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球場：東華高爾夫俱樂部 111/12/06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賴俊瑜* 男A 蔡宇泓* 男B
柯亮宇* 男A 江長恩* 男B
商凱程 男A 李名瑋* 男B

  
游玄安 男A 施友翔 男B
謝秉翰* 男A 葉榮洋 男B
林明遠 男A 尤泓諭* 男B

  
蔡安杰* 男A 謝承洧* 男B
黃凱駿 男A 許柏丞 男B
吳易軒 男A 黃振祐* 男B
陳季群 男A 施榮緯" 男B
吳承恩 男A 沈彥宇* 男B
蔡睿恒 男A 張睿洋 男B
吳丞軒 男A 郭時祈* 男B
陳瑋利 男A 鄭加得* 男B
王羽詮" 男A 楊皓全* 男B
許翔智" 男A 王宥鈞 男B
高隆睿 男A 陳永荃* 男B
陳又勁 男A 田佾弘* 男B
陳宣佾 男A 林楷傑 男公開
謝睿哲 男A 葉佳胤 男公開
賴昱禓 男A 蔡勁暘 男公開
陳佑宇 男A  
林士軒 男A 張丞碩 男公開
王司咸* 男A 楊孝哲 男公開
鄭以樂* 男A 張維霖* 男公開
林薪祐* 男A  
廖庭毅 男A 郭時雨 男公開
林上予 男A 黃茂富* 男公開
胡宇棠 男A 李睿紳 男公開
黃仁杰* 男A 沈元富* 男公開
謝博丞* 男A 羅政元 男公開
黃至晨 男A 陳湋澔 男公開
羅友成 男A 劉宇軒* 男公開
張軒愷 男A 張簡克諺 男公開
林居佑 男A 廖崇漢 男公開
鄧陳錡 男A 徐兆維 男公開
邱子睿* 男A 高聖博* 男公開
陳奕安* 男A 張祐愷* 男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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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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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編組表
111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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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組別 開球時間 姓名 分組
王梓卿 女A 呂軒緯* 男A
盧芊卉 女A 阮益豈* 男A
陳品睎 女A 蔡岳廷 男A

 詹翊正 男A
蔡亞彤* 女A 黃翎芳 女B
黃翎瑄 女A 賴汪承璇" 女B
陳俋儒 女A 詹培薇 女B
陳佩琳 女A 王詠蓁 女B
廖信淳 女A 曹恩婕 女B
江曉春* 女A 陳襄 女B
胡雅芯 女A 林雨潔* 女B
李佳璇 女A 莊蓁妮 女B
柳姸* 女A 駱守蕾* 女B
曾芷盈 女A 胡嘉欣* 女B
蔡宜儒 女A 王友函* 女B
謝宜庭* 女A 謝秉樺 女B
劉宜蓁 女A 王靖衣 女B
張婷諭 女A 吳雙 女B
黃品菲" 女A 詹可米 女B
唐爾岑 女A 林潔恩 女B
張鳳庭" 女A 林品杉 女B
吳純葳 女A 洪阡瑋* 女B
陳詩婷* 女A 宋有娟 女公開
汪天茵 女A 田依婷* 女公開
陳薇安 女A 郭瑜恬 女公開
楊綵誼 女A 陳葶伃" 女公開
詹斯羽* 女A 徐孋慧" 女公開
陳宥竹 女A 莊欣蕓* 女公開

1. 5:30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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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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