥儒 (男B) 88 +16

許勝傑 (男A) 95 +23 許翃瑋 (男B) 87 +15

王宏軒 (男A) 92 +20

林煒胤 (男A) 92 +20 施友翔 (男B) 86 +14

陳沛彰 (男A) 92 +20 吳晏宇 (男B) 86 +14

鄧陳錡 (男A) 91 +19 陳峙浩 (男B) 86 +14

楊程皓 (男A) 91 +19 鄭以樂 (男B) 85 +13

許承安 (男A) 90 +18 劉彧丞 (男B) 85 +13

楊子賢 (男A) 89 +17 王司咸 (男B) 84 +12

李傳彥 (男A) 89 +17 楊棋翔 (男B) 84 +12

劉殷睿 (男A) 89 +17 陳奕安 (男B) 82 +10

楊哲愷 (男A) 88 +16 謝睿哲 (男B) 81 +9

謝坤霖 (男A) 87 +15 王羽詮 (男B) 78 +6

郭傳良 (男A) 87 +15 林育宏 (男B) 78 +6

陳頎森 (男A) 87 +15 黃凱駿 (男B) 7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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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3.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6:40 11

25 6:50 12

1.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開球時間10分鐘前到達梯台

    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13

6:50

23 6:30 10

6:40 24

7:00 26 7:00

21

第五洞 OUT 第十四洞 IN

6:30

7:40 8 7:40

227:50 9 7:50

20

7:20 6 7:20 19

7:30 7 7:30

18

7:00 4 7:00 17

7:10 5 7:10

16

6:40 2 6:40 15

6:50 3 6:50

14

109年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公開AB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9/11/05星期四

比賽球場:東方日星高爾夫球場

第一洞 OUT 第十洞 IN

6:30 1 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