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平成28年度　対馬市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　駅伝競技　男子

平成28年10月7日  13時00分スタート 天候：曇り 気温：18.0℃ 風向：南東 風速：1.0m/s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4,000m ２区 3,000m ３区 3,000m ４区 3,000m ５区 3,000m ６区 4,000m

総合記録 記録 12:52 9:36 9:47 10:05 10:00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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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厳原 選手 鍵本　透也  (3) 橘　　真我  (3) 安田　栄真  (3) 糸瀬　天晴  (1) 福井　裕之  (1) 小松　弘毅  (3)

1 11 1:06:54 区間 [1] 12:58 [4] 10:18 [2] 10:18 [1] 9:59 新 [2] 10:19 [1] 13:02

鍵本恵 累計 [1] 12:58 [2] 23:16 [2] 33:34 [1] 43:33 [2] 53:52 [1] 1:06:54

 知 選手 小島　翔   (3) 寺崎　純平  (3) 岩見　将成  (2) 小茂田勁志  (2) 三上　聡太  (3) 平川　遥登  (2)

2 21 1:07:23 区間 [3] 13:17 [1] 10:00 [1] 10:04 [2] 10:15 [1] 10:11 [4] 13:36

國分哲也 累計 [3] 13:17 [3] 23:17 [1] 33:21 [2] 43:36 [1] 53:47 [2] 1:07:23

豊玉 選手 齋藤　航汰  (2) 土脇　洋介  (2) 武末　誉輝  (2) 中庭　海岬  (1) 原田　　剣  (1) 大久保圭太郎(3)

3 31 1:08:25 区間 [4] 13:21 [5] 10:19 [4] 10:35 [4] 10:28 [3] 10:25 [2] 13:17

桑原卓也 累計 [4] 13:21 [4] 23:40 [5] 34:15 [5] 44:43 [3] 55:08 [3] 1:08:25

東部 選手 以南　陽都  (3) 網本　佳悟  (1) 米田　嗣実  (2) 末永　怜士  (2) 日高　文矢  (2) 武田　稜雅  (3)

4 42 1:08:41 区間 [2] 13:00 [3] 10:09 [5] 10:39 [5] 10:30 [5] 10:51 [3] 13:32

川原淳徳 累計 [2] 13:00 [1] 23:09 [3] 33:48 [3] 44:18 [4] 55:09 [4] 1:08:41

久田 選手 舎利倉圭太  (3) 中庭正太郎  (1) 国分剣太郎  (3) 橘　　泰我  (1) 齋藤　來夢  (2) 山下　　奏  (3)

5 12 1:09:49 区間 [6] 13:50 [1] 10:00 [3] 10:22 [3] 10:24 [6] 11:06 [6] 14:07

山田佳明 累計 [6] 13:50 [5] 23:50 [4] 34:12 [4] 44:36 [5] 55:42 [5] 1:09:49

佐須奈 選手 宮原　怜雅  (2) 園部　峻也  (3) 岡﨑　有祐  (2) 阿比留史哉  (3) 早田　晴喜  (2) 佐護　直喜  (2)

6 52 1:12:21 区間 [5] 13:36 [9] 10:58 [7] 10:51 [8] 11:06 [7] 11:15 [9] 14:35

龍井義一 累計 [5] 13:36 [6] 24:34 [6] 35:25 [6] 46:31 [6] 57:46 [6] 1:12:21

比田勝 選手 大浦　郁月  (2) 山城　巧海  (3) 近江　孝明  (2) 細井　大介  (2) 井上　颯人  (2) 小島　優作  (3)

7 62 1:12:31 区間 [8] 14:01 [7] 10:55 [6] 10:45 [7] 11:00 [8] 11:17 [8] 14:33

富田俊平 累計 [8] 14:01 [7] 24:56 [7] 35:41 [7] 46:41 [7] 57:58 [7] 1:12:31

佐須 選手 木屋　智尋  (3) 長瀬　海音  (3) 桐谷　奎伍  (3) 幾度　拓哉  (3) 神宮　　啓  (3) 斉藤　暖人  (3)

8 15 1:13:39 区間 [13] 15:00 [6] 10:31 [12] 11:49 [10] 11:25 [4] 10:48 [5] 14:06

阿比留喜盛 累計 [13] 15:00 [9] 25:31 [12] 37:20 [10] 48:45 [9] 59:33 [8] 1:13:39

西部 選手 中村　陸人  (3) 油野　欧丞  (3) 扇　　悠    (3) 扇　　海成  (2) 平山　敏也  (3) 永留　昇樹  (2)

9 41 1:14:30 区間 [10] 14:36 [10] 11:08 [9] 11:11 [9] 11:16 [9] 11:27 [10] 14:52

米田彰吾 累計 [10] 14:36 [11] 25:44 [10] 36:55 [9] 48:11 [10] 59:38 [9] 1:14:30

浅海 選手 齊藤　希夢  (3) 印束　颯太  (2) 園部　瞳斗  (2) 島田　憲伸  (1) 小田　大海  (2) 勝見　　遼  (3)

10 23 1:15:01 区間 [7] 14:00 [11] 11:12 [10] 11:13 [6] 10:54 [11] 11:44 [13] 15:58

須川正治 累計 [7] 14:00 [8] 25:12 [8] 36:25 [8] 47:19 [8] 59:03 [10] 1:15:01

仁田 選手 西山　虎正  (3) 糸瀬雅玖翔  (3) 阿比留陸斗  (3) 糸瀬　柊人  (3) 國分真太郎  (3) 丸島　瑠馬  (2)

11 51 1:15:42 区間 [9] 14:31 [12] 11:19 [11] 11:26 [11] 11:41 [10] 11:41 [11] 15:04

小野昌宏 累計 [9] 14:31 [12] 25:50 [11] 37:16 [12] 48:57 [11] 1:00:38 [11] 1:15:42

豆酘 選手 阿比留　蓮  (2) 中村　歩夢  (3) 笹木　拓真  (1) 権藤　幸成  (3) 近藤　竜渉  (2) 永尾　和輝  (2)

12 13 1:16:37 区間 [11] 14:42 [8] 10:57 [8] 11:10 [12] 12:08 [12] 12:21 [12] 15:19

若松勇 累計 [11] 14:42 [10] 25:39 [9] 36:49 [11] 48:57 [12] 1:01:18 [12] 1:16:37

大船越 選手 内山　将徳  (2) 村瀬　紘祐  (3) 大部　　颯  (2) 城田　湧生  (1) 小島　志仁  (2) 佐藤　　光  (3)

13 22 1:18:37 区間 [12] 14:56 [13] 12:23 [13] 11:54 [13] 12:21 [13] 12:31 [7] 14:32

小宮慶祐 累計 [12] 14:56 [13] 27:19 [13] 39:13 [13] 51:34 [13] 1:04:05 [13] 1:18:37

順
位

No.

- 1 -



記録一覧表 平成28年度　対馬市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　駅伝競技　女子

平成28年10月7日  11時10分スタート 天候：曇り 気温：17.5℃ 風向：北東 風速：2.0m/s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3,000m ２区 2,000m ３区 2,000m ４区 2,000m ５区 3,000m

総合記録 記録 10:29 7:17 7:29 7:32 11:07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知 選手 黒岩　咲良  (1) 阿比留莉胡  (1) 田中さくら  (2) 阿比留萌愛  (2) 中尾　晴香  (2)

1 21 44:31 区間 [2] 10:43 [1] 7:34 [1] 7:29 ﾀｲ [1] 7:28 新 [1] 11:17

古藤鉄平 累計 [2] 10:43 [1] 18:17 [1] 25:46 [1] 33:14 [1] 44:31

東部 選手 以南　 希  (1) 小島あかり  (1) 平山　詩菜  (2) 住井　晴紀  (3) 辻　ひまり  (3)

2 42 46:15 区間 [3] 10:51 [3] 7:46 [7] 8:07 [2] 7:44 [2] 11:47

川原淳徳 累計 [3] 10:51 [2] 18:37 [2] 26:44 [2] 34:28 [2] 46:15

豊玉 選手 古谷　怜奈  (2) 庄司　優香  (2) 末松　芽依  (2) 河原　沙月  (3) 佐伯　苑実  (3)

3 31 47:27 区間 [5] 11:19 [5] 7:52 [4] 7:59 [3] 7:45 [10] 12:32

吉川貴裕 累計 [5] 11:19 [5] 19:11 [4] 27:10 [3] 34:55 [3] 47:27

厳原 選手 溝江　乃愛  (2) 白倉　愛海  (2) 梅野奈留美  (1) 横松　芙愛  (3) 西山　真実  (2)

4 11 47:57 区間 [6] 11:36 [9] 8:15 [2] 7:55 [4] 7:57 [6] 12:14

鍵本恵 累計 [6] 11:36 [8] 19:51 [8] 27:46 [5] 35:43 [4] 47:57

仁田 選手 小宮萌々香  (3) 内山　遥菜  (3) 糸瀬　千愛  (2) 斉藤　百花  (2) 古賀　優南  (1)

5 51 48:13 区間 [4] 11:08 [4] 7:47 [6] 8:06 [8] 8:23 [11] 12:49

小野昌宏 累計 [4] 11:08 [4] 18:55 [3] 27:01 [4] 35:24 [5] 48:13

比田勝 選手 一宮　真由  (1) 山岡　真夢  (2) 宇津井真帆  (2) 大浦　紗良  (1) 天瀬　姫由  (2)

6 62 48:17 区間 [1] 10:34 [8] 8:14 [11] 8:55 [9] 8:27 [4] 12:07

福島卓朗 累計 [1] 10:34 [3] 18:48 [6] 27:43 [7] 36:10 [6] 48:17

久田 選手 須内　音々  (3) 内山茉奈美  (3) 山營　聖羅  (2) 田中　　爽  (2) 松永　　愛  (1)

7 12 48:20 区間 [10] 12:04 [2] 7:41 [5] 8:00 [5] 8:13 [9] 12:22

小川壮市 累計 [10] 12:04 [6] 19:45 [7] 27:45 [6] 35:58 [7] 48:20

大船越 選手 川﨑　亜美  (2) 黒岩　　悠  (1) 小島　杏香  (2) 西川　海琴  (1) 井　可菜実  (3)

8 22 48:34 区間 [7] 11:38 [7] 8:07 [3] 7:56 [10] 8:33 [7] 12:20

田崎さつき 累計 [7] 11:38 [7] 19:45 [5] 27:41 [8] 36:14 [8] 48:34

佐須 選手 三山　瑠亜  (3) 横松　愛羅  (3) 舎利倉彩奈  (1) 井田　葉月  (3) 手束　真帆  (3)

9 15 49:14 区間 [8] 11:46 [10] 8:16 [8] 8:23 [11] 8:39 [5] 12:10

阿比留健一 累計 [8] 11:46 [9] 20:02 [9] 28:25 [10] 37:04 [9] 49:14

西部 選手 阿比留香菜子(1) 武本　倖奈  (3) 右田　　恵  (3) 佐伯　胡桃  (1) 阿比留実咲  (3)

10 41 49:21 区間 [12] 12:15 [6] 7:57 [9] 8:30 [7] 8:18 [8] 12:21

米田彰吾 累計 [12] 12:15 [10] 20:12 [10] 28:42 [9] 37:00 [10] 49:21

豆酘 選手 松本　愛奈  (2) 髙雄　理帆  (3) 桐谷　典佳  (3) 主藤　　楓  (3) 内山みなみ  (2)

11 13 50:17 区間 [11] 12:07 [12] 8:26 [12] 8:59 [12] 8:44 [3] 12:01

若松勇 累計 [11] 12:07 [12] 20:33 [12] 29:32 [12] 38:16 [11] 50:17

佐須奈 選手 神宮　　凜  (2) 阿部真莉愛  (3) 田村　　葵  (2) 阿比留心海  (1) 瀧本　保紀  (3)

12 52 50:18 区間 [9] 11:56 [11] 8:22 [10] 8:41 [6] 8:15 [12] 13:04

龍井義一 累計 [9] 11:56 [11] 20:18 [11] 28:59 [11] 37:14 [12] 50:18

浅海 選手 犬束　琴音  (2) 松井　葵咲  (1) 小茂田詩音  (1) 古藤　沙彩  (3) 古藤 瑞季   (2)

13 23 55:10 区間 [13] 13:16 [13] 9:02 [13] 9:11 [13] 9:47 [13] 13:54

白倉靖和 累計 [13] 13:16 [13] 22:18 [13] 31:29 [13] 41:16 [13]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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