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30年9月29日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1.5km ２区 1.5km ３区 1.5km ４区 1.5km ５区 1.5km ６区 1.5km

総合記録 記録 5'16" 5'02" 5'17" 4'51" 5'27" 4'59"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久田小Ａ 選手 高山　遥葵  (6) 根メ　花陽  (6) 中尾　優花  (5) 久和　　蓮  (6) 熊本　珠希  (5) 川上　優希  (6)

1 12 32'37" 区間 [2] 5'27" [2] 5'09" [1] 5'32" [2] 5'21" [8] 6'02" [1] 5'06"

小松　和博 累計 [2] 5'27" [1] 10'36" [1] 16'08" [1] 21'29" [1] 27'31" [1] 32'37"

豊玉小 選手 田口　心菜  (6) 築城　皇来  (6) 小宮　　碧  (5) 西山　桜雅  (5) 井上　結愛  (6) 小川　心大  (6)

2 30 33'20" 区間 [1] 5'27" [9] 5'38" [6] 5'51" [5] 5'38" [1] 5'38" [2] 5'08"

山口　元気 累計 [1] 5'27" [4] 11'05" [3] 16'56" [3] 22'34" [2] 28'12" [2] 33'20"

鶏鳴Ａ 選手 中庭　花凜  (6) 國分聡汰朗  (6) 藤　優衣帆  (5) 黒岩蘭太朗  (5) 田中ひより  (5) 原　　煌牙  (5)

3 20 34'07" 区間 [5] 5'40" [6] 5'28" [5] 5'50" [3] 5'25" [5] 5'50" [11] 5'54"

白石　一夫 累計 [5] 5'40" [5] 11'08" [4] 16'58" [2] 22'23" [3] 28'13" [3] 34'07"

比田勝小Ａ 選手 大浦　芽良  (6) 網代　蓮生  (6) 原田　悠生  (5) 齋藤　俊介  (6) 東　　優美  (6) 武末　健悟  (6)

4 60 34'10" 区間 [4] 5'34" [5] 5'24" [3] 5'45" [13] 6'15" [4] 5'45" [3] 5'27"

糸瀬　健一 累計 [4] 5'34" [2] 10'58" [2] 16'43" [5] 22'58" [4] 28'43" [4] 34'10"

久田小Ｂ 選手 永留　真優  (6) 小島　遼玖  (6) 西　　紅音  (5) 山崎　駿平  (6) 児玉　　葵  (6) 小島　優大  (6)

5 17 34'27" 区間 [9] 6'03" [4] 5'17" [7] 5'56" [1] 5'20" [14] 6'18" [4] 5'33"

小松　和博 累計 [9] 6'03" [6] 11'20" [7] 17'16" [4] 22'36" [6] 28'54" [5] 34'27"

大船越陸上ｸﾗﾌﾞＡ 選手 黒岩美桜里  (5) 久和　大晟  (6) 黒岩　瑞歩  (6) 小島　徠斗  (5) 黒岩　愛加  (6) 縫田　脩貴  (5)

6 21 34'32" 区間 [16] 6'14" [7] 5'34" [4] 5'47" [4] 5'32" [3] 5'44" [7] 5'41"

早田まどか 累計 [16] 6'14" [11] 11'48" [8] 17'35" [6] 23'07" [5] 28'51" [6] 34'32"

佐須奈小 選手 糸瀬　陽菜  (6) 神宮愛香里  (4) 内山　杏美  (5) 永田凌太朗  (5) 大石ひなた  (6) 田村　良太  (6)

7 51 35'16" 区間 [3] 5'31" [14] 5'51" [2] 5'42" [12] 6'06" [11] 6'11" [13] 5'55"

齊藤　久美子 累計 [3] 5'31" [7] 11'22" [5] 17'04" [7] 23'10" [7] 29'21" [7] 35'16"

鶏鳴Ｂ 選手 吉野　杏珠  (6) 松本　篤志  (5) 田中　優芽  (6) 中島　凰介  (5) 藤原　栞那  (6) 大部幸太郎  (6)

8 24 35'51" 区間 [10] 6'04" [19] 6'23" [8] 5'58" [8] 5'59" [5] 5'50" [6] 5'37"

白石　一夫 累計 [10] 6'04" [17] 12'27" [14] 18'25" [12] 24'24" [10] 30'14" [8] 35'51"

厳原小 選手 播磨　佑奈  (5) 若松　　颯  (6) 東　　海華  (5) 矢野　勇太  (5) 久壽米木結衣(5) 若松　　歓  (5)

9 10 35'54" 区間 [17] 6'18" [1] 5'07" [13] 6'13" [7] 5'58" [16] 6'28" [9] 5'50"

山崎　貴之 累計 [17] 6'18" [9] 11'25" [9] 17'38" [8] 23'36" [9] 30'04" [9] 35'54"

東小 選手 小谷　　凜  (6) 長瀨　大翔  (5) 渕上　純奈  (6) 古藤　大貴  (6) 田中　璃海  (6) 原田　隼杜  (6)

10 41 35'58" 区間 [8] 6'02" [15] 5'53" [15] 6'15" [16] 6'26" [2] 5'39" [8] 5'43"

扇　　貴史 累計 [8] 6'02" [12] 11'55" [12] 18'10" [15] 24'36" [11] 30'15" [10] 35'58"

乙宮小Ａ 選手 築城　有那  (6) 築城　優男  (6) 寺岡　涼奈  (5) 梅野　　朔  (6) 原田　ひめ  (5) 原田　康誠  (5)

11 31 36'18" 区間 [7] 5'53" [3] 5'11" [10] 6'04" [17] 6'31" [12] 6'12" [21] 6'27"

井手　裕介 累計 [7] 5'53" [3] 11'04" [6] 17'08" [9] 23'39" [8] 29'51" [11] 36'18"

仁田小 選手 糸瀬つぐみ  (6) 須川  太遥(5) 須川　　心  (6) 阿比留悠道  (5) 斉藤　天美  (6) 松村　直哉  (6)

12 50 36'41" 区間 [14] 6'11" [15] 5'53" [12] 6'11" [10] 6'04" [9] 6'06" [18] 6'16"

城　謙一郎 累計 [14] 6'11" [14] 12'04" [13] 18'15" [10] 24'19" [12] 30'25" [12] 36'41"

大船越陸上ｸﾗﾌﾞＢ 選手 犬束　美友  (6) 吉野　将磨  (5) 小島　望愛  (4) 井　　悠祐  (5) 黒岩　芭菜  (6) 黒岩　恒志  (5)

13 25 36'49" 区間 [19] 6'22" [12] 5'46" [18] 6'35" [6] 5'47" [20] 6'45" [5] 5'34"

早田まどか 累計 [19] 6'22" [16] 12'08" [18] 18'43" [14] 24'30" [17] 31'15" [13] 36'49"

厳原北小 選手 阿比留みのり(5) 石橋　遥斗  (6) 佐伯　愛莉  (5) 横田　海暉  (5) 小島未結羽  (6) 浦田　上総  (6)

14 11 36'51" 区間 [12] 6'06" [11] 5'39" [19] 6'41" [9] 6'03" [17] 6'29" [10] 5'53"

梶木　裕輔 累計 [12] 6'06" [10] 11'45" [15] 18'26" [13] 24'29" [14] 30'58" [14] 36'51"

サナーズ 選手 髙石　依蓮  (5) 財部　幸和  (6) 緒方　　結  (5) 宮原　　仁  (6) 池田　美裕  (5) 新川　聖人  (6)

15 61 36'58" 区間 [6] 5'46" [9] 5'38" [16] 6'23" [18] 6'33" [19] 6'44" [11] 5'54"

佐名　　浩 累計 [6] 5'46" [8] 11'24" [10] 17'47" [11] 24'20" [15] 31'04" [15] 36'58"

鶏鳴Ｃ 選手 小島　恋粋  (5) 瀬川　優志  (5) 齊藤　陽詩  (6) 藤島　悠太  (5) 内野　美優  (6) 澁江　海翼  (5)

16 71 37'11" 区間 [11] 6'05" [20] 6'25" [13] 6'13" [11] 6'05" [10] 6'09" [16] 6'14"

白石　一夫 累計 [11] 6'05" [19] 12'30" [17] 18'43" [16] 24'48" [13] 30'57" [16] 37'11"

佐須クラブ 選手 齊藤みずき  (6) 池田祐太朗  (6) 斉藤　真央  (6) 山﨑　克紀  (6) 手束　舞柚  (6) 舎利倉直翔  (6)

17 14 37'29" 区間 [13] 6'08" [13] 5'48" [11] 6'06" [21] 7'13" [13] 6'14" [14] 6'00"

日高　　睦 累計 [13] 6'08" [13] 11'56" [11] 18'02" [17] 25'15" [18] 31'29" [17] 37'29"

比田勝小Ｂ 選手 宮原　盛后  (5) 森山　瑠偉  (6) 園田　渚智  (5) 比田勝祐輝  (5) 立川世里奈  (6) 天瀬誠之介  (6)

18 62 38'06" 区間 [15] 6'13" [17] 6'16" [9] 6'00" [20] 6'47" [5] 5'50" [23] 7'00"

糸瀬　健一 累計 [15] 6'13" [18] 12'29" [16] 18'29" [18] 25'16" [16] 31'06" [18] 38'06"

鶏鳴Ｄ 選手 國分ののは  (5) 大浦　悠太  (5) 犬束　聖瑞  (5) 白石　憧哉  (5) 中屋　華望  (6) 吉村　羚音  (5)

19 75 38'10" 区間 [18] 6'21" [18] 6'21" [17] 6'29" [14] 6'20" [18] 6'30" [15] 6'09"

白石　一夫 累計 [18] 6'21" [20] 12'42" [19] 19'11" [19] 25'31" [19] 32'01" [19] 38'10"

西小 選手 阿比留千尋  (6) 米田　健心  (6) 旭　　希望  (6) 永留　康靖  (6) 永留　玲奈  (6) 阿比留大雅  (5)

20 40 38'20" 区間 [20] 6'31" [7] 5'34" [22] 7'14" [15] 6'21" [15] 6'26" [16] 6'14"

本多　健一 累計 [20] 6'31" [15] 12'05" [20] 19'19" [20] 25'40" [20] 32'06" [20] 38'20"

乙宮小Ｂ 選手 築城ひかり  (4) 小麦　奏斗  (5) 中島　優心  (4) 小麦　偉斗  (4) 原田　美南  (4) 須川　流依  (6)

21 35 40'43" 区間 [21] 6'33" [21] 6'30" [23] 7'29" [19] 6'38" [22] 6'59" [22] 6'34"

井手　裕介 累計 [21] 6'33" [21] 13'03" [22] 20'32" [21] 27'10" [21] 34'09" [21] 40'43"

美津島北部Ｂ 選手 小田　心音  (4) 犬束　颯志  (4) 國重　結来  (4) 藤井　汰一  (6) 俵　　美空  (4) 須川　莉暉  (5)

22 26 41'38" 区間 [22] 6'39" [22] 6'31" [20] 6'57" [22] 7'14" [23] 8'00" [19] 6'17"

里津　保成 累計 [22] 6'39" [22] 13'10" [21] 20'07" [22] 27'21" [22] 35'21" [22] 41'38"

豆酘TAC 選手 佐伯　　柚  (6) 近藤　爽蒼  (5) 岸川　　杏  (5) 勝井　　聖  (5) 江口　憂曖  (6) 勝井　　蓮  (6)

23 13 41'41" 区間 [23] 6'43" [23] 7'23" [21] 7'04" [23] 7'27" [21] 6'46" [20] 6'18"

野呂　俊晴 累計 [23] 6'43" [23] 14'06" [23] 21'10" [23] 28'37" [23] 35'23" [23] 41'41"

No.

平成３０年度　対馬市小学生駅伝大会記録一覧表

順
位



男子1.5ｋｍ 女子1.5ｋｍ

順位
ナンバー
カード 所　　属 順位

ナンバー
カード 所　　属

1 32 原田 怜央 美津島北部 5'37" 1 52 井上 真奈 豊玉小 5'50"

2 7 永留 総一郎 久田小 5'41" 2 61 築城 美怜 美津島北部 5'57"

3 5 惣島 一真 久田小 5'42" 3 60 住屋 ひかり 佐須奈小 6'00"

4 21 西川 生咲 大船越RC 5'43" 4 59 糸瀬 萌衣 仁田小 6'01"

5 31 犬束 奏瑛 サナーズ 5'54" 5 56 阿比留 萌 西小 6'20"

6 6 兒玉 結斗 久田小 5'56" 6 50 田口 萌果 大船越RC 6'20"

7 2 吉田 隼佑 厳原小 5'59" 7 41 平山 凜 厳原小 6'26"

8 1 松尾 春輝 厳原小 6'00" 8 44 松尾 和音 佐須クラブ 6'28"

9 8 梅野 煌央 久田小 6'04" 9 42 古瀬 あかり 厳原北小 6'30"

10 22 阿比留 琉偉 大船越RC 6'05" 10 43 梅野 生実 厳原北小 6'32"

11 28 小宮　 颯真 仁田小 6'06" 11 54 原田 咲彩 西小 6'33"

12 33 松山 弘毅 美津島北部 6'06" 12 45 木屋 柊香 佐須クラブ 6'38"

13 4 石橋 蓮斗 厳原北小 6'10" 13 40 立花 来和 厳原小 6'41"

14 9 鳥羽 瞳秀 久田小 6'12" 14 58 山本 結花 東小 6'41"

15 12 平川 蓮弥 佐須クラブ 6'22" 15 57 野村 唯 東小 6'54"

16 26 原田 虎太朗 東小 6'23" 16 47 早田 梨々花 鶏鳴 6'56"

17 14 小田 幸雅 鶏鳴 6'23" 17 53 國分 日菜乃 西小 6'57"

18 25 平間 悠之介 豊玉小 6'24" 18 48 勝見 愛那 鶏鳴 7'00"

19 27 村瀬 聡汰 東小 6'30" 19 49 田中 望叶 鶏鳴 7'03"

20 11 平川 咲弥 佐須クラブ 6'36" 20 46 俵 梨乃 鶏鳴 7'07"

21 3 亀澤 水都 厳原北小 6'39" 21 55 永留 椎華 西小 7'41"

22 23 齊藤 巧夢 美津島北部 6'40" 22 62 小宮 夢 美津島北部 7'43"

23 17 中村 陽晴 鶏鳴 6'45"

24 29 山本 千晶 比田勝小 6'46"

25 16 橘井 優 鶏鳴 6'49"

26 19 小島 佑太 大船越RC 6'56"

27 34 俵 和希 美津島北部 6'57"

28 30 小島 賢 サナーズ 6'57"

29 24 斉藤 悠真 美津島北部 7'58"

30 10 佐伯 優斗 豆酘TAC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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