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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韋博 (男D) 139 +67 江博泓 (男D) 100 +28

韓兆維 (男D) 134 +62 馬郁傑 (男D) 97 +25

林子栩 (男D) 128 +56 林亞倫 (男D) 94 +22

陳禮權 (男D) 117 +45

許凱勛 (男D) 113 +41 陳揚杰 (男D) 93 +21

翁晢 (男D) 108 +36 蔡皓名 (男D) 92 +20

張詠睿 (男D) 107 +35 陳泓瑋 (男D) 90 +18

林凱恩 (男D) 107 +35 蘇俊熹 (男D) 89 +17

蔡沅均 (男D) 107 +35 吳懷睿 (男D) 86 +14

黃振翔 (男D) 105 +33 楊翔証 (男D) 84 +12

楊善存 (男D) 102 +30 楊庭翊 (男D) 84 +12

潘又睿 (男D) 102 +30 王靖嘉 (男D) 83 +11

蔡宜珊 (女C) 132 +60 卓鈺得 (男D) 83 +11

藍珮勻 (女C) 127 +55 鄭加得 (男D) 78 +6

林郁恩 (女C) 111 +39 陳聿泓 (男D) 77 +5

陳秉承 (男D) 77 +5

歐子寧 (女C) 110 +38 顏婕安 (女D) 127 +55

蔡宗芸 (女C) 100 +28 龔曼妮 (女D) 113 +41

陳思佑 (女C) 97 +25 歐羽珊 (女D) 112 +40

張云馨 (女D) 106 +34

胡嘉欣 (女C) 93 +21 劉書妍 (女D) 102 +30

羅文彤 (女C) 90 +18 林雨潔 (女D) 93 +21

汪承璇 (女C) 87 +15 余語菲 (女D) 85 +13

陳沅羿 (女D) 81 +9

林夏婕 (女C) 84 +12 林廷至 (男C) 137 +65

王友函 (女C) 81 +9 江昊宸 (男C) 132 +60

王詠蓁 (女C) 75 +3 馬郁軒 (男C) 123 +51

林品杉 (女C) 70 -2

柳愛權 (男C) 89 +17 羅浤源 (男C) 113 +41

蔡捷森 (男C) 88 +16 陳彥喆 (男C) 111 +39

黃士恆 (男C) 87 +15 戴愷均 (男C) 100 +28

陳聿陞 (男C) 87 +15

洪翔恩 (男C) 85 +13 陳禹綸 (男C) 98 +26

徐子為 (男C) 84 +12 王謙翊 (男C) 98 +26

郭時祈 (男C) 81 +9 李閎楷 (男C) 98 +26

黃士恩 (男C) 80 +8 惠譽 (男C) 96 +24

張晉嘉 (男C) 80 +8 黃振祐 (男C) 96 +24

葉榮洋 (男C) 80 +8 夏晟閔 (男C) 93 +21

王司咸 (男C) 80 +8 李學恩 (男C) 91 +19

鄧宸喆 (男C) 79 +7 吳柏諺 (男C) 89 +17

郭恩宇 (男C) 77 +5 REV.00

謝承洧 (男C) 75 +3

施友翔 (男C) 75 +3

施榮緯 (男C) 72 E

2. 請家長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6:52 20

7:01 21

6:07 4 6:07 15

6:16 5 6:16 16

6:25 6 6:25 17

6:34 18

6:43

3.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109年八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CD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9/07/28星期二

5:49 2 5:49 13

第十洞  IN第一洞  OUT

球場 : 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

5:40 1 5:4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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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8 3 5:58

6:34 7

6:43 8

6:52 9

7:01 10

7:10 11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