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FCG 亞洲巡迴台灣錦標賽
地點：再興高爾夫俱樂部

編組表

2022年4月5日

組

出發時間

序

Out

1

11:00

男A組 陳建澄 97

男A組 林聖幃 100

男A組 陳

2

11:09

男A組 林煒胤 89

男A組 盧邱鎧 90

男A組 程邦齊 91

男A組 許庭彰 92

3

11:18

男A組 徐紘緯 81

男A組 莊林祐 82

男A組 謝睿哲 86

男A組 邱子睿 86

4

11:27

男A組 謝秉翰 77

男A組 黃凱駿 79

男A組 柯亮宇 79

男A組 賴俊瑜 80

5

11:36

男B組 施品存 94

男B組 洪

男B組 蔡皓年 109

6

11:45

男B組 余峙寬 89

男B組 洪翔恩 92

男B組 黃士恆 92

男B組 陳禹綸 92

7

11:54

男B組 黃振祐 87

男B組 葉榮洋 89

男B組 陳聿陞 89

男B組 朱弘軒 89

8

12:03

男B組 張聿維 82

男B組 尤泓諭 83

男B組 郭恩宇 84

男B組 黃士恩 86

9

12:12

男B組 謝承洧 75

男B組 張睿洋 76

男B組 施友翔 78

男B組 張晉嘉 81

10

12:21

女C組 朱若安 98

女C組 陳薇珊 101

女C組 賴沛瑄 101

女C組 陳姸希 107

11

12:30

女C組 陳沅羿 89

女C組 余語菲 89

女C組 張可函 94

女C組 張倚瑄 99

12

12:39

女C組 謝秉樺 78

女C組 吳

雙 79

女C組 曾莘甯 87

女C組 林雨潔 89

13

12:48

男A組 江冠言 105

男A組 紀韋華 131

男B組 李振瑋 121

14

12:57

男E組 王嘉臣 44

男E組 顏誠希 45

女E組 鄭雅葳 49

15

13:06

男E組 馬郁凱 57

男E組 池俊鄗 58

女E組 張心妍 65

組
序

出發時間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16

11:00

女A組 洪以安 92

女A組 陳

臻 93

女A組 郭庭瑜 94

女A組 王靖菲 111

17

11:09

女A組 柳

妍 86

女A組 田依婷 86

女A組 王思尹 88

女A組 陳姸蓁 89

18

11:18

女A組 曾芷盈 82

女A組 陳芸禾 82

女A組 陳樂貞 83

女A組 李佳璇 87

19

11:27

女A組 陳詩婷 79

女A組 宋佳恩 80

女A組 佐佐木 郁乃 80

女A組 謝宜庭 82

20

11:36

女A組 彭子齊 127

女B組 李宥函 97

女B組 吳羽禾 99

女B組 鄭家馨 107

21

11:45

女B組 胡嘉欣 82

女B組 王詠蓁 83

女B組 林夏婕 87

女B組 鄭愷歆 89

22

11:54

女B組 林品杉 78

女B組 駱守蕾 79

女B組 陳典芸 79

女B組 洪子耘 81

23

12:03

男C組 朱駿寧 100

男C組 連冠奕 101

男C組 池俊希 108

男C組 陳祖沛 109

24

12:12

男C組 龔淮濂 92

男C組 李宥璋 103

男C組 黃奕瑞 113

男C組 施侑成 129

25

12:21

男C組 張

皓 87

男C組 林子鈞 87

男C組 蕭永叡 89

男C組 鄭以晨 91

26

12:30

男C組 陳聿泓 84

男C組 馬郁傑 84

男C組 蘇子麒 85

男C組 陳秉承 87

27

12:39

男C組 蔡皓名 74

男C組 吳懷睿 77

男C組 王靖嘉 80

男C組 沈彥宇 83

28

12:48

男D組 洪毅愷 103

男D組 林丞祐 106

男D組 許廷睿 109

29

12:57

男D組 駱守維 86

男D組 黃振翔 93

男D組 林子人 98

男D組 陳祈同 102

30

13:06

女D組 吳沛璇 54

女D組 蕭詠晨 63

女D組 黃奕熙 71

女D組 莊淇淇 80

31

13:15

女D組 王昕妍 42

女D組 張云馨 44

女D組 鄭以心 48

女D組 陳品豫 55

藍梯：男A組

白梯：女A組、男B組

紅梯：女B組、男C組、女C組、男D組

LV2：女D組、男E組、女E組

姓

姓

In

各組開球台

名

名

姓 名

震 94

姓 名

注意事項：
一 、參賽選手請於出發前20分鐘報到，並於開球前10分鐘至發球台等候開球及領取記分卡，違反規範罰則參考當地規則第1條。
二 、如因故不克參加，須於比賽前二天持請假單向本會請假(附證明文件)，如無故缺席者，將提報大會懲處。
三、 比賽期間禁止在場內抽菸，嚼食檳榔，遵守禮儀(違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罰兩桿，第三次取消資格)。
四、有關比賽訊息及編組表請參閱網站公告 http://www.the-club.com.tw/ ; www.happykidsgolf.com.tw/。
五、選手使用切桿練習果嶺時，務必遵守補沙與草皮復原規範。
六、未開放觀賽，家長請勿進入比賽場內、長桿區、練習果嶺，共同維維護場地品質及各項安全。
七、開放選手至學院長桿區鐵桿擊球熱身，如欲進行木桿擊球須自備使用球。
八、此編組表大會保有最後變更之權利。

姓 名

騫 109

女E組 王音茵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