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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獎  品 得 獎 人 獎  項 獎  品 得 獎 人

總桿冠軍 獎 盃 李鴻儀 最佳貢獻獎 獎狀+獎品 劉老師

淨桿冠軍 2000 何美貞 年度總冠軍 獎 盃 李妙華

淨桿亞軍 1500 李妙華 年度總亞軍 獎 盃 吳曉珍

淨桿季軍 1000 葉惠霖 年度總季軍 獎 盃 李一心

淨桿殿軍 800 勞碧明 年度總殿軍 獎 盃 鄭茹馨

第五名 500 鄭茹馨 最佳進步獎 獎狀+獎品 余鶴齡

第六名 500 賴綉姩 最佳進步獎 獎狀+獎品 李鴻儀

第八名 500 吳曉珍 最佳進步獎 獎狀+獎品 鄭寶釧

第九名 500 吳玉蘭 全勤獎 獎狀+獎品 吳曉珍

第十名 500 蔡函禾 全勤獎 獎狀+獎品 吳玉蘭

第十六名 300 蔡育旻 全勤獎 獎狀+獎品 鄭詠霈

第二十六名 300 全勤獎 獎狀+獎品 葉惠霖

第七名 金馬獎 羅月嫦 全勤獎 獎狀+獎品 李妙華

B.B.獎 300 傅秀婷 全勤獎 獎狀+獎品 余鶴齡

金寶貝獎 金寶貝桶 陳美岫 全勤獎 獎狀+獎品 李一心

近洞獎 一條球 何美貞 陳惠娟 感謝獎 獎狀 何美貞

近洞獎 一條球 何美貞 謝淑琴 感謝獎 獎狀 勞碧明

近洞獎 一條球 何美貞 李一心 感謝獎 獎狀 王橞瓔

近洞獎 一條球 羅月嫦 李妙華 感謝獎 獎狀 周春美

二近洞獎 一條球 蔡育旻 吳見亨 功勞獎 獎狀+獎品 高毓薇

二近洞獎 一條球 鄭茹馨 陳耀祖 功勞獎 獎狀+獎品 李一心

二近洞獎 一條球 黃怡佳 李妙華

二近洞獎 一條球 何美貞 李一心 來賓提供獎品

遠距獎 一條球 何美貞 陳惠娟 吳凱廷 12,22名 李一心 鄭詠霈

遠距獎 一條球 吳玉蘭 何宗達 吳簡昌 包天 衣服X2 球X2 摸彩

大波獎 一條球 余興華 吳見亨 水3箱 參加獎

平波獎 一條球 余鶴齡 林素幸 綿羊油 參加獎

老鷹獎 二條球

博蒂獎 一條球 李鴻儀 會員提供獎品

博蒂獎 一條球 高毓薇 張淑月 獎盃

博蒂獎 一條球 鄭詠霈 飾品X3

博蒂獎 一條球 何美貞 筆, 洗手 參加獎

博蒂獎 一條球 李一心 水晶飾品X4 郭桂琴 余鶴齡

博蒂獎 一條球 15,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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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獎  品 得 獎 人 獎  項 獎  品 得 獎 人

1 頭獎 球袋 吳玉蘭 35 劉老師 衣物袋

2 貳獎 推桿 36 化妝品

3 參獎 背心 37 化妝品

4 參獎 背心 38 備球袋

5 參獎 背心 39 備球袋

6 肆獎 動物毛套 40 何美貞 烤肉架

7 肆獎 動物毛套 41 踏步機

8 肆獎 動物毛套 42 桿袋套

9 肆獎 動物毛套 43 衣服

10 伍獎 劃球器 44 衣服

11 伍獎 劃球器 45 帽子

12 伍獎 劃球器 46 帽子

13 伍獎 劃球器 47 帽子

14 伍獎 劃球器 48 紀- 鼻煙壺

15 陸獎 百寶袋 49 紀- 瓷器

16 陸獎 百寶袋 50 紀- 水晶

17 陸獎 百寶袋 51 紀- 筆

18 陸獎 百寶袋 52 紀- 名片夾

19 陸獎 百寶袋 53 紀- 手帕

20 柒獎 禮盒 54 紀- 沐浴乳

21 柒獎 禮盒 55 李一心 衣服

22 柒獎 禮盒 56 衣服

23 柒獎 禮盒 57 球

24 柒獎 禮盒 58 球

25 捌獎 計桿錶 59 禮盒

26 捌獎 計桿錶 60

27 捌獎 計桿錶 61

28 捌獎 計桿錶 62

29 捌獎 計桿錶 63

30 玖獎 襪子 64 拾獎 梯

31 玖獎 襪子 65 拾獎 梯

32 玖獎 襪子 66 拾獎 梯

33 玖獎 襪子 67 拾獎 梯

34 玖獎 襪子 68 拾獎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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