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泉國小 【3】 北葉國小

【11】 【12】

篤加國小 【4】 興華國小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3 09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北葉國小

4 0900 國小雙人 四 篤加國小 VS 興華國小

7 11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篤加國小

8 1100 國小雙人 四 北葉國小 VS 興華國小

11 13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興華國小

12 1300 國小雙人 四 北葉國小 VS 篤加國小

國小組雙人賽

對戰組合

【7】 【8】

6/5（五）場次表



士林國中

佳冬國中 福豐國中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15 1500 國男雙人 三 佳冬國中 VS 福豐國中

18 0900 國男雙人 二 福豐國中 VS 士林國中

22 1100 國男雙人 二 士林國中 VS 佳冬國中

6/6（六）場次表

【15】

國中男子組雙人賽

【22】 【18】

對戰組合

6/5（五）場次表



士林國中

佳冬國中 福豐國中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16 1500 國女雙人 四 福豐國中 VS 佳冬國中

19 0900 國女雙人 三 士林國中 VS 福豐國中

23 1100 國女雙人 三 佳冬國中 VS 士林國中

6/6（六）場次表

【16】

國中女子組雙人賽

【23】 【19】

對戰組合

6/5（五）場次表



臺北市代表隊 嘉南藥大

A B

桃園猛牛 屏東佳冬 台北海大 臺灣師大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1 0900 社男雙人 一 臺北市 VS 桃園猛牛

2 0900 社男雙人 二 嘉南藥大 VS 台北海大

5 1100 社男雙人 一 臺北市 VS 屏東佳冬

6 1100 社男雙人 二 嘉南藥大 VS 臺灣師大

9 1300 社男雙人 一 桃園猛牛 VS 屏東佳冬

10 1300 社男雙人 二 台北海大 VS 臺灣師大

13 1500 社男雙人 一 A1 VS 1

14 1500 社男雙人 二 B1 VS 2

17 0900 社男雙人 一 13勝 VS 14勝 冠軍戰

社會公開男子組雙人賽

【1】

預賽：每組取前二名

【6】

對戰組合

6/5（五）場次表

6/6（六）場次表

【5】 【2】

【9】

【13】

【14】

【17】

決賽：分組第二抽籤，同組不重抽

【10】

A1

1

2

B1

冠軍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26 1300 社女雙人 三 佳冬高農 VS 臺灣師大

佳冬高農 臺灣師大

社會公開女子組雙人賽

對戰組合

6/6（六）場次表

【26】



興華國小

北葉國小 水泉國小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20 0900 國小三人 四 興華國小 VS 北葉國小

24 1100 國小三人 四 興華國小 VS 水泉國小

27 1300 國小三人 四 北葉國小 VS 水泉國小

國小組三人賽

【20】 【24】

對戰組合

【27】

6/6（六）場次表



福豐國中

佳冬國中 士林國中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30 1500 國男三人 三 福豐國中 VS 佳冬國中

34 0900 國男三人 三 福豐國中 VS 士林國中

36 1100 國男三人 二 佳冬國中 VS 士林國中

6/7（日）場次表

國中男子組三人賽

【30】 【34】

對戰組合

【36】

6/6（六）場次表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31 1500 國女三人 四 士林國中 VS 福豐國中

士林國中 福豐國中

國中女子組三人賽

對戰組合

6/6（六）場次表

【31】



嘉南藥大

A

桃園猛牛 台北海大

B

社會公開男子組三人賽

預賽：每組取前二名

【25】 【28】

4 5臺北市代表隊 臺灣師大

【21】

【29】

【32】

【33】

【35】

決賽：分組第二抽籤，同組不重抽

A1

1
冠軍

2

B1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21 1100 社男三人 一 桃園猛牛 VS 台北海大

25 1300 社男三人 一 嘉南藥大 VS 桃園猛牛

28 1500 社男三人 一 嘉南藥大 VS 台北海大

29 1500 社男三人 二 臺北市 VS 臺灣師大

32 0900 社男三人 一 A1 VS 1

33 0900 社男三人 二 B1 VS 2

35 1100 社男三人 一 32勝 VS 33勝 冠軍戰

6/7（日）場次表

對戰組合

6/6（六）場次表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37 1100 社女三人 三 屏東佳冬 VS 臺灣師大

社會公開女子組三人賽

屏東佳冬 臺灣師大

對戰組合

【37】

6/7（日）場次表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1 0900 社男雙人 一 臺北市 VS 桃園猛牛

2 0900 社男雙人 二 嘉南藥大 VS 台北海大

3 09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北葉國小

4 0900 國小雙人 四 篤加國小 VS 興華國小

5 1100 社男雙人 一 臺北市 VS 屏東佳冬

6 1100 社男雙人 二 嘉南藥大 VS 臺灣師大

7 11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篤加國小

8 1100 國小雙人 四 北葉國小 VS 興華國小

9 1300 社男雙人 一 桃園猛牛 VS 屏東佳冬

10 1300 社男雙人 二 台北海大 VS 臺灣師大

11 1300 國小雙人 三 水泉國小 VS 興華國小

12 1300 國小雙人 四 北葉國小 VS 篤加國小

13 1500 社男雙人 一 A1 VS 1

14 1500 社男雙人 二 B1 VS 2

15 1500 國男雙人 三 佳冬國中 VS 福豐國中

16 1500 國女雙人 四 福豐國中 VS 佳冬國中

場次 時間 組別 場地 勝負 附註

17 0900 社男雙人 一 13勝 VS 14勝 冠軍戰

18 0900 國男雙人 二 福豐國中 VS 士林國中

19 0900 國女雙人 三 士林國中 VS 福豐國中

20 0900 國小三人 四 興華國小 VS 北葉國小

21 1100 社男三人 一 桃園猛牛 VS 台北海大

22 1100 國男雙人 二 士林國中 VS 佳冬國中

23 1100 國女雙人 三 佳冬國中 VS 士林國中

24 1100 國小三人 四 興華國小 VS 水泉國小

25 1300 社男三人 一 嘉南藥大 VS 桃園猛牛

26 1300 社女雙人 三 佳冬高農 VS 臺灣師大

27 1300 國小三人 四 北葉國小 VS 水泉國小

28 1500 社男三人 一 嘉南藥大 VS 台北海大

29 1500 社男三人 二 臺北市 VS 臺灣師大

30 1500 國男三人 三 福豐國中 VS 佳冬國中

31 1500 國女三人 四 士林國中 VS 福豐國中

場次 時間 場地 勝負 附註

32 0900 社男三人 一 A1 VS 1

33 0900 社男三人 二 B1 VS 2

34 0900 國男三人 三 福豐國中 VS 士林國中

35 1100 社男三人 一 32勝 VS 33勝 冠軍戰

36 1100 國男三人 二 佳冬國中 VS 士林國中

37 1100 社女三人 三 屏東佳冬 VS 臺灣師大

對戰組合

6/5（五）場次表

對戰組合

6/6（六）場次表

對戰組合

6/7（日）場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