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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兆維 (男A) 78 +6 許凱俊 (男A) 75 +3

陳湋澔 (男A) 78 +6 陳瑋利 (男A) 80 +8

莊志諺 (男A) 75 +3 鄭仕均 (男A) 81 +9

温新 (男A) 79 +7 王上逸 (男A) 81 +9

潘繹凱 (男A) 78 +6 郭時雨 (男A) 75 +3

羅政元 (男A) 74 +2 葉佳胤 (男A) 79 +7

沈上恩 (男A) 81 +9 吳睿東 (男A) 78 +6

廖崇漢 (男A) 82 +10 楊孝哲 (男A) 75 +3

賴昱禓 (男A) 79 +7 林薪祐 (男A) 79 +7

陳季群 (男A) 74 +2 陳頎森 (男A) 81 +9

陳亮宇 (男A) 71 -1 洪棋剴 (男A) 77 +5

林士軒 (男A) 83 +11 黃茂富 (男A) 83 +11

黃至晨 (男A) 84 +12 張簡克諺 (男A) 76 +4

張軒愷 (男A) 80 +8 陳佑宇 (男A) 77 +5

陳柏睿 (男A) 80 +8 李明隆 (男A) 98 +26

黃仁杰 (男A) 76 +4 郭杰倫 (男A) 79 +7

呂偉銍 (男A) 91 +19 陳文芸 (女A) 78 +6

康程堯 (男A) 83 +11 楊棋文 (女A) 76 +4

蔡睿恒 (男A) 77 +5 石瑋岑 (女A) 87 +15

蔡安杰 (男A) 83 +11 徐孋慧 (女A) 86 +14

林冠妤 (女公開) 75 +3 洪芸萱 (女A) 77 +5

陳靜慈 (女公開) 75 +3 江語葳 (女A) 82 +10

張怡涵 (女公開) 83 +11 鄭昕然 (女A) 78 +6

陳葶伃 (女A) 80 +8

吳有容 (男公開) 83 +11 盧芸屏 (女A) 73 +1

林宸駒 (男公開) 81 +9 林毓錡 (女A) 84 +12

陳霆宇 (男公開) 84 +12 江怡頻 (女A) 85 +13

葉家儒 (女A) 76 +4

張彥翔 (男公開) 80 +8 吳侑庭 (女A) 81 +9

林義淵 (男公開) 71 -1 楊雅安 (女A) 80 +8

沙比亞特馬克 (男公開) 71 -1 沈芸安 (女A) 83 +11

張維霖 (男公開) 77 +5 許淮茜 (女A) 73 +1

李睿紳 (男公開) 76 +4 吳侑倪 (女A) 88 +16

黃昱安 (男公開) 82 +10 洪文儀 (女A) 87 +15

黃至翊 (男公開) 78 +6 蔡亞彤 (女A) 80 +8

林兆義 (男公開) 89 +17

王閩富 (男公開) 83 +11 胡雅芯 (女A) 87 +15

王文暘 (男公開) 77 +5 廖信淳 (女A) 74 +2

許育誠 (男公開) 76 +4 吳純葳 (女A) 78 +6

詹昱韋 (男公開) 82 +10 黃亭瑄 (女A) 76 +4

吳丞軒 (男B) 82 +10 郭庭瑜 (女B) 75 +3

陳宣佾 (男B) 80 +8 陳品睎 (女B) 84 +12

王晏彰 (男B) 78 +6 柳姸 (女B) 90 +18

王采琦 (女B) 84 +12

商凱程 (男B) 81 +9 陳詩萱 (女B) 84 +12

詹翊正 (男B) 84 +12 陳羿綺 (女B) 83 +11

魏經允 (男B) 81 +9 黃品菲 (女B) 78 +6

黃凱駿 (男B) 81 +9 陳襄 (女B) 85 +13

胡宇棠 (男B) 85 +13 蔡宜儒 (女B) 85 +13

譚傑升 (男B) 80 +8 陳薇安 (女B) 79 +7

羅友成 (男B) 78 +6 盧芊卉 (女B) 77 +5

陳又勁 (男B) 86 +14 張婷諭 (女B) 76 +4

謝睿哲 (男B) 88 +16 Rev.00

吳承恩 (男B) 88 +16

林居佑 (男B) 80 +8

許柏丞 (男B) 84 +12

1. 5:30am開始接受報到

3. 請確實掛上球袋名牌。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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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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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華南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
第二回合編組表
109/09/02星期三

TEE10  INTEE1  OUT

球場 : 台豐高爾夫俱樂部

6:00 1 6:05 15

6:20 3 6:2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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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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