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29年9月30日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1,500m ２区 1,500m ３区 1,500m ４区 1,500m ５区 1,500m ６区 1,500m
総合記録 記録 5'16" 5'02" 5'17" 5'18" 5'36"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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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豊玉 選手 河原　実咲  (6) 阿比留大葉  (6) 波田　陽依  (6) 小川　心大  (5) 田口　心菜  (5) 松井　博輝  (6)

1 30 32'44" 区間 [3] 5'31" [1] 5'09" [5] 5'53" [4] 5'20" [3] 5'43" [2] 5'08"
酒井　拓郎 累計 [3] 5'31" [1] 10'40" [3] 16'33" [3] 21'53" [2] 27'36" [1] 32'44"
大船越陸上ｸﾗﾌﾞＡ 選手 一円菜々美  (6) 西川陽生汰  (6) 縫田　侑奈  (6) 縫田　幸星  (6) 吉野　涼菜  (6) 久和　大晟  (5)

2 21 32'49" 区間 [2] 5'27" [4] 5'18" [4] 5'48" [2] 5'04" 新 [1] 5'27" 新 [9] 5'45"
早田　まどか 累計 [2] 5'27" [4] 10'45" [4] 16'33" [1] 21'37" [1] 27'04" [2] 32'49"
比田勝小Ａ 選手 扇　　七帆  (6) 網代　蓮生  (5) 東　　優美  (5) 武末　健悟  (5) 大浦　芽良  (5) 井上　嘉人  (6)

3 60 33'12" 区間 [8] 5'42" [8] 5'24" [6] 5'55" [7] 5'38" [2] 5'34" 新 [1] 4'59" 新
池田　長政 累計 [8] 5'42" [6] 11'06" [6] 17'01" [6] 22'39" [5] 28'13" [3] 33'12"
久田小Ａ 選手 高山　遥葵  (5) 川上　優希  (5) 中尾　優花  (4) 根メ　花陽  (5) 西　　清音  (6) 庄司　聖哉  (6)

4 12 33'17" 区間 [4] 5'34" [2] 5'11" [1] 5'37" [3] 5'17" 新 [13] 6'20" [4] 5'18"
梅野　祐一 累計 [4] 5'34" [3] 10'45" [1] 16'22" [2] 21'39" [3] 27'59" [4] 33'17"
鶏鳴Ａ 選手 田中　陽菜  (6) 阿比留　翼  (6) 大部真奈加  (6) 末永　慈道  (6) 中庭　花凛  (5) 立花　春樹  (6)

5 20 33'20" 区間 [6] 5'36" [7] 5'23" [2] 5'38" [6] 5'36" [5] 5'52" [3] 5'15"
白石　一夫 累計 [6] 5'36" [5] 10'59" [5] 16'37" [4] 22'13" [4] 28'05" [5] 33'20"
美津島北部Ａ 選手 小田　雪華  (5) 大山　寛太  (6) 國重　歩花  (6) 原田　怜央  (5) 勝見　風李  (6) 築城　幸征  (6)

6 22 34'05" 区間 [1] 5'24" [5] 5'19" [3] 5'44" [17] 6'07" [4] 5'45" [10] 5'46"
里津　保成 累計 [1] 5'24" [2] 10'43" [2] 16'27" [5] 22'34" [6] 28'19" [6] 34'05"
乙宮小 選手 築城　有那  (5) 築城　優男  (5) 原田　ひめ  (4) 原田　愛琉  (6) 寺岡　涼奈  (4) 原田　翔大  (6)

7 31 34'51" 区間 [5] 5'35" [10] 5'34" [9] 6'12" [9] 5'40" [9] 6'13" [7] 5'37"
里津　里美 累計 [5] 5'35" [7] 11'09" [7] 17'21" [8] 23'01" [8] 29'14" [7] 34'51"
厳原小陸上Ａ 選手 大谷　佳愛  (6) 朝鍋　創太  (6) 大谷　美結  (6) 東　　秀叡  (6) 大﨑　花菜  (6) 溝江　圭悟  (6)

8 10 35'03" 区間 [7] 5'37" [19] 5'54" [19] 6'29" [1] 4'51" 新 [8] 6'12" [15] 6'00"
原　　勝 累計 [7] 5'37" [12] 11'31" [16] 18'00" [7] 22'51" [7] 29'03" [8] 35'03"
鶏鳴Ｂ 選手 熊本　　心  (6) 大部幸太郎  (5) 柏木　咲花  (6) 中尾　大誠  (6) 俵　　美姫  (6) 宇都宮礼哉  (6)

9 24 35'17" 区間 [11] 5'55" [16] 5'48" [9] 6'12" [11] 5'49" [6] 6'00" [5] 5'33"
白石　一夫 累計 [11] 5'55" [15] 11'43" [15] 17'55" [14] 23'44" [9] 29'44" [9] 35'17"
東小 選手 田中　璃海  (5) 糸瀨　孝海  (6) 原口紗優貴  (6) 一宮　礼汰  (6) 川迫未千保  (6) 浦瀬　　絆  (6)

10 41 35'35" 区間 [10] 5'51" [13] 5'40" [12] 6'15" [14] 5'55" [13] 6'20" [6] 5'34"
扇　　貴史 累計 [10] 5'51" [11] 11'31" [11] 17'46" [13] 23'41" [11] 30'01" [10] 35'35"
久田小Ｂ 選手 永留　真優  (5) 松永　大翔  (6) 西　　紅音  (4) 小島　優大  (5) 児玉　　葵  (5) 山崎　駿平  (5)

11 17 36'00" 区間 [19] 6'15" [12] 5'37" [7] 6'02" [7] 5'38" [21] 6'44" [8] 5'44"
岡﨑　　耕 累計 [19] 6'15" [16] 11'52" [13] 17'54" [10] 23'32" [14] 30'16" [11] 36'00"
佐須クラブＡ 選手 斉藤　真央  (5) 鎌田　和道  (6) 齋藤みずき  (5) 井田　泰成  (6) 松尾　和音  (5) 根メ　美琉  (6)

12 14 36'05" 区間 [20] 6'16" [6] 5'21" [16] 6'18" [10] 5'45" [11] 6'19" [18] 6'06"
坂口　重彦 累計 [20] 6'16" [14] 11'37" [14] 17'55" [12] 23'40" [10] 29'59" [12] 36'05"
西小 選手 須川　　藍  (6) 中村　脩希  (6) 阿比留千尋  (5) 島居　優成  (6) 渕上　蒼依  (6) 原谷　大雅  (6)

13 40 36'09" 区間 [13] 5'58" [10] 5'34" [15] 6'17" [5] 5'35" [22] 6'45" [15] 6'00"
本多　健一 累計 [13] 5'58" [13] 11'32" [12] 17'49" [9] 23'24" [12] 30'09" [13] 36'09"
比田勝小Ｂ 選手 立川世理奈  (5) 園田　啓豪  (6) 細井　小春  (6) 齋藤　俊介  (5) 原田　紗衣  (6) 糸瀬　　錬  (6)

14 62 36'09" 区間 [9] 5'43" [14] 5'43" [9] 6'12" [18] 6'20" [11] 6'19" [12] 5'52"
川口　邦春 累計 [9] 5'43" [8] 11'26" [9] 17'38" [15] 23'58" [15] 30'17" [14] 36'09"
厳原北 選手 阿比留璃海  (6) 阿比留来弥  (6) 阿比留みのり(4) 古瀬　賢弥  (6) 原田　紗羽  (4) 亀澤　葉生  (6)

15 11 36'15" 区間 [12] 5'56" [9] 5'32" [13] 6'16" [13] 5'54" [23] 6'51" [10] 5'46"
梶木　裕輔 累計 [12] 5'56" [9] 11'28" [10] 17'44" [11] 23'38" [16] 30'29" [15] 36'15"
仁田小 選手 糸瀬つぐみ  (5) 須川琥太郎  (6) 須川　　心  (5) 松村　直哉  (5) 斉藤　天美  (5) 江口　玲輝  (6)

16 50 36'17" 区間 [17] 6'13" [3] 5'16" [8] 6'08" [20] 6'25" [7] 6'08" [19] 6'07"
庄司　祐介 累計 [17] 6'13" [10] 11'29" [8] 17'37" [16] 24'02" [13] 30'10" [16] 36'17"
鶏鳴Ｃ 選手 近藤　依緒  (5) 中田歩志郎  (6) 本間　莉埜  (6) 永留　愛大  (6) 吉木　彩夏  (6) 田中　志輝  (6)

17 71 36'27" 区間 [15] 6'05" [16] 5'48" [13] 6'16" [16] 6'04" [10] 6'18" [14] 5'56"
白石　一夫 累計 [15] 6'05" [17] 11'53" [17] 18'09" [17] 24'13" [17] 30'31" [17] 36'27"
大船越陸上ｸﾗﾌﾞＢ 選手 黒岩　愛加  (5) 森山　　迅  (6) 犬束　美友  (5) 阿比留琉偉  (5) 黒岩　瑞歩  (5) 小島　秀仁  (6)

18 25 37'01" 区間 [14] 6'04" [18] 5'50" [18] 6'28" [12] 5'51" [20] 6'38" [20] 6'10"
早田　まどか 累計 [14] 6'04" [18] 11'54" [18] 18'22" [18] 24'13" [18] 30'51" [18] 37'01"
厳原小陸上Ｂ 選手 武藤　汐愛  (5) 大久保佑真  (5) 藏本　紅音  (5) 宮本　祥伍  (6) 原田　相模  (6) 栗田　　剛  (6)

19 15 37'53" 区間 [22] 6'30" [15] 5'45" [24] 7'08" [15] 6'01" [16] 6'28" [17] 6'01"
森　　祐輝 累計 [22] 6'30" [19] 12'15" [21] 19'23" [19] 25'24" [19] 31'52" [19] 37'53"
鶏鳴Ｄ 選手 田中　優芽  (5) 梅野　昊大  (5) 内野　美優  (5) 中島　祥太  (6) 上野　　稟  (6) 原　　蒼翔  (6)

20 74 37'57" 区間 [16] 6'11" [20] 6'13" [23] 6'49" [19] 6'21" [16] 6'28" [13] 5'55"
白石　一夫 累計 [16] 6'11" [20] 12'24" [19] 19'13" [20] 25'34" [20] 32'02" [20] 37'57"
鶏鳴Ｅ 選手 江口　なな  (6) 橘　　亮我  (5) 齊藤　陽詩  (5) 中島　　佑  (5) 吉野　杏珠  (5) 田中　涼太  (6)

21 75 39'29" 区間 [23] 6'35" [21] 6'28" [16] 6'18" [22] 7'13" [19] 6'37" [21] 6'18"
白石　一夫 累計 [23] 6'35" [22] 13'03" [20] 19'21" [22] 26'34" [22] 33'11" [21] 39'29"
佐須クラブＢ 選手 手束　舞柚  (5) 舎利倉直翔  (5) 木屋　柊香  (5) 山﨑　克紀  (5) 鈴木　芹奈  (4) 池田祐太朗  (5)

22 19 39'33" 区間 [18] 6'14" [22] 6'33" [22] 6'45" [21] 6'35" [24] 7'00" [22] 6'26"
梅津　良彦 累計 [18] 6'14" [21] 12'47" [22] 19'32" [21] 26'07" [21] 33'07" [22] 39'33"
豆酘ＴＡＣ 選手 岸川　　杏  (4) 勝井　　蓮  (5) 江口　憂曖  (5) 勝井　　聖  (4) 笹木　　萌  (6) 有地　公人  (6)

23 13 41'18" 区間 [24] 6'55" [23] 6'34" [19] 6'29" [24] 7'23" [15] 6'27" [23] 7'30"
宮本　勝博 累計 [24] 6'55" [24] 13'29" [24] 19'58" [24] 27'21" [24] 33'48" [23] 41'18"
美津島北部Ｂ 選手 築城　美怜  (5) 須川　莉暉  (4) 浦瀬　琉奈  (6) 俵　　和希  (5) 印束　心春  (6) 藤井　汰一  (5)

24 26 41'38" 区間 [21] 6'17" [24] 7'06" [21] 6'35" [23] 7'21" [16] 6'28" [24] 7'51"
里津　保成 累計 [21] 6'17" [23] 13'23" [23] 19'58" [23] 27'19" [23] 33'47" [24] 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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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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築城 皇来 豊玉 新 5'40 1 63 井上 結愛 豊玉 6'00

2 5 梅野 航大 厳原北 新 5'43 2 62 阿比留 陽南 豊玉 6'11

3 1 西山 瑠泉 厳原小 ﾀｲ 5'44 3 65 長野 紗英 東小 6'22

4 4 若松 颯 厳原小 5'46 4 67 高原 真那 仁田小 6'28

5 26 國分 倖 西小 5'47 5 51 勝見 愛那 鶏鳴 6'34

6 10 久和 蓮 久田小 5'48 6 40 平山 静夏 厳原小 6'42

7 8 中尾 尚貴 久田小 5'53 7 70 福井 波音 比田勝小 6'47

8 6 石橋 遥斗 厳原北 5'57 8 44 梅野 生実 厳原北 6'48

9 25 小島 琉輝 豊玉 5'57 9 41 柚谷 佳音 厳原小 6'51

10 27 武本 侑大 西小 5'58 10 49 大束 優奈 佐須クラブ 6'51

11 29 比田勝 優茉 東小 5'59 11 54 冨　 伊織 鶏鳴 6'53

12 2 松尾 春輝 厳原小 6'01 12 53 佐伯 明優 鶏鳴 6'55

13 11 平間 嵩志朗 久田小 6'01 13 48 内田 希依 佐須クラブ 6'58

14 28 原田 一冴 東小 6'07 14 47 西山 陽菜 佐須クラブ 7'02

15 3 松本 真和 厳原小 6'08 15 69 宮原 桜 比田勝小 7'02

16 31 下岸 隼士 比田勝小 6'11 16 42 平山 夏海 厳原小 7'03

17 22 大江 啓斗 大船越陸上C 6'13 17 66 山本 結花 東小 7'14

18 9 兒玉 結斗 久田小 6'20 18 56 中屋 華望 鶏鳴 7'19

19 14 平川 蓮弥 佐須クラブ 6'22 19 60 黒岩 芭菜 大船越陸上C 7'25

20 32 中村 優希 比田勝小 6'36 20 55 田川 桜子 鶏鳴 7'26

21 18 西山 結真 鶏鳴 6'45 21 68 大石 沙和 仁田小 7'46

22 20 小島 友桔 大船越陸上C 6'46 22 52 扇 心愛 鶏鳴 7'48

23 17 初村 一颯 佐須クラブ 6'46 23 61 小宮 夢 美津島北部 7'49

24 15 平川 咲弥 佐須クラブ 6'46 24 59 浦瀬 優 大船越陸上C 8'07

25 12 平間 悠之介 久田小 6'47 25 50 平間 愛梨 佐須クラブ 9'04

26 33 城崎 大夢 比田勝小 6'56

27 23 松山 弘毅 美津島北部 7'04

28 19 西 常葉 鶏鳴 7'15

29 30 春田 快翔 仁田小 7'37

30 7 松本 剛毅 久田小 7'44

31 21 小島 佑太 大船越陸上C 7'48

32 13 近藤　 爽蒼 豆酘TAC 7'53

33 16 寄兼 大夢 佐須クラブ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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