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球場：南寶高爾夫球場 111/12/20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張珆霓 高女 李至祐* 義大國小
胡妮妮 高女 林子人* 康乃爾美國
林辰昕 高女 黃柏承* 世賢國小

  
李宥萱 高女 袁崇智* 義大國小
古旻錞 高女 林子鈞* 康乃爾美國
鄭以心 高女 郭柏誠* 世賢國小
柯凱甯 高女  
賴品蓁 高女 柯凱文 高男
黃歆媛 高女 蔡孟勳 高男
林辰昀 高女 林柏赫 高男
李妍嬉 高女  
杜佳姸 高女 周庭碩 高男
林曦臨 高女 黃振翔 高男
劉依依 高女 洪聖得 高男
陳念緹 高女 李致勳 高男
林曦懷 高女 辛品毅 高男
羅英綺 高女 顧哲宇 高男
莊筑羽 高女 陳禮權 高男
余語菲 高女 羅煜翔 高男
古朗齊 中男 鄭鈞耀 高男
蔡哲宇 中男 李俊澔 高男
吳冠岳 中男 王宥翔 高男

 楊承翰 高男
彭浩軒 中男 陳禹呈 高男
翁聖智 中男 張言福 高男
李晨睿 中男 柳愛倫 高男
蔡孟學 中男 李彥廷 高男
蕭子翔 中男 王御愷 高男
蕭琮耀 中男 楊善存 高男
劉子易 中男 曾至瑋 高男
王嘉臣 中男 陳祈同 高男
陳楷翔 中男 蔡天玲 中女
洪廣彥 中男 陳采晴 中女
郭宸維 中男 吳欣盈 中女

林肯 中男  
邱旭謙 中男 陳意 中女
吳欣叡 中男 徐書宥 中女
林宏冀 中男 楊喻丞 中女
洪毅愷 中男  
#N/A 鄭雅葳 中女
#N/A 劉士瑄 中女
#N/A 呂奕潔 中女
#N/A 王妍筑 中女

1 06:30 11 06:30

A區TEE 1 OUT

第一回合編組表
111年全國小學高爾夫12月錦標賽

B區TEE 10 IN

07:15

7 07:24 17 07:24

4 06:57 14 06:57

5 07:06 15 07:06

08:00 21

2 06:39 12 06:39

3 06:48 13 06:48

8 07:33 18 07:33

9 07:42 19 07:42

6 07:15 16

08:00

1. 5:40am開始接受報到
2.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報到處量體溫、雙手消毒。
3. 開球時間10分鐘前至梯台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4.請確實掛上球袋名牌。
5.請選手配合防疫規定，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10 07:51 20 07:51

11



比賽球場：南寶高爾夫球場 111/12/20

第一回合編組表
111年全國小學高爾夫12月錦標賽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0 吳宇斌 低男
0 蔡沐辰 低男
0 洪毅倫 低男
0 簡鍹 低男
0 俞靖倫 低男
0 杜珈陞 低男
0 池俊鄗 低男
0 林騰驤 低男
0 林敬詠 低男
0 蔡天富 低男
0 陳芃宇 低男
0 簡堃祐 低男
0 陳棋謙 低男
0 王宇景 低男
0 吳紹倫 低男
0 吳竼廷 低男
0 劉心心 低女
0 葉安琪 低女
0 陳映慈 低女
0  
0 王曼如 低女
0 李欣桐 低女
0 翁翎倢 低女
0  

16 08:45 26 08:45

17 08:54 27 08:54

1. 5:40am開始接受報到
2.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報到處量體溫、雙手消毒。
3. 開球時間10分鐘前至梯台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4.請確實掛上球袋名牌。
5.請選手配合防疫規定，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08:27

15 08:36 25 08:36

12 08:09 22 08:09

13 08:18 23 08:18

14 08:27 24

A區TEE 1 OUT B區TEE 1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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