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場次 時間 六中風雨球場 甲 六中風雨球場 乙 六中活動中心 丙 六小活動中心 丁

高中男子組 決1 高中女子組 預1 國中男子組 預1 國小學童組  決1

南光中學 VS 台南高商  台南高商 VS 台南二中 六甲藍 VS 學甲B 六甲白 VS 六甲紅

高中男子組 決2 高中女子組 預2 國中男子組 預2 國小學童組  決2

北門高中 VS 曾文農工 台南女中 VS 北門高中 學甲A VS 白河國中 六甲藍 VS 東興藍

高中男子組 決3 高中女子組 預3 國中男子組 預3 國小學童組  決3

白河商工 VS南光中學 台南二中 VS 北農藍 學甲B VS 中山國中 六甲白 VS 六甲藍

高中男子組 決4 高中女子組 預4 國中男子組 預4 國小學童組  決4

台南高商 VS 北門高中 北門高中 VS 北農白 白河國中 VS 六甲白 東興藍 VS 六甲紅

高中男子組 決5 高中女子組 預5 國中男子組 預5 國小學童組  決5

曾文農工 VS 白河商工 北農藍 VS 台南高商 中山國中 VS 六甲藍 六甲白 VS 東興藍

高中女子組 預6 國中男子組 預6 國小學童組  決6

北農白 VS 台南女中 六甲白 VS 學甲A 六甲藍 VS 六甲紅

8

組別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國小學童組 小計

參賽隊伍數 5(1) 6 6 4(2) 4(5) 30

場次 10+0 6+4 6+4 6+0 6+0

小計 10 10 10 6 6 42

備註 北門B退賽 麻中退賽/補學甲B 學中A/B退賽 東陽.學甲.白河退賽

111年臺南市主委盃排球錦標賽(學生組賽事) 賽程總表

第一天 111.7.22(五) 12：30 領隊會議 地點:六中活動中心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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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場次 時間 六中風雨球場 甲 六中風雨球場 乙 六中活動中心 丙 六小活動中心 丁

高中男子組 決6 國中女子組 決1 國中男子組 決1
南光中學 VS 北門高中 麻豆國中 VS 白河國中 A1 VS B2

高中男子組 決7 國中女子組 決2 國中男子組 決2
曾文農工 VS 台南高商 中山A VS 中山B A2 VS B1

高中女子組決1 國中女子組 決3 高中男子組 決8
A1 VS B2 麻豆國中 VS 中山A 白河商工 VS 北門高中

高中女子組決2 國中女子組 決4 高中男子組 決9
A2 VS B1 白河國中 VS 中山B 曾文農工 VS 南光中學

國中女子組 決5 高中男子組決10
中山B VS 麻豆國中 白河商工 VS 台南高商

高中女子組決4 國中女子組 決6 國中男子組  決3
一勝 VS 二勝 中山A VS 白河國中 一敗 VS 二敗

國中男子組  決4

一勝 VS 二勝

組別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國小學童組

參賽隊伍數 5 6 6 4 4

名次 取4名 取4名 取4名 取4名 取4名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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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臺南市主委盃排球錦標賽(學生組賽事) 賽程總表

第二天 111.7.2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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