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台北市 苗栗縣 雲林縣 台南市 屏東縣 彰化縣

324 330 343 345 349 354

王啟安 何勝輝 林汶峰 李彥廷 蔡益良 許達榮

洪士傑 羅聖傑 黃義墀 李佳修 賴政仁 陳憲緯

林家暐 樊道瑋 黃家畯 施博為 劉志義 錢震嘉

李承翰 樊道竑 林本源 吳朋訓 夏智玄 林明賢

洪銘澤 藍俊傑 高瑞駿 施榮泰 陳安定 林學發

林松儒 謝漢基 鄭延彬 馮仕漢 賴寬育 王宏達

嘉義市 苗栗縣 臺北市 臺南市

330 335 340 368

林宜妏 江佳玲 林琬諭 王錦足

李淑慧 謝秉諺 塗佳倩 林佩臻

李婷芳 余可萱 柯沛宇 江林桂花

詹小函 蘇雅惠 陳嘉莉 黃玉花

陳桂琴 楊舒晴 吳憶汝 陳怡馨

劉婷均 胡佳鳳 周珮淇 謝趙月霞

106年全國中正盃木球錦標賽 

優勝名次總表

桿數賽

社會男子團體組

桿數賽

社會女子團體組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新北市

374

吳黃秀治

楊王阿美

蘇王琴

蔡瑞花

呂林淑娟

李江清花

臺南市 新北市 屏東縣

355 379 381

陳榮鋒 陳文雄 陳勢俊

葉明竹 劉建宏 張住吉

許政雄 許明傑 陳港仙

詹仁貴 蘇清課 龔連續

王春雄 林宗仁 鄭中興

吳振春 張次庸

桿數賽

長青男子團體組

桿數賽

長青女子團體組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臺北市 台中市 雲林縣 新北市 彰化縣 臺北市 苗栗縣 臺南市

李正偉 廖振楷 李家成 吳永發 賴建銘 洪珈駿 吳宗佑 陳金財

童名鋒 蔡東霖 吳政翰 林順清 蕭瑋棋 廖晢劭 方皓維 林春男

87 89 90 92 93 95 95 96

臺南市 新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南市 臺中市

洪陳麗雲 謝君妍 黃清美 翁瑋阡 劉燕秋 余旻竺 張秀琴 紀雨萱

劉幗英 林吳麗絹 蘇秀娟 陳姵蓁 鍾慧婷 賴俞茹 黃蘭芝 紀佳葳

91 94 98 101 103 104 104 107

臺北市 屏東縣 新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雲林縣

吳承翰 陳順福 李春吉 呂政宏 范弘昌 張介皇

葉珈妤 潘月娥 莊明秀 謝菁惠 林守儉 林佳瑩

83 89 89 92 92 97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南市 新竹市 苗栗縣 苗栗縣 苗栗縣

李承翰 侯奕丞 王啟安 李佳修 黃明定 藍俊傑 何勝輝 樊道竑

77 77 80 80 80 80 80 81

嘉義市 臺北市 嘉義市 苗栗縣 苗栗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嘉義市

李婷芳 塗佳倩 李淑慧 蘇雅惠 胡佳鳳 楊舒晴 熊怡惠 詹小函

74 78 82 84 84 85 86 86

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 彰化縣 新北市 彰化縣 彰化縣 高雄市

蘇王琴 李江清花 蔡瑞花 胡許撬開 吳黃秀治 劉陳綾憑 陳邱月清 ※陳吳玉霞

92 93 98 98 98 99 99 99

台中市 臺南市 臺南市 屏東縣 雲林縣 彰化縣 桃園市 彰化縣

※陳新枝 葉明竹 陳榮鋒 陳勢俊 沈萬福 楊哲宏 ※沈財旺 胡正吉

84 84 87 88 89 91 91 91

桿數賽

男子個人組

桿數賽

男子雙人組

桿數賽

女子雙人組

桿數賽

混合雙人組

桿數賽

女子個人組

桿數賽

長青女子個人組

桿數賽

長青男子個人組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新北市 金門縣 台南市 金門縣 桃園市 新竹市 雲林縣 新竹市

 林子慶 蕭家宏 莊宜龍 李國良 張雄彰 顏志翰 陳有朋 何鎮宇

台北市 雲林縣 台中市 台中市 雲林縣 苗栗縣 宜蘭縣 苗栗縣

蔡依庭 羅悅瑜 林晴翌 李依璇 陳致汎 林婉宣 鍾壁如 蘇婉萍

一桿過門獎
雲林縣 吳沂蒨

(第4球道)

台北市 陳嘉莉

(第4球道)

台北市 塗佳倩

(第12球道)

苗栗縣 樊道紘

(第4球道)

高雄市 楊明利

(第10、12球道)

嘉義市 葉杉雄

(第4球道)

球道賽

男子個人組

球道賽

女子個人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