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回　対馬小学生駅伝大会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２年１１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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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4:45 5:15 5:08 5:09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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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ＴＣ対馬Ａ 選手 阿比留未結  (6) 楠原　厚平  (6) 藤　　らら  (5) 俵　　匠生  (6) 畑島　　百  (5) 川本　悠太  (6)

1 28 31:36 新 区間 [2] 5:28 [2] 5:12 [1] 5:24 [1] 4:53 新 [1] 5:27 [3] 5:12

藤　　拓美 累計 [2] 5:28 [1] 10:40 [1] 16:04 [1] 20:57 [1] 26:24 [1] 31:36

久田Ａ 選手 小島　りく  (5) 惣島　　遼  (5) 中尾　百花  (4) 永留総一郎  (6) 庄司　莉愛  (6) 庄司　旬汰  (6)

2 12 32:41 区間 [9] 5:51 [1] 4:58 [2] 5:42 [2] 5:20 [5] 5:53 [1] 4:57 ﾀｲ

梅野　祐一 累計 [9] 5:51 [2] 10:49 [2] 16:31 [2] 21:51 [2] 27:44 [2] 32:41

鶏鳴Ａ 選手 寺田　千愛  (6) 阿比留聡真  (6) 佐々木初華  (6) 酒井　　良  (5) 江口　みお  (6) 國分僚汰朗  (5)

3 20 33:41 区間 [3] 5:36 [4] 5:20 [5] 5:50 [3] 5:24 [3] 5:49 [9] 5:42

佐藤ちひろ 累計 [3] 5:36 [3] 10:56 [3] 16:46 [3] 22:10 [3] 27:59 [3] 33:41

厳原 選手 平尾　璃子  (6) 堀川　蒼真  (6) 安田　瑛乃  (6) 古藤　瑞生  (6) 諫山　莉子  (4) 田中　蒼龍  (6)

4 10 34:00 区間 [5] 5:40 [6] 5:26 [5] 5:50 [8] 5:45 [4] 5:52 [5] 5:27

古藤　貢 累計 [5] 5:40 [4] 11:06 [5] 16:56 [4] 22:41 [5] 28:33 [4] 34:00

豊玉Ａ 選手 波多野愛奈  (6) 田口　凱大  (6) 藤川　優空  (6) 安田　優汰  (6) 居村　祐侑  (6) 安田　歩生  (5)

5 30 34:03 区間 [4] 5:38 [10] 5:38 [15] 6:09 [6] 5:42 [6] 5:55 [2] 5:01

山口　元気 累計 [4] 5:38 [7] 11:16 [9] 17:25 [8] 23:07 [7] 29:02 [5] 34:03

久田Ｂ 選手 桑原　　雫  (5) 杉本　真昊  (5) 兒玉　彩音  (6) 山上虎太郎  (6) 山下　櫻華  (6) 久和廉太朗  (6)

6 17 34:35 区間 [14] 5:58 [3] 5:19 [8] 6:01 [5] 5:40 [8] 6:05 [6] 5:32

梅野　祐一 累計 [14] 5:58 [8] 11:17 [8] 17:18 [7] 22:58 [8] 29:03 [7] 34:35

厳原北 選手 鮫嶋あずさ  (6) 中尾　逢叶  (6) 古瀬あかり  (6) 梅野　隆聖  (5) 時津　　心  (6) 浜田　颯太  (6)

7 11 34:36 区間 [7] 5:47 [5] 5:22 [4] 5:48 [9] 5:47 [14] 6:16 [8] 5:36

森本　義久 累計 [7] 5:47 [6] 11:09 [6] 16:57 [5] 22:44 [6] 29:00 [8] 34:36

比田勝Ａ 選手 向井　莉緒  (6) 山本　千晶  (6) 石山　ゆず  (5) 宮原　健生  (5) 原田　有優  (6) 網代　遥馬  (6)

8 60 34:53 区間 [8] 5:49 [10] 5:38 [12] 6:06 [14] 5:59 [7] 5:59 [4] 5:22

糸瀬　健一 累計 [8] 5:49 [10] 11:27 [10] 17:33 [10] 23:32 [10] 29:31 [9] 34:53

ＬＴＣ対馬Ｂ 選手 栗屋　初妃  (6) 阿比留健太  (5) 石山　華菜  (5) 俵　　充輝  (4) 阿比留絵美  (6) 立花　海斗  (5)

9 29 35:08 区間 [6] 5:41 [12] 5:40 [7] 5:56 [11] 5:52 [11] 6:11 [10] 5:48

藤　　拓美 累計 [6] 5:41 [9] 11:21 [7] 17:17 [9] 23:09 [9] 29:20 [10] 35:08

鶏鳴Ｂ 選手 原　　叶恋  (5) 山口　裕輝  (5) 田中　沙弥  (6) 中庭　快斗  (5) 西山日凪未  (6) 伯野晴太朗  (6)

10 24 35:40 区間 [12] 5:53 [7] 5:36 [14] 6:08 [14] 5:59 [13] 6:12 [11] 5:52

佐藤ちひろ 累計 [12] 5:53 [11] 11:29 [11] 17:37 [12] 23:36 [11] 29:48 [11] 35:40

久田Ｃ 選手 杉原　星七  (4) 庄司　煌翔  (4) 庄司　紗埜  (4) 河本　太陽  (4) 増田　優唯  (6) 斉藤　昂大  (6)

11 70 36:21 区間 [18] 6:10 [7] 5:36 [11] 6:05 [7] 5:44 [25] 6:52 [13] 5:54

梅野　祐一 累計 [18] 6:10 [13] 11:46 [13] 17:51 [11] 23:35 [12] 30:27 [12] 36:21

東Ａ 選手 宮本　真有  (5) 長野　蓮志  (5) 長瀨　美来  (5) 小谷　　望  (5) 宮本　紗英  (5) 山田　凱大  (6)

12 41 36:31 区間 [13] 5:55 [13] 5:41 [17] 6:15 [17] 6:10 [20] 6:30 [15] 6:00

梶木　裕輔 累計 [13] 5:55 [12] 11:36 [12] 17:51 [13] 24:01 [14] 30:31 [13] 36:31

美津島北部Ａ 選手 國重　結来  (6) 齊藤　巧夢  (6) 俵　　美空  (6) 原田　徠琥  (5) 小田　心音  (6) 犬束　颯志  (6)

13 22 36:33 区間 [19] 6:14 [9] 5:37 [22] 6:37 [10] 5:48 [18] 6:22 [14] 5:55

林　　祐樹 累計 [19] 6:14 [14] 11:51 [17] 18:28 [16] 24:16 [16] 30:38 [14] 36:33

西 選手 多田　宇那  (5) 渕上　琥鉄  (6) 須川　咲希  (6) 杉山　悠太  (6) 須川　　彩  (5) 山﨑太久海  (5)

14 40 36:34 区間 [15] 6:02 [17] 5:56 [18] 6:16 [17] 6:10 [8] 6:05 [17] 6:05

扇　　貴史 累計 [15] 6:02 [16] 11:58 [15] 18:14 [17] 24:24 [13] 30:29 [15] 36:34

大船越Ａ 選手 田口　萌果  (6) 松本　隼人  (6) 犬束　妃花  (6) 金丸　　驍  (4) 西川　一叶  (6) 山川　瑛輔  (5)

15 21 36:38 区間 [11] 5:52 [26] 6:28 [20] 6:27 [4] 5:28 [24] 6:51 [6] 5:32

嶋田　貴臣 累計 [11] 5:52 [19] 12:20 [20] 18:47 [15] 24:15 [18] 31:06 [16] 36:38

順
位

No.



第３０回　対馬小学生駅伝大会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２年１１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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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4:45 5:15 5:08 5:09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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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位

No.

仁田 選手 武末　美桜  (6) 北倉　琉星  (6) 橘　　咲花  (6) 糸瀬　　稔  (6) 阿比留叶寧  (6) 小宮　琉斗  (6)

16 50 36:40 区間 [23] 6:18 [23] 6:19 [9] 6:03 [13] 5:58 [10] 6:09 [12] 5:53

城　謙一郎 累計 [23] 6:18 [22] 12:37 [19] 18:40 [18] 24:38 [17] 30:47 [17] 36:40

鶏鳴Ｄ 選手 吉村　美空  (5) 川元　康生  (5) 小島　寧彩  (5) 犬束　斗晃  (5) 阿比留羽伽  (5) 川端　啓奨  (5)

17 74 36:45 区間 [17] 6:07 [16] 5:53 [10] 6:04 [16] 6:08 [15] 6:19 [19] 6:14

佐藤ちひろ 累計 [17] 6:07 [17] 12:00 [14] 18:04 [14] 24:12 [15] 30:31 [18] 36:45

鶏鳴Ｅ 選手 小島　心白  (4) 犬束　　悠  (4) 藤原菜々花  (4) 上松　大夢  (4) 田中　穂望  (4) 西山　櫻翼  (4)

18 75 37:53 区間 [26] 6:29 [20] 6:08 [16] 6:11 [20] 6:11 [15] 6:19 [23] 6:35

佐藤ちひろ 累計 [26] 6:29 [23] 12:37 [21] 18:48 [20] 24:59 [19] 31:18 [19] 37:53

豊玉Ｂ 選手 開　　彩瑛  (6) 平江　天空  (6) 長郷　　凜  (6) 波多　航誠  (6) 平間　心晴  (4) 開　　陽翔  (6)

19 34 38:16 区間 [20] 6:14 [28] 6:39 [21] 6:34 [25] 6:32 [11] 6:11 [18] 6:06

山口　元気 累計 [20] 6:14 [26] 12:53 [25] 19:27 [24] 25:59 [22] 32:10 [20] 38:16

鶏鳴Ｆ 選手 當麻　　心  (5) 俵　　英虎  (5) 岩田　紋寧  (4) 鶴岡　侑和  (4) 楠原　ゆい  (4) 西山　永愛  (5)

20 76 38:18 区間 [16] 6:05 [24] 6:25 [12] 6:06 [21] 6:23 [19] 6:25 [28] 6:54

佐藤ちひろ 累計 [16] 6:05 [20] 12:30 [18] 18:36 [21] 24:59 [20] 31:24 [21] 38:18

乙宮Ａ 選手 犬束　美月  (6) 小麦　偉斗  (6) 築城ひかり  (6) 原田　遥仁  (4) 中島　優心  (6) 原田　壮悟  (4)

21 31 38:28 区間 [10] 5:51 [19] 6:05 [19] 6:18 [27] 6:40 [23] 6:44 [26] 6:50

井手　裕介 累計 [10] 5:51 [15] 11:56 [16] 18:14 [19] 24:54 [21] 31:38 [22] 38:28

サナーズ 選手 池田　愛唯  (4) 犬束　奏瑛  (6) 春田　結菜  (4) 財前　英司  (4) 武末　桜來  (3) 阿比留哲也  (5)

22 61 38:45 区間 [25] 6:23 [13] 5:41 [28] 6:59 [17] 6:10 [30] 7:13 [21] 6:19

佐名　　浩 累計 [25] 6:23 [18] 12:04 [22] 19:03 [22] 25:13 [23] 32:26 [23] 38:45

比田勝Ｂ 選手 向井　結奈  (5) 山城　昂汰  (6) 大浦　寧々  (4) 神之浦俊太朗(5) 今村　心寧  (5) 大浦　夢月  (6)

23 62 39:15 区間 [30] 6:44 [18] 6:00 [27] 6:52 [28] 6:43 [22] 6:42 [19] 6:14

糸瀬　健一 累計 [30] 6:44 [24] 12:44 [26] 19:36 [27] 26:19 [26] 33:01 [24] 39:15

東Ｂ 選手 長野　瑠生  (6) 川迫大久朗  (5) 八坂　心愛  (4) 平山凜汰郎  (4) 山根　愛央  (5) 姉川　叶琥  (5)

24 43 39:18 区間 [27] 6:32 [21] 6:13 [25] 6:41 [24] 6:30 [26] 6:54 [22] 6:28

比田勝開斗 累計 [27] 6:32 [25] 12:45 [24] 19:26 [23] 25:56 [25] 32:50 [25] 39:18

鶏鳴Ｇ 選手 陶山　千璃  (6) 田口　想輝  (5) 佐伯　柚香  (5) 阿比留真紗也(4) 寺崎　早智  (5) 田口　智輝  (5)

25 77 39:24 区間 [22] 6:17 [29] 6:47 [26] 6:42 [23] 6:26 [17] 6:20 [27] 6:52

佐藤ちひろ 累計 [22] 6:17 [28] 13:04 [27] 19:46 [26] 26:12 [24] 32:32 [26] 39:24

大船越Ｂ 選手 柴原　　彩  (5) 小宮　大輝  (6) 川﨑　聖羅  (5) 瀨川　柊弥  (5) 川﨑　聖奈  (5) 勝木　奏太  (5)

26 25 39:42 区間 [29] 6:43 [27] 6:36 [23] 6:40 [22] 6:25 [21] 6:39 [24] 6:39

嶋田　貴臣 累計 [29] 6:43 [29] 13:19 [28] 19:59 [28] 26:24 [27] 33:03 [27] 39:42

美津島北部Ｂ 選手 古藤　望愛  (3) 原田　毅龍  (4) 小島　　唯  (3) 浦瀬　　昴  (5) 須川　礼桜  (5) 原田　快斗  (6)

27 26 40:25 区間 [28] 6:34 [24] 6:25 [30] 7:02 [26] 6:37 [27] 6:59 [25] 6:48

林　　祐樹 累計 [28] 6:34 [27] 12:59 [29] 20:01 [29] 26:38 [29] 33:37 [28] 40:25

佐須クラブ 選手 小島望久亜  (6) 齋藤眞之介  (5) 小島　瑠依  (5) 松尾　知紘  (4) 皆川　舞夏  (5) 一宮　日向  (4)

28 14 40:34 区間 [21] 6:15 [22] 6:18 [23] 6:40 [29] 6:50 [28] 7:05 [30] 7:26

吉川　豪洋 累計 [21] 6:15 [21] 12:33 [23] 19:13 [25] 26:03 [28] 33:08 [29] 40:34

乙宮Ｂ 選手 原田　美南  (6) 糸瀨　悠人  (5) 築城　芽依  (4) 中島駿太朗  (4) 須川　　雛  (6) 築城　圭太  (4)

29 35 43:30 区間 [24] 6:22 [30] 7:36 [28] 6:59 [30] 7:59 [29] 7:09 [29] 7:25

井手　裕介 累計 [24] 6:22 [30] 13:58 [30] 20:57 [30] 28:56 [30] 36:05 [30] 43:30

佐須奈 選手 山本　果朋  (6) 小崎　心晴  (5) 住屋　ひかり(6) 内山こゆき  (5) 神宮愛香里  (6) 小崎　遼祐  (6)

51 34:29 区間 [1] 5:22 [15] 5:44 [3] 5:47 [12] 5:57 [2] 5:39 [15] 6:00

上田　恭平 累計 [1] 5:22 [5] 11:06 [4] 16:53 [6] 22:50 [4] 28:29 [6] 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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