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27年度　対馬市小学生駅伝大会　記録一覧表
平成27年10月3日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1,400m ２区 1,400m ３区 1,400m ４区 1,400m ５区 1,400m ６区 1,400m

総合記録 記録 5'02" 4'46" 5'06" 4'56" 5'1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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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鶏鳴A 選手 永井　日和  (5) 横瀬　将弘  (6) 阿比留莉胡  (6) 小島直大郎  (6) 檀浦麻菜香  (6) 小島　空翔  (6)

1 12 30'35" 新 区間 [2] 5'06" [1] 4'36" 新 [3] 5'23" [1] 5'04" [2] 5'26" [4] 5'00"

嶋田　俊二 累計 [2] 5'06" [1] 9'42" [1] 15'05" [1] 20'09" [1] 25'35" [1] 30'35"

大船越Ａ 選手 黒岩　咲良  (6) 久和丈一郎  (6) 黒岩　芽依  (5) 金丸　宗蔵  (5) 黒岩　　悠  (6) 堀江　慶宗  (6)

2 14 31'21" 区間 [1] 4'52" 新 [2] 4'53" [5] 5'29" [3] 5'15" [3] 5'28" [7] 5'24"

松村　龍弥 累計 [1] 4'52" [2] 9'45" [2] 15'14" [2] 20'29" [2] 25'57" [2] 31'21"

久田小Ａ 選手 保楊枝乃綾  (5) 山田　爽太  (5) 山根　麻生  (6) 山崎　滉平  (6) 松永　　愛  (6) 中庭正太郎  (6)

3 3 31'25" 区間 [5] 5'17" [5] 5'05" [2] 5'22" [2] 5'14" [5] 5'34" [2] 4'53" 新

小松　和博 累計 [5] 5'17" [4] 10'22" [3] 15'44" [3] 20'58" [4] 26'32" [3] 31'25"

比田勝小 選手 林　　凜和  (5) 小宮　尚栄  (6) 比田勝由衣  (5) 修行　夢空  (6) 一宮　真由  (6) 角田　柊悟  (6)

4 23 31'32" 区間 [3] 5'14" [7] 5'09" [9] 5'39" [8] 5'23" [1] 5'06" 新 [5] 5'01"

中島　恭兵 累計 [3] 5'14" [5] 10'23" [5] 16'02" [5] 21'25" [3] 26'31" [4] 31'32"

厳原小陸上Ａ 選手 松本　光羽  (6) 播磨　拓海  (6) 長瀬凛々愛  (5) 糸瀬　天晴  (6) 小林　　凜  (5) 福井　裕之  (6)

5 1 32'25" 区間 [16] 5'39" [6] 5'08" [16] 5'48" [7] 5'22" [8] 5'38" [1] 4'50" 新

板倉　英史 累計 [16] 5'39" [10] 10'47" [12] 16'35" [9] 21'57" [7] 27'35" [5] 32'25"

乙宮小 選手 築城　莉奈  (5) 原田　　剣  (6) 原田　純蓮  (6) 築城　盛敬  (6) 中島　心暖  (5) 島田　悠将  (6)

6 18 32'47" 区間 [4] 5'16" [4] 4'57" [18] 5'50" [15] 5'39" [18] 6'06" [3] 4'59"

小川　郷弘 累計 [4] 5'16" [3] 10'13" [6] 16'03" [6] 21'42" [10] 27'48" [6] 32'47"

東小 選手 以南　祐希  (6) 網本　佳悟  (6) 小島あかり  (6) 長野　好誠  (6) 田中　優良  (5) 一宮　勇利  (6)

7 21 32'53" 区間 [12] 5'35" [2] 4'53" [6] 5'30" [5] 5'17" [11] 5'50" [20] 5'48"

松島　敏實 累計 [12] 5'35" [6] 10'28" [4] 15'58" [4] 21'15" [5] 27'05" [7] 32'53"

西小A 選手 國分　来未  (6) 青栁　貴之  (6) 阿比留香菜子(6) 青栁　孝亮  (6) 佐伯　胡桃  (6) 島居　孝幸  (5)

8 19 33'03" 区間 [10] 5'31" [19] 5'33" [1] 5'20" [13] 5'36" [4] 5'33" [8] 5'30"

村瀬　康展 累計 [10] 5'31" [17] 11'04" [10] 16'24" [11] 22'00" [6] 27'33" [8] 33'03"

鶏鳴B 選手 松島　　花  (6) 波多野　侑  (6) 黒岩　偲乃  (6) 藤田　　快  (6) 陶山　珠莉  (6) 寺崎　優太  (5)

9 13 33'06" 区間 [21] 6'05" [14] 5'23" [4] 5'28" [9] 5'25" [5] 5'34" [6] 5'11"

松尾　　実 累計 [21] 6'05" [20] 11'28" [18] 16'56" [16] 22'21" [11] 27'55" [9] 33'06"

大船越Ｃ 選手 吉野　涼菜  (4) 西川陽生汰  (4) 一円菜々美  (4) 森山　　迅  (4) 瀨川ヒカリ  (5) 縫田　幸星  (4)

10 16 33'14" 区間 [11] 5'33" [8] 5'10" [11] 5'42" [11] 5'31" [10] 5'47" [11] 5'31"

松村　龍弥 累計 [11] 5'33" [9] 10'43" [11] 16'25" [8] 21'56" [8] 27'43" [10] 33'14"

仁田小 選手 大石　真滉  (6) 糸瀬　上総  (6) 須川友貴奈  (6) 北倉　青波  (5) 古賀　優南  (6) 縫田　雄人  (5)

11 22 33'22" 区間 [6] 5'22" [8] 5'10" [8] 5'38" [17] 5'41" [14] 5'53" [14] 5'38"

原田　淳司 累計 [6] 5'22" [7] 10'32" [7] 16'10" [7] 21'51" [9] 27'44" [11] 33'22"

豊玉小陸上Ｃ 選手 居村　祐佳  (5) 古谷　大翔  (5) 阿比留　環  (5) 小田　容史  (5) 佐伯　有郁  (6) 河原　直季  (6)

12 17 33'35" 区間 [9] 5'26" [10] 5'11" [13] 5'43" [22] 6'00" [9] 5'45" [8] 5'30"

酒井　拓郎 累計 [9] 5'26" [8] 10'37" [8] 16'20" [15] 22'20" [15] 28'05" [12] 33'35"

久田小Ｂ 選手 小島　碧衣  (6) 平間　慈人  (6) 波田　愛華  (6) 橘　　泰我  (6) 江口　泉希  (6) 堺　　洸貴  (6)

13 4 33'40" 区間 [17] 5'40" [14] 5'23" [11] 5'42" [6] 5'19" [15] 5'55" [15] 5'41"

大浦　秀喜 累計 [17] 5'40" [16] 11'03" [16] 16'45" [12] 22'04" [13] 27'59" [13] 33'40"

大船越Ｂ 選手 西川　海琴  (6) 井　　琢郎  (5) 平松和香菜  (5) 城田　湧生  (6) 大江　実久  (6) 森山　翔稀  (6)

14 15 33'40" 区間 [18] 5'41" [12] 5'17" [13] 5'43" [15] 5'39" [7] 5'36" [18] 5'44"

佐藤孝太郎 累計 [18] 5'41" [14] 10'58" [14] 16'41" [14] 22'20" [12] 27'56" [14] 33'40"

ＫＡＣ 選手 国分　和花  (4) 久和　斗哉  (6) 山田　桜子  (4) 田中　陽大  (6) 西　　清音  (4) 橘　　海亜  (5)

15 7 33'44" 区間 [13] 5'36" [12] 5'17" [6] 5'30" [12] 5'35" [16] 6'03" [17] 5'43"

里津　保成 累計 [13] 5'36" [11] 10'53" [9] 16'23" [10] 21'58" [14] 28'01" [15] 33'44"

厳原北小 選手 梅野奈留美  (6) 阿比留来弥  (4) 浦田　彩歌  (6) 浜田　優亜  (6) 梅野　青空  (6) 平原　瑞己  (6)

16 8 33'46" 区間 [8] 5'23" [17] 5'31" [16] 5'48" [17] 5'41" [13] 5'52" [11] 5'31"

日高　　睦 累計 [8] 5'23" [12] 10'54" [15] 16'42" [17] 22'23" [16] 28'15" [16] 33'46"

厳原小陸上Ｂ 選手 豊田ゆいな  (6) 俵　　聡昌  (5) 釜山　果歩  (6) 青柳暖生地  (6) 横松　藍愛  (5) 安田　龍我  (6)

17 2 33'57" 区間 [15] 5'39" [11] 5'16" [20] 6'02" [4] 5'16" [21] 6'14" [8] 5'30"

板倉　英史 累計 [15] 5'39" [13] 10'55" [19] 16'57" [13] 22'13" [18] 28'27" [17] 33'57"

西小B 選手 日高　藍梨  (6) 原谷　龍星  (6) 築城　未来  (6) 市山　幸希  (5) 龍造寺　彩  (6) 松村　泰聖  (6)

18 20 34'20" 区間 [14] 5'38" [20] 5'34" [13] 5'43" [13] 5'36" [16] 6'03" [19] 5'46"

村瀬　康展 累計 [14] 5'38" [18] 11'12" [17] 16'55" [18] 22'31" [19] 28'34" [18] 34'20"

サナーズ 選手 佐名　来瞳  (5) 田中　魁人  (6) 宮原　風鈴  (5) 髙石　悠太  (5) 犬束　音遥  (5) 山﨑　　翔  (5)

19 24 34'21" 区間 [7] 5'23" [21] 5'37" [9] 5'39" [21] 5'53" [11] 5'50" [21] 5'59"

佐名　　浩 累計 [7] 5'23" [15] 11'00" [13] 16'39" [19] 22'32" [17] 28'22" [19] 34'21"

久田小Ｄ 選手 久和　羅奈  (5) 辰巳　　柊  (6) 川崎　愛香  (6) 梅野　央雅  (5) 小島さくら  (6) 西　　優介  (6)

20 6 35'31" 区間 [19] 5'52" [23] 5'55" [19] 5'58" [10] 5'30" [23] 6'35" [15] 5'41"

大平　啓二 累計 [19] 5'52" [21] 11'47" [20] 17'45" [20] 23'15" [20] 29'50" [20] 35'31"

久田小Ｃ 選手 平尾　凪紗  (5) 横松　大空  (6) 久和　香穂  (5) 松村　龍登  (6) 阿比留七海  (6) 河本　晴太  (5)

21 5 35'38" 区間 [20] 5'54" [17] 5'31" [22] 6'31" [17] 5'41" [22] 6'26" [13] 5'35"

沖﨑　泰蔵 累計 [20] 5'54" [19] 11'25" [21] 17'56" [21] 23'37" [21] 30'03" [21] 35'38"

豆酘TAC 選手 髙雄　麻未  (6) 笹木　拓真  (6) 飯野智妃呂  (6) 内山　　渡  (5) 小森　香琳  (5) 佐伯　幸丞  (5)

22 11 37'46" 区間 [23] 6'31" [16] 5'24" [24] 7'00" [23] 6'22" [20] 6'11" [22] 6'18"

野元　健介 累計 [23] 6'31" [22] 11'55" [23] 18'55" [23] 25'17" [22] 31'28" [22] 37'46"

佐須クラブＢ 選手 美佐保ひなの(6) 谷本　　稜  (6) 桐谷ひかり  (5) 横松　　旭  (6) 松尾　心愛  (6) 山崎　亮汰  (6)

23 10 38'24" 区間 [22] 6'20" [24] 6'14" [22] 6'31" [20] 5'51" [24] 6'42" [24] 6'46"

坂口　重彦 累計 [22] 6'20" [23] 12'34" [24] 19'05" [22] 24'56" [23] 31'38" [23] 38'24"

佐須クラブＡ 選手 石丸　萌愛  (5) 根メ　珠道  (6) 舎利倉彩奈  (6) 小島　海透  (5) 齋藤すみれ  (5) 手束　陽哉  (5)

24 9 38'42" 区間 [24] 6'53" [22] 5'53" [21] 6'04" [24] 7'22" [19] 6'09" [23] 6'21"

古藤　　貢 累計 [24] 6'53" [24] 12'46" [22] 18'50" [24] 26'12" [24] 32'21" [24] 38'42"

順
位

No.



男子１．４ｋｍ 女子１．４ｋｍ

順位
ナンバー
カード 所　　属 順位

ナンバー
カード 所　　属

1 20 日髙 将仁 鶏鳴小 新 5:02 1 57 日髙 愛衣 鶏鳴小 5:31

2 2 上野 翼 厳原小陸上Ｃ 5:08 2 68 糸瀬 華花 仁田小 5:48

3 30 原田 一心 乙宮小 5:10 3 56 木口 茜理 鶏鳴小 5:54

4 35 双須 海星 東小 5:18 4 65 須川 藍 西小 5:56

5 37 吉田 海成 比田勝小 5:23 5 42 安田 帆紀 厳原小陸上Ｃ 5:59

6 38 石丸 功典 比田勝小 5:25 6 69 高原 聖那 仁田小 6:00

7 12 森 聖希 久田小 5:28 7 71 大浦 紗良 比田勝小 6:01

8 32 原谷 大雅 西小 5:34 8 63 居村 祐依 豊玉小 6:01

9 21 西山 一斗 鶏鳴小 5:38 9 44 川辺 万椰 厳原小陸上Ｃ 6:02

10 1 双須 響 厳原小陸上Ｃ 5:39 10 73 新川 紗雪 サナーズ 6:04

11 5 島居 清真 久田小 5:42 11 48 権藤 結奈 厳原北小 6:05

12 11 髙松 翔 久田小 5:43 12 55 笹木 唯 豆酘TAC 6:07

13 26 小島 大和 大船越小 5:43 13 72 阿比留 結 サナーズ 6:09

14 36 豊田 陸翔 仁田小 5:44 14 64 早田 百音 豊玉小 6:10

15 19 松原 海翔 鶏鳴小 5:44 15 54 笹木 萌 豆酘TAC 6:15

16 6 山本 紘輝 久田小 5:45 16 67 長野 颯恋 東小 6:16

17 9 平間 晋太 久田小 5:45 17 61 大束 瑠衣 大船越小 6:17

18 4 松本 蒼和 厳原小陸上Ｃ 5:47 18 62 縫田 侑奈 大船越小 6:20

19 18 髙雄 大詩 豆酘TAC 5:49 19 70 今村 愛梨 比田勝小 6:20

20 3 川﨑 遥斗 厳原小陸上Ｃ 5:49 20 66 須川 桜 東小 6:21

21 29 本多 蓮 豊玉小 6:02 21 47 勝山 小雪 久田小 6:22

22 23 西川 貴典 大船越小 6:03 22 41 瀬戸口 さくら 厳原小陸上Ｃ 6:39

23 22 大部 冬馬 大船越小 6:06 23 53 西山 みなみ 佐須クラブ 6:42

24 10 鳥羽 七星 久田小 6:08 24 59 小茂田 うらら 鶏鳴小 6:47

25 31 龍井 陽平 乙宮小 6:11 25 49 原田 怜奈 厳原北小 6:57

26 24 小島 秀仁 大船越小 6:15 26 52 熊本 向日葵 佐須クラブ 7:05

27 28 阿比留 凌 豊玉小 6:17 27 50 上原 愛 佐須クラブ 7:06

28 25 山田 幸輝 大船越小 6:21 28 46 梅野 七海 久田小 8:02

29 33 多田 椎南 西小 6:27

30 27 大江 啓斗 大船越小 6:31

31 13 扇 海都 久田小 6:46

32 34 浜田 陸斗 東小 7:00

ロードレース記録一覧表

記　録記　録氏　　　名 氏　　　名

平成27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