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和３年度対馬市中学校体育大会 

男子第４７回  女子第３８回  

駅伝競走大会 

結果一覧表 

 

 

 

 

 

対馬市中学校体育連盟 

  



1. 総合 

 
男子の部 女子の部 

学校名 記録 学校名 記録 

優 勝 雞 知 56：29 厳 原 34：05 

準優勝 大船越 58：31 雞 知 34：28 

３ 位 久 田 59：00 佐須奈 35：28 

４ 位 厳 原 59：58 大船越 35：38 

５ 位 豊 玉 1：00：02 豊 玉 36：03 

６ 位 比田勝 1：02：30 比田勝 36：56 

2. 区間賞 

 男子 女子 

学校名 選手名 記録 学校名 選手名 記録 

１区 雞 知 黒岩蘭太朗 8：50 佐須奈 山本 果朋 6：33 

２区 雞 知 俵  匠生 8：52 厳 原 安田 瑛乃 6：42 

３区 雞 知 小田 幸雅 9：55 雞 知 寺田 千愛 6：54 

４区 雞 知 藤島 悠太 9：20 雞 知 阿比留未結 7：01 

５区 大船越 縫田 脩貴 9：23 大船越 黒岩 瑞歩 6：29 

６区 厳 原 若松  颯 9：04    

3. 躍進賞 

男子の部 女子の部 

佐 須 厳 原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３年度　対馬市中学校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21年9月30日  12時40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26.1℃ 風向：南東 風速：3.0m/s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2,850m ２区 2,850m ３区 2,850m ４区 2,850m ５区 2,850m ６区 2,850m

総合記録 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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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知 選手 黒岩蘭太朗  (2) 俵　　匠生  (1) 小田　幸雅  (2) 藤島　悠太  (2) 須川　　玲  (2) 大部幸太郎  (3)

1 21 56:29 区間 [1] 8:50 [1] 8:52 [1] 9:55 [1] 9:20 [4] 10:05 [2] 9:27

賀嶋　雅也 累計 [1] 8:50 [1] 17:42 [1] 27:37 [1] 36:57 [1] 47:02 [1] 56:29

大船越 選手 阿比留琉偉  (3) 黒岩　恒志  (2) 西川　生咲  (2) 吉野　将磨  (2) 縫田　脩貴  (2) 小島　徠斗  (2)

2 22 58:31 区間 [3] 9:17 [4] 9:43 [8] 10:52 [2] 9:27 [1] 9:23 [3] 9:49

原　　友和 累計 [3] 9:17 [3] 19:00 [4] 29:52 [3] 39:19 [2] 48:42 [2] 58:31

久田 選手 山崎　駿平  (3) 庄司　旬汰  (1) 小島　優大  (3) 細川　　翔  (1) 根乄　花陽  (3) 久和　　蓮  (3)

3 12 59:00 区間 [2] 9:06 [2] 9:31 [3] 10:09 [5] 10:29 [2] 9:49 [4] 9:56

藤　  宏光 累計 [2] 9:06 [2] 18:37 [2] 28:46 [2] 39:15 [3] 49:04 [3] 59:00

厳原 選手 若松　　歓  (2) 金丸蒼二郎  (2) 梅野　昊大  (3) 田中　蒼龍  (1) 松尾　春輝  (3) 若松　　颯  (3)

4 11 59:58 区間 [7] 9:51 [6] 9:57 [5] 10:20 [4] 10:12 [5] 10:34 [1] 9:04

松村　繁文 累計 [7] 9:51 [6] 19:48 [5] 30:08 [5] 40:20 [5] 50:54 [4] 59:58

豊玉 選手 築城　優男  (3) 西山　桜雅  (2) 阿比留大翔  (2) 田中　心大  (3) 田口　凱大  (1) 長瀨　大翔  (2)

5 31 1:00:22 区間 [4] 9:25 [7] 10:15 [2] 9:57 [3] 9:46 [6] 10:41 [6] 10:18

宮原　大地 累計 [4] 9:25 [5] 19:40 [3] 29:37 [4] 39:23 [4] 50:04 [5] 1:00:22

比田勝 選手 財部　幸和  (3) 武末　健悟  (3) 齋藤　俊介  (3) 山城　昂汰  (1) 山本　千晶  (1) 比田勝祐輝  (2)

6 62 1:02:30 区間 [8] 9:54 [3] 9:40 [10] 11:25 [9] 11:03 [3] 10:02 [7] 10:26

小川　洋平 累計 [8] 9:54 [4] 19:34 [7] 30:59 [8] 42:02 [6] 52:04 [6] 1:02:30

佐須奈 選手 田村　良太  (3) 永田凌太朗  (2) 上田　聖貴  (1) 小崎　遼祐  (1) 平山　雄大  (3) 大石　泰世  (3)

7 52 1:03:23 区間 [9] 10:15 [5] 9:50 [7] 10:47 [8] 11:01 [9] 11:20 [5] 10:10

小野　昌宏 累計 [9] 10:15 [8] 20:05 [6] 30:52 [6] 41:53 [8] 53:13 [7] 1:03:23

佐須 選手 舎利倉直翔  (3) 池田祐太朗  (3) 平川　咲弥  (2) 初村　一颯  (2) 斉藤　宥成  (2) 平川　蓮弥  (2)

8 15 1:03:47 区間 [12] 10:30 [9] 10:28 [6] 10:38 [6] 10:43 [7] 10:53 [8] 10:35

平山　善行 累計 [12] 10:30 [10] 20:58 [10] 31:36 [9] 42:19 [7] 53:12 [8] 1:03:47

東部 選手 原田　隼杜  (3) 宮本　昊汰  (2) 原田虎太朗  (3) 一宮　　聖  (2) 村瀬　聡汰  (3) 古藤　大貴  (3)

9 42 1:04:01 区間 [6] 9:44 [8] 10:16 [9] 11:08 [7] 10:49 [10] 11:29 [8] 10:35

米田　彰吾 累計 [6] 9:44 [7] 20:00 [8] 31:08 [7] 41:57 [9] 53:26 [9] 1:04:01

仁田 選手 小宮　颯真  (2) 南　　宏大  (2) 須川　太遥  (2) 阿比留悠道  (2) 北倉　琉星  (1) 川本　大翔  (3)

10 51 1:04:50 区間 [11] 10:24 [11] 10:54 [4] 10:14 [10] 11:07 [8] 11:16 [10] 10:55

宮元　竜次 累計 [11] 10:24 [12] 21:18 [9] 31:32 [10] 42:39 [10] 53:55 [10] 1:04:50

西部 選手 永留　康靖  (3) 米田　健心  (3) 阿比留大雅  (2) 津留　　吏  (1) 渕上　琥鉄  (1) 杉山　悠太  (1)

11 41 1:06:54 区間 [5] 9:40 [10] 10:29 [12] 12:29 [11] 11:20 [11] 11:55 [12] 11:01

宮﨑　啓介 累計 [5] 9:40 [9] 20:09 [11] 32:38 [11] 43:58 [11] 55:53 [11] 1:06:54

豆酘 選手 小森　耀晴  (3) 勝井　　聖  (2) 中村　　匠  (1) 小森　晴護  (2) 近藤　爽蒼  (2) 勝井　　蓮  (3)

12 13 1:10:03 区間 [10] 10:17 [12] 11:00 [11] 11:56 [12] 11:55 [12] 13:57 [11] 10:58

菅　　史孝 累計 [10] 10:17 [11] 21:17 [12] 33:13 [12] 45:08 [12] 59:05 [12] 1:10:03

順
位

No.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３年度　対馬市中学校体育大会　駅伝競走大会

2021年9月30日  11時00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25.0℃ 風向：南東 風速：2.0m/s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1,900m ２区 1,900m ３区 1,900m ４区 1,900m ５区 1,900m

総合記録 記録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厳原 選手 久壽米木結衣(2) 安田　瑛乃  (1) 平尾　璃子  (1) 平尾　小雪  (2) 播磨　佑奈  (2)

1 11 34:05 区間 [2] 6:33 [1] 6:42 [2] 7:02 [2] 7:07 [3] 6:41

大浦　瑞季 累計 [2] 6:33 [1] 13:15 [1] 20:17 [1] 27:24 [1] 34:05

雞知 選手 田中ひより  (2) 中庭　花凜  (3) 寺田　千愛  (1) 阿比留未結  (1) 藤　優衣帆  (2)

2 21 34:28 区間 [3] 6:42 [2] 6:48 [1] 6:54 [1] 7:01 [4] 7:03

平間　ゆかり 累計 [3] 6:42 [2] 13:30 [2] 20:24 [2] 27:25 [2] 34:28

佐須奈 選手 山本　果朋  (1) 神宮愛香里  (1) 内山　杏美  (2) 原田　愛菜  (2) 糸瀬　陽菜  (3)

3 52 35:28 区間 [1] 6:33 [7] 7:12 [5] 7:21 [5] 7:48 [2] 6:34

松村　業治 累計 [1] 6:33 [3] 13:45 [3] 21:06 [4] 28:54 [3] 35:28

大船越 選手 田口　萌果  (1) 黒岩美桜里  (2) 黒岩　愛加  (3) 西川　一叶  (1) 黒岩　瑞歩  (3)

4 22 35:38 区間 [10] 7:22 [4] 7:05 [3] 7:08 [4] 7:34 [1] 6:29

根メ　くみ 累計 [10] 7:22 [7] 14:27 [5] 21:35 [5] 29:09 [4] 35:38

豊玉 選手 田口　心菜  (3) 小田　雪華  (3) 寺岡　涼奈  (2) 井上　真奈  (2) 小宮　　碧  (2)

5 31 36:03 区間 [5] 7:03 [5] 7:06 [4] 7:11 [3] 7:20 [7] 7:23

大木　淑太郎 累計 [5] 7:03 [5] 14:09 [4] 21:20 [3] 28:40 [5] 36:03

比田勝 選手 宮原　盛后  (2) 原田　悠生  (2) 園田　渚智  (2) 原田　有優  (1) 石丸　史佳  (2)

6 62 36:56 区間 [9] 7:19 [3] 6:53 [6] 7:38 [5] 7:48 [6] 7:18

小川　洋平 累計 [9] 7:19 [6] 14:12 [6] 21:50 [6] 29:38 [6] 36:56

久田 選手 德永　詩季  (3) 西　　紅音  (2) 辰己　めぐ  (3) 山下　櫻華  (1) 中尾　優花  (2)

7 12 38:05 区間 [7] 7:05 [9] 7:35 [12] 8:29 [7] 7:49 [5] 7:07

平　　啓明 累計 [7] 7:05 [9] 14:40 [10] 23:09 [9] 30:58 [7] 38:05

西部 選手 阿比留千尋  (3) 武本　琴奈  (2) 山﨑希帆奈  (1) 國分日菜乃  (3) 永留　玲奈  (3)

8 41 38:05 区間 [4] 7:01 [5] 7:06 [9] 8:12 [11] 8:17 [8] 7:29

坂本　健太朗 累計 [4] 7:01 [4] 14:07 [7] 22:19 [7] 30:36 [8] 38:05

東部 選手 田中　璃海  (3) 山本　結花  (3) 原田　湖羽  (3) 宮本　紗英  (1) 福田　舞乃  (2)

9 42 39:03 区間 [6] 7:04 [10] 7:43 [7] 8:09 [12] 8:19 [9] 7:48

平山　雄将 累計 [6] 7:04 [10] 14:47 [9] 22:56 [10] 31:15 [9] 39:03

佐須 選手 斉藤　真央  (3) 齋藤みずき  (3) 木屋　柊香  (3) 手束　舞柚  (3) 松尾　和音  (3)

10 15 39:21 区間 [8] 7:10 [8] 7:20 [11] 8:18 [9] 7:51 [12] 8:42

平山　善行 累計 [8] 7:10 [8] 14:30 [8] 22:48 [8] 30:39 [10] 39:21

仁田 選手 橘　　咲花  (1) 小宮　羽菜  (3) 斉藤　天美  (3) 阿比留叶寧  (1) 須川ひまり  (2)

11 51 39:52 区間 [11] 7:59 [11] 7:46 [7] 8:09 [8] 7:50 [10] 8:08

荒木　千尋 累計 [11] 7:59 [11] 15:45 [11] 23:54 [11] 31:44 [11] 39:52

豆酘 選手 江口　憂曖  (3) 岸川　　杏  (2) 栗原　美羽  (1) 梅野　舞隼  (1) 佐伯　　柚  (3)

12 13 42:25 区間 [12] 8:39 [12] 8:44 [10] 8:17 [10] 8:15 [11] 8:30

青木　優介 累計 [12] 8:39 [12] 17:23 [12] 25:40 [12] 33:55 [12] 42:25

順
位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