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16～2017年度第 32屆獅子盃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2016年 9月 12日(週一)10：00(報到)、10：15(全員團體合照)、10：30(準時開球) 

地點:長庚高爾夫俱樂部(球場)地址:桃園龜山舊路村大埔 23-4號 TEL:03-3296354 

 

南 區 - 第一洞 - 開球編組-出發時間表 

比賽編組表(獅友) 註記： ○「會際代表」、□「專區代表」、△「長青」、♀「女性」 

編 組 時間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第１組 10:30 ○□楊國宏(八德) ○□李仙生(自強) □邱文彬(圓山) ○△陳泰弘(莊敬) 

第２組 10:37    雷禎祥(八德) ○□郭晉嘉(東南) □楊中興(至善) ○□王福來(卓越) 

第３組 10:44  ○吳添雄(祥弘)   ○郭貴富(翔賀) ○□王柏堯(菁誠)   □許添安(東北) 

第４組 10:51  □鄭傑仁(翔順) ○♀林家榛(卓越)  ○鍾善夫(華山)  ○吳文昭(北區) 

第５組 10:58  ○曹明松(青山)   ○鄭傳宗(翔賀)  ○徐聖雄(北區)  ○張孫德(龍山) 

第６組 11:05    沈建宏(金門)   ♀張逸蓁(八德)  ♀陳淑芬(周遊)    徐國鈞(龍山) 

第７組 11:12  ○陳信謙(華山)   ○鄭龍騰(東南)  ○吳發喜(龍山)    黃敏強(翔賀) 

第８組 11:19    邱國興(菁誠)     李進洋(大同)   ♀廖芊樺(宏積)    李國華(南區) 

第９組 11:26     林基生(祥弘)   ♀許婉玲(一交)   ○裴可明(南京)    王晨字(松鶴) 

 

 

南 區 - 第五洞 - 開球編組-出發時間表 

比賽編組表(獅友) 註記： ○「會際代表」、□「專區代表」、△「長青」、♀「女性」 

編 組 時間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第１組 10:30  △何宣廣(長春) ○□許聖楷(翔賀) ○□蔡子智(祥弘) ○□吳順清(龍山) 

第２組 10:37  ○王再益(自強) ○□陳福連(祥弘) ○□楊菘宇(菁誠) ○□賴銘煌(龍山) 

第３組 10:44 ○□朱大川(翔贊)   ○張金平(龍山)  □陳榮貴(長虹)   ○許克屏(莊敬) 

第４組 10:51 ○□紀添福(青山)   ○南  海(東南)  ○永連生(莊敬)   ○蔡福真(祥弘) 

第５組 10:58 ○□徐國興(卓越)   ○許家豐(明星)  ○陳政良(莊敬)   ○蘇信榮(雙園) 

第６組 11:05   ○宋雲峰(菁誠)   ○洪泰男(西區)   ○沈柏全(明星)   ○陳明利(莊敬) 

第７組 11:12     湯祖屏(長春)     張吉桎(翔賀)   ○董純青(菁誠)     倪澄霖(上贏) 

第８組 11:19     邱金城(一交)   ○黃家杰(翔贊)  ♀黃稚荏(周遊)   ○胡書榕(南京) 

第９組 11:26   □何文發(一交)   ○陳國仁(南京)    陳富章(吉達)     何潮華(景美) 

第１０組 11:33  △沈明輝(八德)  △劉瑞和(吉達)   蘇智雄(祥弘)  

 

tel:03-3296354


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16～2017年度第 32屆獅子盃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2016年 9月 12日(週一)10：00(報到)、10：15(全員團體合照)、10：30(準時開球) 

地點:長庚高爾夫俱樂部(球場)地址:桃園龜山舊路村大埔 23-4號 TEL:03-3296354 

 

北 區 - 第一洞 - 開球編組-出發時間表 

比賽編組表(獅友) 註記： ○「會際代表」、□「專區代表」、△「長青」、♀「女性」 

編 組 時間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第１組 10:30  ○張文深(自強) ○□姜禮義(翔賀)  △賴榮昌(龍山)  ○林子奕(東南) 

第２組 10:37 ○□林士傑(八德) ○□陳忠義(東南)  □盛正智(仕貿)  □吳信坪(菁典) 

第３組 10:44 ○□鄭椅堯(西區)   □廖介誠(崇德) □♀梁毓玲(鳳德) □♀吳家羚(菁彩) 

第４組 10:51 ○□林利輝(青山)   △黃進富(西門)  ○王基穗(西區)  ○林德盛(卓越) 

第５組 10:58  ○張新榮(北區)   ○陳德成(雙園)   王世璋 (老松)  ○劉光儀(青山) 

第６組 11:05  ○張鉅松(翔賀) ○△林茂宏(西區)  ○蘇來得(菁誠)  △莊欽鐘(大同) 

第７組 11:12    陳森鴻(百齡)    謝金益(祥弘)    賴振山(大同)    彭武煥(翔賀) 

第８組 11:19 ♀林曉青(大同女)    陳宏誠(龍山)  ♀林秋蓉(菁彩)  ♀吳心渝(仕貿) 

第９組 11:26  ♀黃芷穎(菁典)  ♀陳淑芳(菁彩)  ○謝智良(雙園)   △林進祥(長江) 

 

北 區 - 第六洞 - 開球編組-出發時間表 

比賽編組表(獅友) 註記： ○「會際代表」、□「專區代表」、△「長青」、♀「女性」 

編 組 時間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姓名(分會) 

第１組 10:30 ○□陳在基(西區)  ♀林鍶惠(松鶴)  ○楊孟峰(北區)   ○林義傑(八德) 

第２組 10:37  ○張漢華(祥弘) ○△黃茂松(八德)    黃玉堂(力行) ○□鄭明輝(南京) 

第３組 10:44 ○□李道宗(華山)   □王文清(老松) □施秋朗(雙子星) □♀高玉蕊(喬芸) 

第４組 10:51 ♀□張麗鳳(周遊)   ♀陳美雲(八德) ○♀張瓊玲(明星)   林寶松(青山) 

第５組 10:58   ○黃仲天(雙園)   ○侯裕鴻(北區) ○□李文授(自強)  △詹洋明(八德) 

第６組 11:05   ○陳義芳(青山)   ○陳榮輝(卓越)   ○王阿進(八德)  ○蘇建元(華山) 

第７組 11:12     黃金火(百齡) ○♀甘玉惠(明星)    郭盈漢(千禧)    林駿憲(圓山) 

第８組 11:19 ○□林聖鎔(南京)     李中維(祥弘)  □林金宏(至善)    簡榮二(老松) 

第９組 11:26   ○黃登翔(翔贊)     詹炳垣(吉達)    林正雄(南京)    黃朝慶(祥弘) 

第１０組 11:33    李騰憲(松江)  ○楊益欽(翔贊)    劉勝光(仕貿)  

 

 

tel:03-3296354


 

 

 

 

 

                    優質服務‧超越顛峰 
 

 

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16～2017年度第 32屆獅子盃高爾夫球友誼賽 

 

時間::2016年 9月 12日(週一)10：00(報到)、10：15(全員團體合照)、10：30(準時開球) 

地點:長庚高爾夫俱樂部(球場)地址:桃園龜山舊路村大埔 23-4號 TEL:03-3296354 

 

注意事項： 

 1.參賽獅友-請「守時」，惠先查閱「個人」編組、及開球時間，於「開球出發」時間 

          -提前３０分鐘〞抵達球場現場，完成報到參賽。 

2.球賽進行悉依照本表編組進行。（如未依照主辦單位編組及遲到者，仍可參加打球，但

不列計成績。 

  原則每組若有二名或以上準時報到參賽，即照常開球出發；若僅一名準時報到參賽，

則由主辦單位 

  比賽組安排參加比賽，仍可計算成績。）  

3.參加比賽費用(果嶺廢、桿弟費)由區統收統支；賣店及午餐等均由參加者自理。 

4.比賽採〝新新貝利亞〞計算個人成績；但「會際及專區團體」成績以代表之總桿計算。 

 5.當天比賽全部完畢，隨即公佈成績，舉行頒獎典禮暨聯誼餐會，期盼所有參賽獅友皆 

能親自出席參與。    

6. 比賽進行，已開球組別 請禮讓 未開球組別 先進行。 

7.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國際高爾夫暨該球場單行規則及區承辦委員會比賽組之決定處理。 

 

   感謝參加一同享受〝優質服務‧超越巔峰〞歡笑健康愉快競桿之樂趣 

tel:03-3296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