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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淮茜 (女B) 97 +25 楊新宇 (男公開) 87 +15

金巧倫 (女B) 92 +20 黃少驊 (男公開) 82 +10

楊淳茜 (女B) 91 +19 潘奕彥 (男公開) 80 +8

鄭愷歆 (女B) 89 +17 林序威 (男公開) 80 +8

曾莘甯 (女B) 89 +17 劉謙佑 (男公開) 79 +7

林曦懷 (女B) 88 +16 劉宇軒 (男公開) 79 +7

蔡勁暘 (男公開) 78 +6

黃翎芳 (女B) 88 +16 温新 (男公開) 77 +5

王友函 (女B) 87 +15 徐嘉哲 (男公開) 76 +4

賴汪承璇 (女B) 85 +13 陳霆宇 (男公開) 74 +2

林曦臨 (女B) 82 +10 徐兆維 (男公開) 74 +2

賴映璇 (女A) 99 +27 洪棋剴 (男公開) 73 +1

周于涵 (女A) 96 +24 張忠揚 (男公開) 73 +1

黃翎瑄 (女A) 87 +15 張維霖 (男公開) 73 +1

唐爾岑 (女A) 86 +14 羅政元 (男公開) 72 E

盧芊卉 (女A) 81 +9 金辰泫 (男A) 101 +29

王梓卿 (女A) 80 +8 郭昱挺 (男A) 99 +27

李佳璇 (女A) 79 +7 劉彧丞 (男A) 97 +25

葉家儒 (女A) 78 +6

許書嫚 (女A) 104 +32 盧靖筌 (男A) 97 +25

宋有娟 (女公開) 83 +11 張驊侑 (男A) 93 +21

林梓璇 (女公開) 82 +10 楊哲愷 (男A) 90 +18

酆丞晏 (男A) 90 +18

徐孋慧 (女公開) 79 +7 陳建翰 (男A) 90 +18

黃宥綾 (女公開) 78 +6 辛易威 (男A) 89 +17

洪芸萱 (女公開) 75 +3 李庭宏 (男A) 89 +17

盧邱鎧 (男A) 87 +15

林暐澄 (男B) 117 +45 王忻彥 (男A) 87 +15

解時元 (男B) 115 +43 鄧皓宇 (男A) 87 +15

陳品睿 (男B) 97 +25 潘宇祈 (男A) 86 +14

吳星鋐 (男A) 86 +14

楊子樂 (男B) 96 +24 魏經允 (男A) 86 +14

戴雨均 (男B) 95 +23 朱澤閎 (男A) 85 +13

吳柏翰 (男B) 94 +22 陳峙浩 (男A) 85 +13

胡石恩宇 (男A) 85 +13

張念宇 (男B) 92 +20 譚傑升 (男A) 83 +11

張禕宸 (男B) 89 +17 鄭以樂 (男A) 82 +10

李學恩 (男B) 89 +17 方彥儒 (男A) 82 +10

楊棋翔 (男B) 87 +15 許翔智 (男A) 81 +9

藍山 (男B) 87 +15 陳駿 (男A) 81 +9

楊庭翊 (男B) 87 +15 許勝傑 (男A) 80 +8

吳晏宇 (男B) 86 +14 蔡安杰 (男A) 80 +8

戴愷均 (男B) 85 +13 鄭勛陽 (男A) 79 +7

王傳鴻 (男B) 82 +10 許庭彰 (男A) 79 +7

朱子誠 (男B) 81 +9 阮益豈 (男A) 79 +7

施榮緯 (男B) 79 +7 黃廉凱 (男A) 78 +6

鄭加得 (男B) 79 +7 鄭庭翔 (男A) 78 +6

葉榮洋 (男B) 78 +6 廖庭毅 (男A) 78 +6

王宥鈞 (男B) 77 +5 陳冠甫 (男A) 77 +5

郭時祈 (男B) 74 +2 陳奕安 (男A) 77 +5

沈彥宇 (男B) 73 +1 蔡岳廷 (男A) 75 +3

林薪祐 (男A) 74 +2

呂軒緯 (男A) 73 +1

游玄安 (男A) 73 +1

鄧陳錡 (男A) 73 +1
REV  0.0

1.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請於開球前10分鐘前到達梯台領取記分卡等候開球。
2. 請確認球員球袋上有球員名牌。

8:00 10 8:00 23

217:40 8 7:40

227:50 9 7:50

6 7:20 19

7:30 7 7:30 20

7:20

111年八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公開AB組)
第二回合編組表
111/08/04星期四

比賽球場:山溪地高爾夫俱樂部

第一洞 OUT 第十洞 IN

6:30 1 6:30

6:40 2 6:40 15

6:50 3 6:50 16

14

18

7:00 4 7:00 17

7:10 5 7:10

3. 請選手搭乘球車時勿交談或請戴口罩。

11 8:10 24

12 8:20 25

8:10

8:20

8:30 13 8:30 26

8:40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