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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承恩 (男C) 135 +63 江縉 (男D) 136 +64

蔡疏崑 (男C) 112 +40 陳駿恩 (男D) 134 +62

林恆樂 (男C) 102 +30 林奕翔 (男D) 130 +58

洪震 (男C) 100 +28 洪梓衡 (男D) 118 +46

韓宇恩 (男C) 100 +28 許廷睿 (男D) 118 +46

惠譽 (男C) 99 +27 韓兆維 (男D) 116 +44

黃晟凱 (男C) 99 +27 林睿紳 (男D) 111 +39

王宥鈞 (男C) 97 +25 蔡承軒 (男D) 110 +38

詹彥羲 (男C) 97 +25 陳品佑 (男D) 109 +37

蕭永叡 (男C) 94 +22 黃培愷 (男D) 106 +34

楊翔証 (男C) 94 +22 林凱恩 (男D) 106 +34

陳彥喆 (男C) 93 +21 徐家洛 (男D) 106 +34

朱弘軒 (男C) 91 +19 呂宸言 (男D) 106 +34

楊庭翊 (男C) 90 +18 林煜程 (男D) 105 +33

王傳鴻 (男C) 90 +18 郭威彤 (男D) 104 +32

施品存 (男C) 90 +18 翁晢 (男D) 104 +32

卓鈺得 (男C) 89 +17 謝守昱 (男D) 103 +31

戴愷均 (男C) 89 +17 盧昱誠 (男D) 101 +29

陳聿陞 (男C) 88 +16 劉麒翔 (男D) 101 +29

蔡捷森 (男C) 87 +15 黃彥淇 (男D) 100 +28

張禕宸 (男C) 86 +14 陳禮權 (男D) 99 +27

李學恩 (男C) 86 +14 江博泓 (男D) 99 +27

蘇子麒 (男C) 86 +14 李承澔 (男D) 97 +25

吳柏翰 (男C) 84 +12 黃振翔 (男D) 97 +25

鄭加得 (男C) 83 +11 柳愛倫 (男D) 97 +25

蔡宇泓 (男C) 83 +11 連冠奕 (男D) 97 +25

陳禹綸 (男C) 82 +10 朱駿寧 (男D) 97 +25

郭時祈 (男C) 82 +10 張詠睿 (男D) 95 +23

施友翔 (男C) 80 +8 馬郁傑 (男D) 92 +20

吳柏諺 (男C) 79 +7 林子人 (男D) 91 +19

黃振祐 (男C) 77 +5 蘇俊熹 (男D) 90 +18

沈彥宇 (男C) 76 +4 曾柏絲 (男D) 87 +15

郭恩宇 (男C) 75 +3 林子鈞 (男D) 87 +15

謝承洧 (男C) 75 +3 王昱傑 (男D) 85 +13

張晉嘉 (男C) 74 +2 陳聿泓 (男D) 84 +12

徐紫軒 (女C) 120 +48 呂昕恩 (女D) 138 +66

劉書妍 (女C) 107 +35 李家瑀 (女D) 131 +59

劉元蕎 (女C) 97 +25 游淨嵐 (女D) 126 +54

王昕妍 (女D) 116 +44

羅文彤 (女C) 93 +21 賴沛瑄 (女D) 114 +42

黃翎芳 (女C) 92 +20 田承昀 (女D) 110 +38

劉元蕫 (女C) 89 +17 蔡昕璇 (女D) 106 +34

楊淮茜 (女C) 88 +16 陳念緹 (女D) 106 +34

楊淳茜 (女C) 85 +13 張倚瑄 (女D) 105 +33

賴汪承璇 (女C) 83 +11 劉品妘 (女D) 104 +32

王詠蓁 (女C) 78 +6 張云馨 (女D) 102 +30

林品杉 (女C) 74 +2 張可函 (女D) 94 +22

余語菲 (女D) 90 +18

林曦臨 (女D) 87 +15

林雨潔 (女D) 85 +13

2. 請家長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林曦懷 (女D) 85 +13
REV.00

8:20 11 8:20 23

8:30 12 8:30 24

8:00 21

8:10 10 8:10 22

110年二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CD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10/02/02星期二

6:50 2 6:50 14

第十洞  IN第一洞  OUT

球場 : 幸福高爾夫球場

6:40 1 6:40

5 7:20 17

7:30

3.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7:40 7 7:40 19

7:50 8 7:50 20

8:00 9

6 7:30 18

13

1.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

    並於開球時間10分鐘前前往梯台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157:00 3 7:00

8:40 25

7:10 4 7:10 16

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