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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翰 (男D) 104 +32 萬橙靖 (男D) 132 +60

劉尚捷 (男D) 103 +31 林軍翰 (男D) 131 +59

吳秉恭 (男D) 103 +31 張岳越 (男D) 128 +56

郭睿杰 (男D) 100 +28

吳丞修 (男D) 99 +27 曾浚佑 (男D) 116 +44

黃培愷 (男D) 98 +26 張嵂喆 (男D) 116 +44

盧昱誠 (男D) 98 +26 林牧寬 (男D) 116 +44

吳丞哲 (男D) 98 +26

尤士華 (男D) 97 +25 高宇震 (男D) 114 +42

翁聖智 (男D) 94 +22 蔡孟學 (男D) 111 +39

徐家洛 (男D) 93 +21 邱睿洺 (男D) 110 +38

翁三千 (男D) 90 +18 蔡孟勳 (男D) 105 +33

林睿紳 (男D) 89 +17 鄭希辰 (男C) 122 +50

黃可爲 (男D) 88 +16 甘恆維 (男C) 119 +47

陳琮淏 (男D) 87 +15 張家悅 (男C) 109 +37

陳品至 (男D) 87 +15

劉俊希 (男D) 84 +12 曾至瑋 (男C) 108 +36

王嘉臣 (男D) 84 +12 蔡承軒 (男C) 101 +29

陳禮權 (男D) 84 +12 陳威宇 (男C) 95 +23

古朗齊 (男D) 82 +10

王御愷 (男D) 82 +10 劉諭希 (男C) 95 +23

黃上恩 (男D) 80 +8 連冠奕 (男C) 91 +19

劉子易 (男D) 80 +8 張詠睿 (男C) 89 +17

楊士廣 (男D) 78 +6 鄭以晨 (男C) 87 +15

韓楷菲 (女D) 127 +55 潘冠廷 (男C) 82 +10

劉尚昀 (女D) 127 +55 張皓 (男C) 81 +9

施淳清 (女D) 110 +38 卓鈺得 (男C) 78 +6

楊善存 (男C) 78 +6

游晴奇 (女D) 110 +38 陳曦 (女C) 119 +47

林立芯 (女D) 108 +36 游淨嵐 (女C) 105 +33

蕭遙 (女D) 105 +33 簡菡 (女C) 95 +23

王亞希 (女D) 105 +33 洪莉甯 (女C) 92 +20

鄭雅葳 (女D) 98 +26 張可函 (女C) 83 +11

陳逸家 (女D) 95 +23 余語菲 (女C) 82 +10

張喻晴 (女D) 92 +20 劉元蕫 (女C) 80 +8

羅宜卉 (女D) 91 +19 劉元蕎 (女C) 78 +6

鄭以心 (女D) 86 +14 古妮瑾 (女C) 74 +2

李妍嬉 (女D) 82 +10 劉依依 (女C) 73 +1

張云馨 (女D) 80 +8 古旻錞 (女C) 7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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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家長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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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02星期二

6:40 2 6:40 12

第十洞  IN第一洞  OUT

球場 : 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6:30 1 6:30

4

7:10 15

1.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報到處量體溫及消毒後，使用手

機掃描QRCODE登錄資料後即完成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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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7:00 14

7:20 6 7:20

2. 開球時間10分鐘前前往梯台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4.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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