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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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 臺南市 新北市 彰化縣

陳安定 陳榮鋒 蔡金發 楊哲宏

鄭中興 葉明竹 邱俊銓 許登雄

林和登 吳榮塭 蘇清課 陳棟龍

陳勢俊 王春雄 張次庸 胡正吉

陳港仙 吳振春 關新欉 賴興旺

吳碧文 黃明和 許景齊 方添登

199桿 204桿 208桿 209桿

彰化縣 臺南市 新北市

許撬開 江林桂花 蘇王琴

陳綾憑 鄭淑貞 吳黃秀治

邱月清 李玉雲 蔡瑞花

林謝莞 蔡寶珠 張秀桃

吳秋香 林施綉桂 莊春鳳

王錦足 楊王阿美

235桿 237桿 239桿

新北市 金門縣 屏東縣 雲林縣 苗栗縣 新竹市 臺東縣 臺南市

林子慶 羅 傑 陳亮宇 張介皇 何勝輝 何鎮宇 陳誌甫 王彥博

王萬鎰 林達祥 賴政仁 林汶峰 藍俊傑 黃明定 温武勇 吳承峰

侯奕丞 李貴昌 劉志義 許達榮 魏文良 林祐賢 張家維 王俊淇

翁立恆 蘇泓憲 蔡益良 蔡孟宏 羅聖傑 歐炬芫 薛明水 張竣凱

程建閎 古文秀 林彥宇 林本源 吳宗佑 丘元明 李約徹 李佳修

程建樺 王文進 龔柏鈞 莊吉峯 江浩維 林煥朋 陳和欽 施博為

182桿 183桿 184桿 188桿 190桿 193桿 194桿 196桿

108年中正盃木球錦標賽優勝名次表

社會男子組

長青女子組

桿數賽團體組

長青男子組



新北市 苗粟縣 臺北市 臺南市

洪承郁 余可萱 王美琳 林佩臻

謝菁惠 胡佳鳳 李泇霈 李婧瑜

鄭湘華 劉雨賢 陳姵蓁 謝趙月霞

徐承郁 賴俞茹 楊惠婷 洪陳麗雲

程湘婷 余旻竺 周珮淇 黃玉花

蘇秀娟 楊舒晴 吳憶汝 顏翠燕

194桿 195桿 206桿 216桿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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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雲林縣 苗栗縣 臺中市 臺中市 新北市 屏東縣 新北市

吳阿胸 高瑞駿 謝漢基 郭展均 紀佑展 呂政宏 林信成 柯建名

施榮泰 黃俊瑋 范驛宸 徐錦源 何宗祐 林順清 夏智玄 沈詠鈞

92桿 101桿 101桿 101桿 102桿 103桿 107桿 108桿

苗栗縣 嘉義市 雲林縣 金門縣 苗栗縣 新竹市 臺南市

江方瑀 林宜妏 丁婉芯 蘇宥璇 劉瑋婷 龍春桂 黃蘭芝

謝秉諺 詹小函 黃昱恩 彭映綺 李芸萱 余素守 陳麗聰

94桿 102桿 106桿 108桿 109桿 111桿 113桿

屏東縣 臺南市 雲林縣 臺北市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屏東縣

陳順福 陳堉棋 張茗豐 廖峰億 李春吉 蔡宗霖 王茂霖 楊明利

潘月娥 胡逸軒 林佳瑩 林雅惠 莊明秀 蔡濰憶 曾卉欣 陳素華

97桿 98桿 101桿 101桿 101桿 103桿 103桿 109桿

社會女子組

混合雙人組

女子雙人組

男子雙人組

桿數賽雙人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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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雲林縣 金門縣 新北市 苗栗縣 臺南市 臺南市 金門縣

吳承翰 林茂益 蕭家宏 葉子榕 張永長 林俊伊 林春男 李國良

臺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新北市 雲林縣 新北市 苗栗縣 嘉義市

林琬諭 塗佳倩 李依璇 沈王美華 賴宛瑜 葉恩瑄 徐筱婷 李淑慧

臺南市 新竹市 彰化縣 彰化縣 彰化縣 臺南市 臺南市 新北市

江林桂花 李素珍 邱月清 林謝莞 陳綾憑 王錦足 蔡寶珠 莊春鳳

154桿 164桿 164桿 166桿 168桿 169桿 173桿 174桿

臺南市 屏東縣 臺南市 新北市 臺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新北市

葉明竹 陳勢俊 王春雄 邱俊銓 陳榮鋒 陳新枝 黃明和 蔡金發

142桿 143桿 152桿 152桿 153桿 153桿 153桿 154桿

苗栗縣 臺北市 苗栗縣 新北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苗栗縣 臺南市

余可萱 陳姵蓁 余旻竺 鄭湘華 周珮淇 蘇秀娟 賴俞茹 林佩臻

144桿 147桿 149桿 151桿 152桿 152桿 152桿 153桿

臺北市 新北市 金門縣 臺東縣 金門縣 新北市 新竹市 雲林縣

王啟安 程建樺 羅 傑 温武勇 李貴昌 王萬鎰 黃明定 林汶峰

130桿 133桿 134桿 135桿 137桿 137桿 138桿 139桿

金門縣 新北市

羅傑 程建樺

女子組

社會男子組一桿過門

桿數賽個人組

球道賽個人組

社會女子個人組

長青女子個人組

長青男子個人組

社會男子個人組

男子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