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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國小棒球運動聯賽縣市賽賽程表(111.2.23 修訂) 

縣市名稱：臺中市        組別：軟式組 
 

【報名隊伍】豐田、上楓、北勢、追分、塗城、四德、萬豐、光隆、
自由、文雅、大元、吉峰、力行、忠孝、大仁、春安、
軍功，共計 17 隊，分三個聯盟。 

【比賽場地】后里甲球場、后里乙球場。 
【比賽日期】111/2/24～111/2/28。 

【第一聯盟】 

           豐田    (4)      四德 

 （8）                    （14） 

 

    上楓                          自由 

 

 （6）                   （5） 

 

           吉峰            春安 

※第一聯盟冠軍隊代表參加全國賽並加打縣市排名賽。 

【第二聯盟】 

           軍功    (19)     北勢 

       

       （23）                      （29） 

 

       忠孝                          大仁 

 

        （21）                  （20） 

 

           萬豐            光隆 

※第二聯盟冠軍隊代表參加全國賽並加打縣市排名賽。 

（11） 

（7） 

（15） 

（10） 

（9） 

（12） 

（13） 

（2） 

（1） 

（3） 

（26） 

（22） 

（30） 

（25） 

（24） 

（27） 

（28） 

（17）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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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聯盟】 

                塗城 

 

      追分                     力行 

 
 

        文雅           大元 

※第三聯盟冠軍隊代表參加全國賽並加打縣市排名賽。 

 

 

 
【臺中市國小軟式棒球聯盟縣市排名賽】         【各聯盟第二名加打全國賽代表權】 

 

           第一聯盟冠軍                                第一聯盟亞軍 

 

 

   (41)            (43)                        (44)             (46) 

 

 

第二聯盟冠軍   （42）  第三聯盟冠軍            第二聯盟亞軍  （45）  第三聯盟亞軍 

※縣市排名賽比賽日期：111/02/28(星期一)。 

※因本市主辦 110 學年度全國賽，依規定增加 1個名額參加全國賽，各

聯盟第二名須加打全國賽代表權。 

（31） （39） 

（34） 

（38） 

（35） （36） 

（37） 

（40） 

（3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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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0 學年度國小棒球運動【軟式組】聯賽賽程表 

 

日期 時間 場次 場地 主審 一壘審 三壘審 紀錄 
對戰組合 

先攻   －   先守 

02/24 

(四) 

08：30 (01) 甲     豐田  －  春安 

10：00 (02) 甲     四德  －  吉峰 

11：30 (03) 甲     上楓  －  自由 

13：00 (04) 甲     四德  －  豐田 

14：30 (05) 甲     自由  －  春安 

02/24 

(四) 

08：30 (16) 乙     軍功  －  光隆 

10：00 (17) 乙     北勢  －  萬豐 

11：30 (18) 乙     忠孝  －  大仁 

13：00 (19) 乙     北勢  －  軍功 

14：30 (21) 乙     萬豐  －  忠孝 

02/25 

(五) 

08：30 (06) 甲     吉峰  －  上楓 

10：00 (14) 甲     四德  －  自由 

11：30 (08) 甲     豐田  －  上楓 

13：00 (09) 甲     自由  －  吉峰 

14：30 (07) 甲     春安  －  四德 

02/25 

(五) 

08：30 (20) 乙     大仁  －  光隆 

10：00 (25) 乙     忠孝  －  北勢 

11：30 (24) 乙     大仁  －  萬豐 

13：00 (23) 乙     軍功  －  忠孝 

14：30 (22) 乙     光隆  －  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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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0 學年度國小棒球運動【軟式組】聯賽賽程表 

日期 時間 場次 場地 主審 一壘審 三壘審 紀錄 
對戰組合 

先攻   －   先守 

02/26 

(六) 

08：30 (15) 甲     吉峰  －  豐田 

10：00 (10) 甲     上楓  －  四德 

11：30 (12) 甲     豐田  －  自由 

13：00 (11) 甲     吉峰  －  春安 

14：30 (13) 甲     春安  －  上楓 

02/26 

(六) 

08：30 (26) 乙     萬豐  －  光隆 

10：00 (27) 乙     軍功  －  大仁 

11：30 (28) 乙     光隆  －  忠孝 

13：00 (29) 乙     北勢  －  大仁 

14：30 (30) 乙     萬豐  －  軍功 

02/24 

(四) 

08：30 (31) 金龍     塗城  －  追分 

10：00 (32) 金龍     文雅  －  力行 

11：30 (33) 金龍     大元  －  塗城 

13：00 (34) 金龍     追分  －  文雅 

14：30 (35) 金龍     力行  －  大元 

02/25 

(五) 

08：30 (36) 金龍     塗城  －  文雅 

10：00 (37) 金龍     追分  －  力行 

11：30 (38) 金龍     文雅  －  大元 

13：00 (39) 金龍     力行  －  塗城 

14：30 (40) 金龍     大元  －  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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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0 學年度國小棒球運動【軟式組】聯賽賽程表 

 

※第一聯盟冠軍：國小    ※第二聯盟冠軍：國小    ※第三聯盟冠軍：國小。 

※縣市排名賽：第一名(國小)、第二名(國小)、第三名(國小)。 

※因本市承辦全國賽，依規定增加1個名額，各聯盟第二名須加賽，加賽後晉級隊伍為：國小。 

※本市晉級全國賽名次依序為：(1)國小、(2)國小、(3)國小、(4)國小。 

競賽管理：              裁判長： 

 

日期 時間 場次 場地 主審 一壘審 三壘審 紀錄 
對戰組合 

先攻   －   先守 

02/28 

(一) 

09：30 (41) 甲       －   

11：00 (42) 甲       －   

12：30 (43) 甲       －   

09：30 (44) 乙          

11：00 (45) 乙       －   

12：30 (46) 乙       －   

縣市排名賽，抽籤決定攻守 

依規定加賽，抽籤決定攻守 

縣市排名賽，抽籤決定攻守 

縣市排名賽，抽籤決定攻守 

依規定加賽，抽籤決定攻守 

依規定加賽，抽籤決定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