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回 小前杯争奪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男子＞ 第１日目（１１／１２）の結果 

Ａリーグ 芳泉(岡山) 阪南(大阪) 柏原(丹有)  

 １位 芳泉 

 ２位  柏原 

 ３位  阪南 

芳泉(岡山)  ○41-40 ○70-57 

阪南(大阪) ×40-41  ×45-54 

柏原(丹有) ○54-45 ×57-70  

柏原 54（13－8，13－8，19－15，9－14）45 阪南 
芳泉 41（6－9，14－10，9－13，12－8）40 阪南 
芳泉 70（10－10，25－16，20－15，15－16）57 柏原 

 

Ｂリーグ 東輝(京都) 加古川(加古川) ゆりのき台(丹有)  

 １位 ゆりのき台 

 ２位  加古川 

 ３位  東輝 

東輝(京都)  ×37-54 ×28-74 

加古川(加古川) ○54-37  ×32-70 

ゆりのき台(丹有) ○74-28 ○70-32  

加古川 54（16－5，17－10，9－11，12－11）37 東輝 
ゆりのき台 70（19－12，10－8，22－2，19－10）32 加古川 
ゆりのき台 74（10－5，23－10，22－3，19－10）28 東輝 
 

Ｃリーグ 大宮(大阪) 野々池(明石) 狭間(丹有)  

 １位 狭間 

 ２位  大宮 

 ３位  野々池 

大宮(大阪)  ○65-61 ×67-50 

野々池(明石) ×61-65  ×42-55 

狭間(丹有) ○55-42 ○67-50  

狭間 55（17－15，8－8，14－6，16－13）42 野々池 
大宮 65（10－18，16－12，15－12，24－19）61 野々池 
狭間 67（18－5，14－17，17－12，18－15）50 大宮 
 

Ｄリーグ 竹野(豊岡) 丹有選抜 氷上(丹有)  

 １位 氷上 

 ２位  丹有選抜 

 ３位  竹野 

竹野(豊岡)  ×42-55 ×49-80 

丹有選抜 ○55-42  ×52-75 

氷上(丹有) ○80-49 ○75-52  

氷上 80（22－10，22－12，16－18，20－9）49 竹野 
氷上 75（29－10，11－8，20－15，15－19）52 丹有選抜 
丹有選抜 55（12－13，17－9，12－9，14－11）42 竹野 



第３５回 小前杯争奪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男子＞第２日目（１１／１３）の結果 

 

１～４位 決定戦 

１回戦    ゆりのき台 51（12－14，8－7，8－13，23－14）48 芳泉   
１回戦    氷上 83（15－6，20－12，17－20，31－11）49 狭間   
３位決    狭間 61（12－12，8－9，22－8，19－11）40 芳泉   
決勝戦    氷上 82（18－17，23－12，18－11，23－6）46 ゆりのき台   
 

５～８位 決定戦 

１回戦    加古川 45（9－8，18－13，9－11，9－12）44 柏原  
１回戦    丹有選抜 68（17－11，19－14，14－19，13－19，5－2）65 大宮   
７位決    大宮 72（17－9，12－20，29－11，14－22）62 柏原   
５位決    丹有選抜 56（14－15，17－14，13－8，12－10）47 加古川   
 

９～１２位 決定戦 

１回戦    東輝 39（5－12，9－8，11－6，14－9）35 阪南   
１回戦    竹野 51（8－6，13－7，16－6，14－7）26 野々池   
１１位決   野々池 45（6－4，10－4，19－5，10－16）29 阪南  
９位決    竹野 44（8－2，11－8，12－14，13－10）34 東輝   
 

終結果順位 

優勝 氷上 

２位  ゆりのき台 

３位  狭間 

４位  芳泉 

 ５位  丹有選抜 

 ６位  加古川 

 ７位 大宮 

 ８位  柏原 

 ９位 竹野 

 10位  東輝 

 11位  野々池 

 12位  阪南 

 

会場 三田松聖高等学校 

 

 
 
 
 
 



第３５回 小前杯争奪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女子＞ 第１日目（１１／１２）の結果 

Ａリーグ 琴陵(姫路) 丹有選抜 ゆりのき台(丹有)  

 １位 ゆりのき台 

 ２位  琴陵 

 ３位  丹有選抜 

琴陵(姫路)  ○58-41 ×50-58 

丹有選抜 ×41-58  ×57-64 

ゆりのき台(丹有) ○58-55 ○64-57  

琴陵 58（15－10，14－11，20－8，9－12）41 丹有選抜  
ゆりのき台 58（12－8，13－14，6－10，27－18）50 琴陵 
ゆりのき台 64（23－7，8－16，25－18，8－15）57 丹有選抜 
 

Ｂリーグ 峰塚(大阪) 和田山(朝来) 狭間(丹有)  

 １位 狭間 

 ２位  峰塚 

 ３位  和田山 

峰塚(大阪)  ○60-22 ×22-57 

和田山(朝来) ×22-60  ×44-77 

狭間(丹有) ○57-22 ○77-44  

狭間 77（30－12，10－8，20－9，17－15）44 和田山 
峰塚 60（18－5，23－3，8－5，11－9）22 和田山 
狭間 57（13－6，19－2，12－7，13－7）22 峰塚 
 

Ｃリーグ 岐南(岐阜) 夙川学院(西宮) 氷上(丹有)  

 １位 氷上 

 ２位  夙川 

 ３位  岐南 

岐南(岐阜)  ×15-115 ×22-123 

夙川学院(西宮) ○115-15  △48-48 

氷上(丹有) ○123-22 △48-48  

夙川 48（11－11，13－9，10－12，14－16）48 氷上 
夙川 115（36－4，29－5，18－4，32－2）15 岐南 
氷上 123（30－12，31－4，30－6，32－0）22 岐南 
 

Ｄリーグ 竜操(岡山) 加古川(加古川) けやき台(丹有)  

 １位 竜操 

 ２位 加古川 

 ３位 けやき台 

竜操(岡山)  ○74-33 ○62-35 

加古川(加古川) ×33-74  ○43-41 

けやき台(丹有) ×35-62 ×41-43  

加古川 43（16－6，13－12，13－12，7－17）41 けやき台 
竜 操 74（29－3，26－14，6－3，13－13）33 加古川 
竜 操 62（19－2，25－6，10－14，8－13）35 けやき台 



第３５回 小前杯争奪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大会  

＜女子＞第２日目（１１／１３）の結果 

 

１～４位 決定戦 

１回戦    竜操 77（21－9，16－18，15－12，25－11）50 氷上   
１回戦    夙川 45（16－4，7－5，9－14，13－16）39 狭間   
２位決    氷上 53（8－15，18－6，9－12，18－13）46 狭間  
交流戦    夙川 50（9－11，12－13，13－8，16－7）39 竜操   
※夙川は交流戦扱いのため、順位には入らない。 

 

５～８位 交流戦 

１回戦    琴陵 56（16－2，23－5，6－14，11－5）26 峰塚   
１回戦    ゆりのき台 68（16－13，18－8，17－8，17－8）37 加古川   
７位決    ゆりのき台 54（8－9，16－7，24－8，6－21）45 峰塚   
５位決    琴陵 76（27－4，25－6，13－8，11－15）33 加古川   
 

９～１２位 交流戦 

１回戦    丹有地区選抜 55（13－10，12－3，18－13，12－8）34 和田山   
１回戦    けやき台 54（16－2，14－10，8－12，16－19）43 岐南   
１１位決   和田山 59（8－9，9－4，26－11，16－9）33 岐南   
９位決    丹有選抜 36（7－11，12－4，8－11，9－10）36 けやき台   
 

終結果順位 

優勝 竜操 

２位  氷上 

３位  狭間 

４位  ゆりのき台 

 ５位～８位 
交流戦のため順位なし   

夙川、琴陵、峰塚、加古川 

 

 ９位 丹有選抜 
    けやき台 

 11位  和田山 

 12位  岐南 

 

会場 三田学園中学校 小寺ホール 

 
２日目、都合により、Ａリーグ１位ゆりのき台とＣリーグ２位夙川を入れ替えて行いま

し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