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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TLPGA新聞稿】2015景新TLPGA傳承賽第二回合決賽，

石惠如與陳宇茹纏鬥不休，石惠如最後以73桿、兩回合

144桿平標準桿驚險奪冠，獨得獎金71000元。業餘女子B

組張雅淳擊出生涯最低桿65桿，不僅是今天最佳，兩回合

138桿也是最佳。

張雅淳果然是業餘女子組霸主，包括這場比賽，今年已拿

到5座冠軍，此役抓下7隻小鳥，沒有柏忌，以低於標準桿7

桿的65桿，締造本日最低桿，也是生涯最低桿。

張雅淳表示，她自己沒有料到會打出65桿的佳績，但她有

主場優勢，因為她在這裡培訓了9年。

石惠如此役僅有1隻小鳥，2個柏忌，高於標準桿1桿73

桿，她認為今天表現得比昨天稍遜，鳥抓得太少，還好最

後穩住陣腳，整體而言，尚稱滿意。

陳宇茹則抓下3隻小鳥，但出現5個柏忌，1個雙柏忌，高於

標準桿4桿76桿，特別是最後兩洞連續兩個柏忌是落敗關

鍵。兩回合共147桿，屈居亞軍，拿到獎金45000元。她懊

惱的表示，今天開球都開的不好，讓她有些心浮氣躁，最後的結果也讓她大失所望。

翁子琁今天打出77桿，表現不算理想，但兩回合150桿，與錢珮芸、黃賢雯並列第三。翁子琁賽

後表示，她感覺自己打到後面體力與專注力都下降，但最後能沈穩打完，拿到這樣的成績可以接

受。

與翁子琁同組的錢珮芸此役則擊出76桿，抓下1鳥1鷹，但卻有5個柏忌與1個雙柏忌。她認為自己

的狀況不佳，好幾洞開球都沒開好，這樣的表現，她覺得實在太爛。

黃賢雯兩回合均打出75桿，她表示，今天有幾個推桿推太短，不過，鐵桿有進步，整體而言應該

可以更好。

張瑄屏今天抓下3鳥，3個柏忌，平標準桿72桿，比第一回合79桿足足進步7桿之多，兩回合共151

桿，排名由第19名大幅拉升至第6。她有些無奈的說，練習賽因事沒有參加，再加上有7~8年未曾

來此球場打球，所以第一回合有些不適應，還好今天打的還不錯，成績勉強拉回來。

第一回合排在第10的陳子涵，以兩隻小鳥，5個柏忌，在第二回合打出高於標準桿3桿的75桿，兩

回合共152桿，排名第7，她表示，第一回合由於擊球的節奏沒掌控好，太過積極，第二回合經過

了調整，所以表現的比較好，但整體而言並不滿意。

在業餘女子A組，伍以晴兩回合153桿(74、79)拿下冠軍；第二名吳曉玲154桿(77、77)；第三名

毛怜絜154桿(75、79)。業餘女子B組，冠軍張雅淳138桿(73、65)；第二名劉少允145桿(75、

70)；第三名許諾心156桿(81、75)。

業餘男子B組，冠軍林尚澤147桿(78、69)；第二名蔡程洋147桿(71、76)；第三名黃郁翔148桿

(75、73)。業餘C組，第一名黃亭瑄164桿(84、80)；第二名劉庭妤166桿(84、82)；第三名盧千

卉174桿(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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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鳥慢飛 － Marcus Thornton（上）

by : 老溫

「我知道那些異音是來自於我從來未曾處在頂尖的

對抗中，因此能夠在這些測試中跟那些來自名校的

傢伙們碰頭是件很棒的事，跟他們對抗、一起打

球，這是整個大學生涯都我未曾停止過的事。」

Marcus...

最新專欄

〈U12少棒賽〉宜蘭棒球站上世

界舞台　專任教練0人

08/03/2015

- 20:18

〈SBL〉第13季選秀9/15登場　

郭昭男等15人先報名

08/03/2015

- 19:22

〈U12少棒賽〉曾想放棄棒球　

黃郁翔感念已逝恩師

08/03/2015

- 17:45

〈籃球〉遭富邦解約　吳岱豪盼

在CBA證明身手

08/03/2015

- 18:40

〈籃球〉奶爸志傑首現身　拚最

後1年國際賽

08/03/2015

-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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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L〉桃猿視林承飛為未來主

力　葉文淇設2年目標

08/03/2015

- 22:35

〈排球〉男排亞錦賽　中華隊複

賽首戰不敵韓國

08/03/2015

- 21:41

〈世界12強賽〉保單內容還不

足　球員工會：不打是選項

08/03/2015

- 21:06

〈U12少棒賽〉宜蘭棒球站上世

界舞台　專任教練0人

08/03/2015

- 20:18

〈體壇〉亞洲競技體操錦標賽　

陳智郁吊環奪銀

08/03/2015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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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A、B組冠軍獲贈商品兌換券5000元與景新高爾夫球練習場球卡兌換券100盒；亞軍商品兌換

券3000元與景新高爾夫球練習場球卡兌換券50盒；季軍商品兌換券2000元。

業餘C組冠軍獲贈商品兌換券3000元；亞軍商品兌換券2000元；季軍商品兌換券1000元。

〈英國女子高球賽〉金孝周完美領先　盧曉晴並列第6 | 〈TLPGA傳承賽〉同揮71桿　陳宇茹、石惠如並列領先

ABOUT TSNA

擁有豐富的運動新聞編採及網路製作經驗，

2008年三月國內最大的入口網站YAHOO運

動網，及中華電信運動網成立時，都同時委

託TSNA團隊提供各項運動新聞、攻守數據

及後台維護等工作。

業務項目

運動新聞供應

行動業者新聞及簡訊服務

專案委託

more

常駐作家

正義鷹大俠　西門思　　　老溫

李秉昇　　　林言熹　　　常富寧

陳重嘉　　　黃天佑　　　傑拉德

賈德納　　　潘郁昕　　　龔嘉韡

heartnsoul

特約專家

托比亞斯　　李大號　　　李淑芳

林煒珽　　　肯米　　　　迪比派路

張京穎　　　陳信全　　　瘦菊子

TSNA客戶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YAHOO、MSN、

MLB中文官網、HTC BlinkFeed、美國職棒看

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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