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 時間 開球台

1 06:00 男公開 方敏德 男公開 葉瑞程 男公開 林泰翔 男公開 吳永勝 藍tee

2 06:09 男公開 林永欽 男公開 林明德 男公開 邱守豐 男公開 林政宏 藍tee

3 06:18 男公開 張凱評 男公開 劉冠甫 嘉義大學 男公開 沈育錡 台北體院 男公開 張維中 嘉大EMBA 藍tee

4 06:27 男公開 劉世年 男公開 蕭秉豐 男公開 朱慶展 男公開 楊照通 藍tee

5 06:36 男公開 呂有仁 男公開 黃伯耕 男公開 林憲志 男公開 方柏評 逢甲大學 藍tee

6 06:45 男公開 洪昭鑫 國立體育大學 男公開 范發熒 男公開 陳勁豪 男公開 黃正能 藍tee

7 06:54 女A 楊綵誼 高雄中正高中 女A 吳逸柔 台南永仁高中 女B 黃品菲 安平國中 女B 陳典芸 新莊丹鳳國小 白tee

8 07:03 女A 陳葶伃 義峰高中 女A 古孟宸 國立竹北高中 女A 廖信淳 台南新東國中 女A 江語葳 台南一中 白tee

9 07:12 女CD 吳佳頤 三村國小 女CD 陳沅羿 新莊丹鳳國小 女CD 張艷庭 蘭潭國小 紅tee

10 07:21 來賓 蔡榮茂 來賓 蔡劉燕足 來賓 陳思亮 來賓 黃議增
11 07:30 來賓 郭明華 來賓 翁明志 來賓 葉適養 來賓 楊斐皓
12 07:39 來賓 來賓 廖灯華 來賓 鄭奇政 來賓 洪頭鎮

組別  時間 開球台

13 06:00 男A 黃瀚陞 嘉義高工 男A 黃竣圩 輔仁中學 男A 彭處睿 高雄三民高中 藍tee

14 06:09 男A 李威廷 高雄中正高中(國中部) 男A 沈元富 高雄中正高中 男A 黃茂富 高雄中正高中 男A 曾冠彧 高雄左營國中 藍tee

15 06:18 男A 李尚融 台南永仁高中 男A 溫　新 花蓮崇義高中 男A 黃仁杰 台南南新國中 男A 商凱程 南興國中 藍tee

16 06:27 男B 邱志銓 蘭潭國小 男B 蘇詣烜 北興國民中學 男C 陳震沅 嘉大附小 白tee

17 06:36 男B 曾偲恩 前峰國中 男B 吳佳威 港明高中(國中部) 男B 黃瑞通 協同中學 白tee

18 06:45 男B 陳嘉佑 復興國中 男B 林上予 民生國中 男B 湯昔恩 蘭潭國小 男B 呂理睿 大榮劍橋雙語國中 白tee

19 06:54 男B 許柏丞 崇文國小 男B 劉宸榮 高雄市新莊國小 男B 蘇　頎 南新國中 男B 許承安 內壢國中 白tee

20 07:03 男C 陳永荃 裕文國小 男C 趙翊勳 祥和國小 男C 張哲綸 高雄左營福山國小 男C 黃柏昌 世賢國小 白tee

21 07:12 來賓 蕭秋勇 來賓 陳龍飛 來賓 唐谷毅 來賓 賴嘉一
22 07:21 來賓 張明進 來賓 張鴻成 來賓 吳俊松 來賓 劉又睿
23 07:30 來賓 黃詔輝 來賓 何穎宗 來賓 劉國文
24 07:39 來賓 陳明煌 來賓 柯漢平 來賓 廖孝誠 來賓 籃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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