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賽 隊伍 權分 選手1 選手2 選手3 選手4 選手5 選手6 各隊總權分

植鑑盃 微笑 6 何為 李舜偉 吳明瑄 張偉明 沈乃正 匡寶珊 11.4

光青盃 微笑 5.4 何為 李舜偉 吳明瑄 張偉明 王功杰 葉政宏 11.4

光青盃 聚仁 2.7 陳榮鎮 黃正銳 陳立錚 林柏佾 郭立翔 黃光輝 8.7

中曾盃 聚仁 6 陳榮鎮 黃正銳 陳立錚 林柏佾 黃健仁 黃光輝 8.7

光青盃 微笑 5.4 吳明瑄 張偉明 王功杰 葉政宏 何為 李舜偉 8.2

中曾盃 A's 0.1 吳明瑄 張偉明 王功杰 葉政宏 劉昌塏 鍾楠凱 8.2

葉氏盃 TW Open 2.7 吳明瑄 張偉明 王功杰 葉政宏 陳立錚 郭又禎 8.2

植鑑盃 To Win 0.1 范綱維 蔡博雅 吳資麟 蘇皓沂 楊欣龍 陸怡如 6.6

光青盃 TW Mixed 0.1 范綱維 蔡博雅 吳資麟 蘇皓沂 劉名謙 陳冠瑄 6.6

葉氏盃 TW Mixed 5.4 范綱維 蔡博雅 吳資麟 蘇皓沂 劉名謙 陳冠瑄 6.6

中曾盃 TW Mixed 1 范綱維 蔡博雅 吳資麟 蘇皓沂 劉名謙 陳冠瑄 6.6

植鑑盃 山海 0.1 陳永弘 陳宏裕 陳傳誠 林志忠 林億佐 鄭得統 4

光青盃 山海 0.1 陳永弘 陳宏裕 陳傳誠 林志忠 林億佐 鄭得統 4

葉氏盃 山海 1.8 陳永弘 陳宏裕 陳傳誠 林志忠 林億佐 鄭得統 4

中曾盃 山海 2 陳永弘 陳宏裕 陳傳誠 林志忠 林億佐 陳輔弼 4

植鑑盃 葉氏 0.1 葉澄 施瑞佑 林志謀 鍾仁謙 張忠謀 黃光輝 3.2

葉氏盃 葉氏 0.1 葉澄 施瑞佑 林志謀 鍾仁謙 鄭國寶 史同光 3.2

中曾盃 葉氏 3 葉澄 施瑞佑 林志謀 鍾仁謙 鄭國寶 史同光 3.2

植鑑盃 A's 3 葉政宏 王功杰 何家聲 周哲民 陳立錚 林柏佾 3

植鑑盃 Infinity 0.1 陳瀅守 林蔭宇 劉佩華 蕭冠筑 劉藺秦 楊茗清 2.9

光青盃 Infinity 1.8 陳瀅守 林蔭宇 蕭冠筑 劉佩華 楊茗清 劉藺秦 2.9

葉氏盃 Infinity 0.9 陳瀅守 林蔭宇 蕭冠筑 劉佩華 楊茗清 劉藺秦 2.9

中曾盃 Infinity 0.1 陳瀅守 林蔭宇 蕭冠筑 劉佩華 劉藺秦 楊茗清 2.9

植鑑盃 圓桌 2 洪振耀 李詩堯 林志宏 洪乙安 夏金龍 陳律謀 2.2

光青盃 圓桌 0.1 洪振耀 李詩堯 林志宏 洪乙安 夏金龍 陳律謀 2.2

中曾盃 圓桌 0.1 洪振耀 李詩堯 林志宏 洪乙安 林楷恩 李育論 2.2

植鑑盃 宏儒 0.1 吳清亮 吳樹榮 郭傑儀 顏世紋 陳輔弼 吳錦祥 1.2

光青盃 宏儒 0.9 吳清亮 吳樹榮 郭傑儀 顏世紋 陳輔弼 歐宜鴻 1.2

葉氏盃 宏儒 0.1 吳清亮 吳樹榮 郭傑儀 顏世紋 陳輔弼 歐宜鴻 1.2

中曾盃 宏儒 0.1 吳清亮 吳樹榮 郭傑儀 顏世紋 曹偉偉 鄭得統 1.2

植鑑盃 Meow 1 劉文齡 紀柔安 黎碩 林千雅 陳文科 鄒政珉 1

植鑑盃 景福 0.1 郭鐘海 洪裕昌 邱惟俊 許豪祖 陳建華 何嘉棟 0.4

光青盃 景福 0.1 郭鐘海 洪裕昌 邱惟俊 許豪祖 陳建華 李榮福 0.4

葉氏盃 景福 0.1 郭鐘海 洪裕昌 邱惟俊 許豪祖 陳建華 李榮福 0.4

中曾盃 景福 0.1 郭鐘海 洪裕昌 邱惟俊 許豪祖 陳建華 李榮福 0.4

光青盃 昇峰 0.1 楊昌彪 莊順和 陳守良 許仁厚 唐陳德 曾建堯 0.2

葉氏盃 昇峰 0.1 楊昌彪 莊順和 陳守良 許仁厚 陳律謀 劉淑芳 0.2

葉氏盃 昇峰 0.1 楊昌彪 莊順和 陳律謀 劉淑芳 陳守良 許仁厚 0.2

中曾盃 昇峰 0.1 楊昌彪 莊順和 陳律謀 劉淑芳 陳正傑 許仁厚 0.2

植鑑盃 Andy 0.1 劉名謙 陳冠瑄 陳品霖 郭又禎 吳昱芳 蔡文娟 0.1

葉氏盃 去ㄏ牛奶 0.1 賴渙奎 林錫祺 魏瑞榮 何宗勳 陳延暐 蕭恆毅 0.1

*報名中華盃公開組之隊伍需與四個大賽參賽人員名單中有4人以上相同，才可累積權分(無論更換隊名或隊長均可累計權分)。

*一隊伍若有多個權分，以同顏色底為同一個隊伍，白底為僅有一個權分隊伍。

*為方便查閱各個符合權分計算規定之隊伍權分，部分隊伍會重複顯示。

*光青盃隊伍數=9，權分*0.9；葉氏盃隊伍數=9，權分*0.9

112年度中華盃各隊權分(植鑑盃、光青盃、葉氏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