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  號 開球洞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1號車 1-1 *周武雄 長春 周昱宏 青壯 *周楊月華 長春 *林輝勇 長春

2號車 1-2 游新宏 長春 *黃啟明 長春 *陳建璋 長春 陳威豪 青壯

3號車 1-3 *李鏡容 長春 *孫新惠 長春 曾土城 長春 陳堅營 長春

4號車 2-1 王勝利 長春 方錦塘 長春 童堃銘 長春 陳瑞源 長春

5號車 2-2 *謝榮顯 長春 *楊典謨 長春 *周村來 長春 *陳藤本 長春

6號車 3-1 *莊其種 長春 *林明朝 長春 *黃茂盛 長春 *凌昆山 長春

7號車 3-2 *陳明凱 長春 *黃宏明 長春 *洪三平 長春 徐亨嘉 長春

8號車 4-1 余坤杉 長春 吳文勝 青壯 *吳勇次 長春 *朱三木 長春

9號車 4-2 吳茂林 青壯 陳啟明 長春 蔡振源 長春 郭義發 長春

10號車 5-1 *林鄭富治 長春 *丁權福 長春 林秋長 長春 *黃丁田 長春

11號車 5-2 *楊振達 長春 *楊淮焜 長春 *楊東琳 長春 *楊東陽 長春

12號車 6-1 龍延華 青壯 徐文輝 長春 劉榮明 青壯 董炳煌 青壯

13號車 6-2 駱和誠 長春 莊嘉原 青壯 孫福財 長春 韓坤輝 青壯

14號車 7-1 邱瑞珍 長春 *高金蓮 長春 *林貴美 長春 *吳鳳菊 長春

15號車 7-2 王文賢 長春 黃志洲 長春 魏阿仁 長春 簡朝榮 長春

16號車 8-1 施庚申 青壯 陳中學 長春 薛清龍 長春 呂再興 青壯

17號車 8-2 *陳景富 長春 *陳國田 長春 陳家榮 長春 李清佳 長春

18號車 8-3 葉憲川 長春 張興亞 青壯 陳俊義 青壯 陳俊男 青壯

19號車 9-1 蘇國家 長春 潘朝聖 青壯 葉永和 長春 李紋瑛 青壯

20號車 9-2 羅耀東 青壯 蔡逢池 長春 *涉谷豐次 長春 陳亮宏 青壯

21號車 10-1 倪清道 長春 張江連 長春 謝啟赫 長春 鄭天德 長春

22號車 10-2 鍾康俊 長春 許維宗 青壯 郭偉山 青壯 尤正旺 長春

23號車 11-1 *邱輝清 長春 *林信宏 長春 *李純一 長春 *李郭千惠 長春

24號車 11-2 鄭奇和 青壯 廖庚辛 長春 楊樹木 長春 洪宗延 青壯

25號車 12-1 高育萱 長春 王飛龍 長春 *張文鐘 長春 顏清榮 長春

26號車 12-2 程漢興 青壯 毛正同 青壯 林健隆 青壯 楊武宗 青壯

27號車 13-1 *齊藤忠秋 長春 齊藤鈴子 青壯 黃麗香 長春 *王勝益 長春

28號車 13-2 姚振吉 青壯 陳文理 青壯 洪岳旭 長春 童玉娥 青壯

29號車 14-1 陳順忠 長春 王進旺 長春 *蔡明進 長春 謝正財 青壯

30號車 14-2 *吳正雄 長春 *黃弼祥 長春 *楊萬財 長春 *毛弘和 長春

31號車 15-1 葉平芳 長春 鄭萬生 長春 汪義勇 長春 張鳳琦 長春

32號車 15-2 陳明松 長春 郭清豐 長春 鍾再成 長春 孫勝元 長春

33號車 15-3 陳清富 長春 王李大同 長春 吳呈隆 青壯 林廷隆 青壯

34號車 16-1 吳文燦 長春 洪敏欽 長春 張福森 長春 魏賢璋 長春

35號車 16-2 陳啟民 長春 陳明堅 青壯 廖健華 長春 陳忠進 長春

36號車 17-1 劉明雄 長春 林南宏 長春 潘雪琴 長春 *許玉如 長春

37號車 17-2 林宏南 長春 朱鴻洲 長春 蔡坤澤 青壯 *王定雄 長春

38號車 18-1 陳永正 長春 王金民 長春 *周保當 長春 莊連清 長春

39號車 18-2 *李尚明 長春 *郭麗香 長春 *薛炎林 長春 楊敏聰 長春

注意事項

5.球場保有最終排編組異動之權益。
6.為了讓更多人獲獎，大會決議長春組總桿冠軍、淨桿前三名、未滿60歲淨桿冠軍等五位不得參加幸運獎摸彩

4.球賽後於信誼二樓宴會廳餐敘及頒獎。

108年信誼重陽盃高爾夫聯誼賽-編組表
報到時間：06時00分
開球時間：06時30分（18洞同時開球）

1.已過發球時間報到者，不計成績。
2.女士於紅梯開球，男士滿70歲於銀梯開球，未滿70歲白梯開球。
3.編組依比賽委員會安排，私自調整者不計成績。

108年10月04日(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