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時間 場 主場 客隊 球場 時間 場 主場 客隊 球場

11/8 日 19:00 1 日本 韓國 札幌巨蛋

17:45 洲際棒球場

18:30 2 中華台北 荷蘭 洲際棒球場

12:30 3 波多黎各 義大利 洲際棒球場 12:00 4 委內瑞拉 墨西哥 國際棒球場

18:30 5 古巴 加拿大 洲際棒球場 18:00 6 美國 多明尼加 國際棒球場

12:30 7 荷蘭 古巴 洲際棒球場 12:00 8 美國 委內瑞拉 國際棒球場

18:30 9 加拿大 波多黎各 斗六棒球場 18:00 10 日本 墨西哥 天母棒球場

18:30 11 義大利 中華台北 洲際棒球場 18:00 12 多明尼加 韓國 國際棒球場

12:30 13 古巴 波多黎各 洲際棒球場 12:00 14 韓國 委內瑞拉 國際棒球場

18:30 15 義大利 荷蘭 斗六棒球場 18:00 16 墨西哥 美國 天母棒球場

18:30 17 中華台北 加拿大 洲際棒球場 18:00 18 多明尼加 日本 國際棒球場

11/13 五

12:30 19 荷蘭 波多黎各 洲際棒球場 12:00 20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國際棒球場

18:30 21 加拿大 義大利 斗六棒球場 18:00 22 墨西哥 韓國 天母棒球場

18:30 23 中華台北 古巴 洲際棒球場 18:00 24 美國 日本 國際棒球場

12:30 25 波多黎各 中華台北 洲際棒球場 12:00 26 多明尼加 墨西哥 國際棒球場

18:30 27 古巴 義大利 斗六棒球場 18:00 28 韓國 美國 天母棒球場

18:30 29 荷蘭 加拿大 洲際棒球場 18:00 30 日本 委內瑞拉 國際棒球場

待確認 31 待確認

待確認 32 待確認

待確認 33 待確認

待確認 34 待確認

11/17 二

11/18 三

11/19 四 19:00 35* 東京巨蛋

11/20 五 19:00 36* 東京巨蛋

13:00 37* 東京巨蛋

19:00 38* 東京巨蛋

21:30 東京巨蛋

* Coin Toss to determine home team

* The location, time and matchups of the Quarter-Finals(11/16) and Semi Finals (11/19-20) are subject to change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first round

賽程表

台北 , 台中 & 東京

古巴(3), 中華台北(4), 荷蘭(5), 加拿大(7), 波多黎各(9), 義大利(11) 日本(1), 美國(2), 多明尼加.(6), 韓國(8), 委內瑞拉(10), 墨西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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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典禮

休兵日

補賽日

11/14 六

11/15 日

G32 勝隊  G34 勝隊

11/21 六

G35 敗隊 G36 敗隊

G35 勝隊 G36 勝隊

移動日

G31 勝隊 G33 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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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一
開幕典禮

11/10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