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組別 姓    名 分組 時間 組別 姓    名 分組

林遠惟* 黃凱駿 (男B)
張勛宸* 謝秉翰 (男B)
何易叡* 邱靖 (男B)
邱昱嘉*
王文晹* 吳丞軒 (男B)
林尚澤* 蔡睿恒 (男B)
陳威勝* 陳宣佾 (男B)
蔡顓至*
陳宥蓁* 商凱程 (男B)
黃紹勛* (男公開) 黃伯恩 (男B)
黃柏叡* 謝睿哲 (男B)
王璽安*
曾豐棟* 簡士閔 (男B)
葉  甫* 蔡安杰 (男B)
陳伯豪* 王晏彰 (男B)
詹佳翰* 張哲綸 (男B)
楊浚頡 (男公開) 吳承恩 (男B)
鄭岱霖 (男公開) 許柏丞 (男B)
張彥翔 (男公開) 林育宏 (男B)

羅友成 (男B)
李睿紳 (男公開) 林宸駒 (男A)
張宇誠 (男公開) 陳季群 (男A)
黃昱安 (男公開) 劉殷睿 (男A)

沙比亞特馬克 (男公開)
沈上恩 (男A) 楊孝哲 (男A)
廖崇漢 (男A) 張簡克諺 (男A)
陳霆宇 (男A) 陳湋澔 (男A)
黃茂富 (男A) 蘇晉弘 (男A)
潘繹凱 (男A) 陳柏睿 (男A)
吳易軒 (男A) 郭時雨 (男A)
徐兆維 (男A) 張軒愷 (男A)
陳佑宇 (男A) 金翔承 (男A)
林士軒 (男A) 林薪祐 (男A)
洪棋剴 (男A) 温新 (男A)
康程堯 (男A) 羅政元 (男A)
黃仁杰 (男A) 葉佳胤 (男A)
林宸諒 (男A) 蔡勁暘 (男A)
莊志諺 (男A) 郭翰農 (男A)
陳瑋利 (男A) 呂偉銍 (男A)
林銓泰 (男A) 胡宇棠 (男A)
賴昱禓 (男A) 林怡潓 (女公開)
許凱俊 (男A) 黃郁評 (女公開)
許翔智 (男A) 宋有娟 (女公開)
吳睿東 (男A) 林冠妤 (女公開)
陳俋儒 (女A) 林毓錡 (女A)
古孟宸 (女A) 江語葳 (女A)
葉家儒 (女A) 廖信淳 (女A)
許淮茜 (女A) 徐孋慧 (女A)
劉可艾 (女A) 陳葶伃 (女A)
楊棋文 (女A) 李映彤 (女A)
沈芸安 (女A) 陳文芸 (女A)
楊雅安 (女A) 吳侑庭 (女A)
曾芷盈 (女B) 洪芸萱 (女A)
陳詩婷 (女B) 鄭昕然 (女A)
張婷諭 (女B) 黃意真 (女A)
陳宥竹 (女B) 陳奕融 (女A)
王采琦 (女B) 蔡宜儒 (女B)
張鳳庭 (女B) 郭庭瑜 (女B)
陳襄 (女B) 李佳璇 (女B)

林潔恩 (女B)
陳薇安 (女B)

1. 6:00am開始接受報到 汪天茵 (女B)
盧芊卉 (女B)
華羽沁 (女B)

Rev.01

TEE1  OUT TEE10  IN

109年全國業餘高爾夫春季錦標賽
第一回合編組表
109/03/17星期二

球場 : 立益高爾夫俱樂部

6:20 1 6:20 16

6:30 2 6:30 17

6:40 3 6:40 18

6:50 4 6:50 19

7:00 5 7:00 20

7:10 6 7:10 21

7:20 7 7:20 22

7:30 8 7:30 23

7:40 9 7:40 24

7:50 10 7:50 25

8:00 11 8:00 26

8:10 12 8:10 27

8:20 13 8:20 28

8:30 14 8:30 29

3. 姓名後面有"*"代表參加替代役選拔。

8:40 15 8:40 30

8:50 312. 請於開球前30分鐘報到，並於10分鐘前到梯台領取記分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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