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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 
 

 

5月 
3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4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読売Giants 
5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読売Giants  
10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1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2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4日(星期二)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15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2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31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6月 
1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阪神 Tigers 
2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阪神 Tigers 
7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8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9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福冈SoftBanks Hawks 
18日(星期二) 下午6：00 / vs. 千叶罗德海洋队 
19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千叶罗德海洋队 
20日(星期四) 下午6：00 / vs.千叶罗德海洋队 
21日(星期五) 下午6：00 / vs. 欧力士野牛 
22日(星期六) 下午2：00 / vs. 欧力士野牛 
23日(星期日) 下午1：30 / vs. 欧力士野牛 

7月 
2日(星期二) 下午６: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3日(星期三)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4日(星期四) 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19日(星期五)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0日(星期六)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1日(星期日)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3日(星期二)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24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25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中日 Dragons 

8月 
2日(星期五)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3日(星期六)下午6:00 / vs. 阪神 Tigers 
4日(星期日)下午6:00/ vs. 阪神 Tigers  
6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7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8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12日(星期一)下午６:00 / vs. 読売Giants 
13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読売Giants  
14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読売Giants 
20日(星期二)下午６: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1日(星期三)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22日(星期四)下午6:00 / vs. 东京 Yakult Swallows 
30日(星期五)下午6:00/ vs. 横滨 DeNA Baystars 

 
 

广岛东洋carp(广岛的专业棒球队)、毎年都在MAZDA Zoom-Zoom体育场有60场比赛

★：展示赛 ★：常规赛开幕日 ★：跨界赛 
 

 
 
 
 
 
 
 
 
 
 
 
 
 
 
 
 
 
 
 
 
 
 
 
 
 
 
 
 
 
 
 
 
    
 
 
 
 
 
 
 
 
 
 
 

 

售票处 
广岛 MAZDA Zoom-Zoom 体育场 

门票可在体育场入口处的售票处购买（8月6日休息）。 

营业时间 
11:30(夜场比赛) / 11:00 (日场比赛) 

11:00 – 16:00 (没有比赛) 

 CARP Baseball Gallery Carp棒球画廊 

 (中区八丁堀6番7号)                   

开店时间: 10:00 – 16:00 休业日：不定期                              

电话: 227-2222                                       

便利店 (Lawson，Seven - Eleven，FamilyMart等)也

在售票。 

路线   MAZDA Zoom-Zoom体育场: JR广岛站步行10分钟                 

咨询 广岛东洋carp  

电话 (082) 223-2141   传真 (082) 502-1189  

主页:  www.carp.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