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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曉杉 (男C) 139 +67 廖偵妤 (女D) 142 +70

練建宇 (男C) 134 +62 陳念緹 (女D) 119 +47

魏啟倫 (男C) 130 +58 簡菡 (女D) 111 +39

王聿安 (男C) 126 +54 余語菲 (女D) 94 +22

張津慎 (男C) 122 +50 李妍嬉 (女D) 93 +21

曾誌偉 (男C) 114 +42 林雨潔 (女D) 88 +16

謝秉樺 (女D) 84 +12

張宇諾 (男C) 106 +34 陳芊妤 (女C) 101 +29

賴柏安 (男C) 105 +33 王靖菲 (女C) 95 +23

吳家洋 (男C) 103 +31 汪承璇 (女C) 92 +20

朱子誠 (男C) 100 +28 黃翎芳 (女C) 89 +17

徐子為 (男C) 99 +27 謝宜庭 (女C) 89 +17

詹彥羲 (男C) 99 +27 王詠蓁 (女C) 85 +13

黃靖傑 (男C) 99 +27

蔡皓年 (男C) 98 +26 羅文彤 (女C) 84 +12

周兆旭 (男C) 94 +22 林夏婕 (女C) 78 +6

夏晟閔 (男C) 94 +22 洪阡瑋 (女C) 74 +2

黃振祐 (男C) 93 +21 林品杉 (女C) 68 -4

陳禹綸 (男C) 93 +21 池峻希 (男D) 123 +51

柳愛權 (男C) 93 +21 吳叡毅 (男D) 113 +41

劉武承 (男C) 91 +19 陳禹豪 (男D) 110 +38

王建文 (男C) 91 +19 林亞倫 (男D) 103 +31

蔡捷森 (男C) 89 +17 黃振翔 (男D) 102 +30

吳柏諺 (男C) 89 +17 洪震 (男D) 94 +22

王司咸 (男C) 88 +16 蔡皓名 (男D) 93 +21

施榮緯 (男C) 88 +16 王靖嘉 (男D) 91 +19

黃士恆 (男C) 88 +16 卓鈺得 (男D) 87 +15

鄭勛陽 (男C) 88 +16 楊庭翊 (男D) 84 +12

鄧宸喆 (男C) 87 +15 陳秉承 (男D) 77 +5

黃士恩 (男C) 86 +14 郭時祈 (男D) 72 E

許翃瑋 (男C) 77 +5 REV.00

吳晏宇 (男C) 77 +5

張晉嘉 (男C) 76 +4

謝承洧 (男C) 72 E

2. 請家長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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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分卡等候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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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109年五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CD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9/05/05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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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洞  IN第一洞  OUT

球場 : 北海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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