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  號 開球洞 姓   名 組別 姓   名 組別 姓   名 組別 姓   名 組別

1號車 1-1 陳堅營 長春 吳勇次 長春 柳泂鋒 長春 方春菊 長春

2號車 1-2 陳啟明 長春 郭義發 長春 蔡振源 長春 張哲源 青壯

3號車 1-3 黃建欽 青壯 廖木森 長春 吳文燦 長春 黃玉瓊 長春

4號車 2-1 洪敏欽 長春 朱三木 長春 林南宏 長春 高大偉 長春

5號車 2-2 王李大同 長春 郭清豐 長春 鍾再成 長春 汪義勇 長春

6號車 3-1 陳明松 長春 楊萬財 長春 黃弼祥 長春 許皆興 青壯

7號車 3-2 陳啟民 長春 陳明堅 青壯 廖健華 長春 尹迪生 青壯

8號車 4-1 毛弘和 長春 潘雪琴 青壯 蔡坤澤 長春 鐘享鵬 青壯

9號車 4-2 楊鶴輝 長春 張福森 長春 吳文勝 青壯 林宏南 長春

10號車 5-1 孫勝元 長春 梅　篁 長春 施聰堯 長春 廖金蓮 長春

11號車 5-2 魏賢璋 長春 江萬章 長春 李安彬 青壯 李茂松 長春

12號車 6-1 呂明祚 長春 吳李金玉 長春 黃茂賢 長春 黃茂村 長春

13號車 6-2 施庚申 青壯 陳中學 長春 薛清龍 長春 呂再興 青壯

14號車 7-1 倪清道 長春 張江連 長春 謝啟赫 長春 鄭天德 長春

15號車 7-2 廖進源 長春 戴兆台 長春 沈國雄 長春 張文鐘 長春

16號車 8-1 李紋瑛 長春 古明方 長春 張儷瀛 長春 余竑驛 長春

17號車 8-2 陳建璋 長春 陳威豪 青壯 游新宏 長春 黃啟明 長春

18號車 9-1 楊典謨 長春 楊武忠 長春 周村來 長春 林輝勇 長春

19號車 9-2 周武雄 長春 韓坤輝 青壯 陳家昇 長春 賴棟龍 長春

20號車 9-3 柯明泉 長春 柯慶正 長春 簡朝榮 長春 孫福財 長春

21號車 10-1 李尚明 長春 郭麗香 長春 杜國勝 長春 曾國騰 長春

22號車 10-2 陳俊男 青壯 陳立澤 青壯 吳欽源 青壯 蔡爵宇 青壯

23號車 10-3 謝榮顯 長春 施明全 長春 莊其種 長春 林明朝 長春

24號車 11-1 王定雄 長春 王勝益 長春 徐春福 長春 陳志祥 長春

25號車 11-2 黃哲穎 長春 王昱涵 長春 張水性 長春 李復旦 長春

26號車 12-1 徐亨嘉 長春 謝榮堯 長春 陳錦隆 青壯 陳國賓 青壯

27號車 12-2 蔡瑞溥 長春 陳瑞光 長春 吳厚德 青壯 莊志雄 青壯

28號車 13-1 陳藤本 長春 顏清榮 長春 陳茂水 長春 周保當 長春

29號車 13-2 陳鯤河 長春 林綣城 青壯 李國傳 青壯 張鳳琦 長春

30號車 14-1 呂英周 長春 劉仁健 長春 許進福 長春 陸衛星 長春

31號車 14-2 柳平南 長春 陳致誠 長春 趙鵬程 長春 陳慧美 長春

32號車 15-1 方錦塘 長春 王勝利 長春 梁文雄 長春 洪三合 長春

33號車 15-2 郭威麟 長春 張弘杰 長春 滕中文 長春 梁德興 青壯

34號車 16-1 黃靖玲 青壯 羅秋萍 青壯 李美琴 長春 楊麗真 青壯

35號車 16-2 施森豪 長春 黃正能 長春 余安錠 長春 黃茂盛 長春

36號車 16-3 楊振達 長春 簡光明 青壯 黃培倫 青壯 鍾　清 青壯

37號車 17-1 劉淑英 長春 蔡昆霖 青壯 許家文 青壯 許茂州 長春

38號車 17-2 孫新惠 長春 李鏡容 長春 李宗哲 青壯 呂福星 長春

39號車 18-1 吳承澐 青壯 沈燕英 青壯 孫瑀鈴 青壯 范瑋澄 青壯

40號車 18-2 莊連清 長春 王緒國 長春 羅慶榮 長春 余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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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決議長春組淨桿前三名、未滿60歲淨桿冠軍、逢9跳獎、第30名、BB獎之得獎者
　不得參加摸彩獎及特別贊助摸彩，但可以參加最後特別大獎。

3.編組依比賽委員會安排，私自調整者不計成績。

4.球賽後於信誼二樓餐廳餐敘及頒獎。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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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0月13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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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