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平成23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1年11月8日 13時00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23.0℃ 風向：南 風速：1.7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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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 6:44 6:54 6:57 10:14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森山 選手 川上わかば (3) 横山 名奈 (3) 小澤 楓花 (2) 土井はるか (2) 川上さくら (3)

1 21 41:25 新 区間 [3] 10:17 [3] 6:55 [2] 7:04 [1] 6:53 新 [1] 10:16

大瀬 雄也 累計 [3] 10:17 [4] 17:12 [2] 24:16 [1] 31:09 [1] 41:25

西彼 選手 江口 沙羅 (3) 津口 萌 (3) 峯 佳納絵 (1) 宮﨑 晴菜 (2) 德永 瞳 (3)

2 29 41:47 新 区間 [1] 9:59 [6] 7:01 [9] 7:11 [4] 7:11 [2] 10:25

藤原 寛之 累計 [1] 9:59 [1] 17:00 [1] 24:11 [2] 31:22 [2] 41:47

時津 選手 田畑 朱萌 (1) 安達 佳歩 (3) 尾﨑 琴音 (1) 浦馬場咲希 (3) 湯田向日葵 (2)

3 31 42:07 区間 [6] 10:28 [2] 6:44 ﾀｲ [4] 7:06 [5] 7:13 [3] 10:36

小西 厚子 累計 [6] 10:28 [3] 17:12 [3] 24:18 [4] 31:31 [3] 42:07

崎辺 選手 筒井 優来 (3) 大庭 里佳 (3) 川上 まや (1) 久田暁未花 (3) 山﨑日菜里 (3)

4 15 42:27 区間 [2] 10:14 [6] 7:01 [8] 7:10 [3] 7:05 [10] 10:57

山浦みつる 累計 [2] 10:14 [5] 17:15 [4] 24:25 [3] 31:30 [4] 42:27

玖島 選手 鶴田 彩希 (1) 森山 真央 (3) 富永あかり (3) 大石 千咲 (2) 井手 彩乃 (1)

5 19 42:29 区間 [10] 10:34 [11] 7:07 [1] 6:55 [5] 7:13 [4] 10:40

鳥巣 晋 累計 [10] 10:34 [9] 17:41 [6] 24:36 [5] 31:49 [5] 42:29

福江 選手 大賀 祐里 (1) 磯沖 晴花 (2) 轟 海咲 (1) 上田千富世 (3) 山田 美裕 (2)

6 7 42:42 区間 [19] 10:48 [6] 7:01 [4] 7:06 [2] 7:04 [5] 10:43

草野 優一 累計 [19] 10:48 [12] 17:49 [9] 24:55 [7] 31:59 [6] 42:42

東長崎 選手 宮田 彩希 (3) 白石由佳子 (1) 松尾ちひろ (1) 濵田 璃菜 (3) 中尾うらら (1)

7 33 42:53 区間 [4] 10:25 [1] 6:38 新 [19] 7:28 [15] 7:31 [7] 10:51

島田 勝之 累計 [4] 10:25 [2] 17:03 [5] 24:31 [8] 32:02 [7] 42:53

真城 選手 香田衣莉加 (1) 下釜ゆうな (1) 吉田 菜乃 (1) 福田 愛子 (1) 出口 怜美 (2)

8 22 43:00 区間 [8] 10:29 [9] 7:02 [4] 7:06 [8] 7:18 [15] 11:05

有吉 真人 累計 [8] 10:29 [6] 17:31 [7] 24:37 [6] 31:55 [8] 43:00

波佐見 選手 中尾 愛香 (2) 松下 彩乃 (2) 前田 藍香 (2) 福島 千尋 (2) 村川 侑希 (3)

9 17 43:08 区間 [7] 10:28 [15] 7:14 [11] 7:15 [5] 7:13 [11] 10:58

坂口 通章 累計 [7] 10:28 [11] 17:42 [11] 24:57 [10] 32:10 [9] 43:08

西有家 選手 池田 真帆 (3) 田中 美咲 (3) 髙橋 夏希 (2) 岩本日花里 (1) 安永 菜月 (2)

10 26 43:16 区間 [13] 10:36 [17] 7:16 [2] 7:04 [11] 7:24 [9] 10:56

永田有喜子 累計 [13] 10:36 [15] 17:52 [10] 24:56 [11] 32:20 [10] 43:16

長与第二 選手 小森 星七 (1) 部原 美伊 (1) 小野佐也加 (3) 石橋 希 (2) 有川保菜美 (3)

11 32 43:30 区間 [15] 10:40 [4] 6:56 [7] 7:09 [11] 7:24 [22] 11:21

森 孝子 累計 [15] 10:40 [8] 17:36 [8] 24:45 [9] 32:09 [11] 43:30

豊玉 選手 大島 愛美 (2) 巻澤 史佳 (1) 早田 朱夏 (2) 大島 優美 (3) 東岡 美歩 (1)

12 2 43:38 区間 [16] 10:42 [12] 7:09 [12] 7:18 [10] 7:23 [16] 11:06

永留 健太 累計 [16] 10:42 [14] 17:51 [13] 25:09 [12] 32:32 [12] 43:38

勝本 選手 加藤 浩美 (1) 城成 亜耶 (3) 篠﨑 麻佑 (3) 大久保千鶴 (3) 殿川 桃香 (2)

13 3 43:39 区間 [11] 10:35 [18] 7:17 [15] 7:24 [15] 7:31 [8] 10:52

横山 時子 累計 [11] 10:35 [16] 17:52 [16] 25:16 [16] 32:47 [13] 43:39

仁田 選手 佐伯 麻美 (2) 早田菜々子 (2) 丸島 瑠華 (1) 小宮あかり (3) 糸瀬 有沙 (2)

14 1 43:48 区間 [20] 10:53 [10] 7:06 [10] 7:12 [14] 7:30 [17] 11:07

山本 竜二 累計 [20] 10:53 [18] 17:59 [15] 25:11 [14] 32:41 [14] 43:48

片淵 選手 林田 恵美 (2) 桝水 碧 (2) 水野 静 (2) 山田 杏子 (2) 井上 初音 (2)

15 34 43:49 区間 [12] 10:35 [23] 7:27 [17] 7:26 [8] 7:18 [14] 11:03

中野 浩一 累計 [12] 10:35 [19] 18:02 [18] 25:28 [15] 32:46 [15] 43:49

郡 選手 峠 萌香 (2) 中村 結 (3) 古川 千聖 (2) 西川 楓 (3) 溝口 理奈 (2)

16 20 43:52 区間 [17] 10:46 [21] 7:23 [17] 7:26 [13] 7:29 [6] 10:48

菅原 正生 累計 [17] 10:46 [20] 18:09 [20] 25:35 [18] 33:04 [16] 43:52

早岐 選手 中上 智尋 (3) 中上 暁絵 (2) 中野穂菜美 (2) 林田 彩 (2) 廣瀬 憩 (3)

17 16 43:59 区間 [9] 10:33 [5] 6:58 [22] 7:33 [15] 7:31 [23] 11:24

野田 康弘 累計 [9] 10:33 [7] 17:31 [12] 25:04 [13] 32:35 [17] 43:59

大島 選手 中尾 優那 (3) 尾﨑 夏希 (3) 山下 芽生 (1) 山下 美咲 (3) 柴田 南 (2)

18 30 44:14 区間 [14] 10:39 [14] 7:11 [13] 7:20 [29] 7:56 [18] 11:08

山田麻由美 累計 [14] 10:39 [13] 17:50 [14] 25:10 [19] 33:06 [18] 44:14

有明 選手 松田 三奈 (2) 櫨本 円香 (3) 林田 圭夏 (2) 中村愛李沙 (1) 坂本 愛 (3)

19 28 44:18 区間 [5] 10:27 [16] 7:15 [26] 7:38 [20] 7:38 [21] 11:20

伊東 普己 累計 [5] 10:27 [10] 17:42 [17] 25:20 [17] 32:58 [19] 44:18

加津佐 選手 池田和花子 (3) 福田 真由 (2) 中島菜々子 (2) 大村 花穂 (3) 松田 珠怜 (1)

20 25 44:27 区間 [18] 10:47 [12] 7:09 [21] 7:32 [30] 7:57 [13] 11:02

朝永 信幸 累計 [18] 10:47 [17] 17:56 [19] 25:28 [21] 33:25 [20] 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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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原第一 選手 近藤 秋穂 (3) 田中 文乃 (1) 大山 萌々 (3) 井川 彩夏 (2) 田中 祥子 (2)

21 27 44:58 区間 [29] 11:24 [18] 7:17 [24] 7:35 [18] 7:34 [18] 11:08

濵村 愛 累計 [29] 11:24 [27] 18:41 [24] 26:16 [23] 33:50 [21] 44:58

郷ノ浦 選手 久田紗亜弥 (2) 西川 華 (1) 呼子 茉穂 (2) 高村英里香 (3) 熊谷 萌 (2)

22 4 45:23 区間 [24] 11:08 [29] 7:31 [20] 7:29 [26] 7:47 [24] 11:28

中田久仁子 累計 [24] 11:08 [25] 18:39 [23] 26:08 [24] 33:55 [22] 45:23

御厨 選手 大原 知夏 (1) 大川内みどり(2) 和田 楓 (1) 泊 千里香 (2) 井上 渚 (2)

23 11 45:23 区間 [21] 10:55 [23] 7:27 [16] 7:25 [19] 7:35 [32] 12:01

松下 花子 累計 [21] 10:55 [21] 18:22 [21] 25:47 [20] 33:22 [23] 45:23

愛野 選手 川原 世奈 (2) 松原 千尋 (3) 御厨 綾 (2) 宮原 萌衣 (2) 上町 優香 (2)

24 23 45:26 区間 [22] 10:59 [22] 7:26 [31] 7:53 [32] 8:09 [12] 10:59

林田 一也 累計 [22] 10:59 [22] 18:25 [25] 26:18 [28] 34:27 [24] 45:26

調川 選手 髙田ひなこ (3) 髙田真亜子 (1) 田中 静華 (1) 冨田明日花 (2) 岩佐 理子 (2)

25 12 45:37 区間 [27] 11:19 [18] 7:17 [29] 7:47 [31] 8:00 [20] 11:14

西村 宗剛 累計 [27] 11:19 [24] 18:36 [26] 26:23 [27] 34:23 [25] 45:37

生月 選手 増山理紗子 (3) 豊増 綾香 (3) 松永 稜子 (2) 田中 仁望 (2) 牧山 瑞歩 (3)

26 9 45:41 区間 [23] 11:04 [27] 7:28 [22] 7:33 [21] 7:43 [28] 11:53

塩塚 拓 累計 [23] 11:04 [23] 18:32 [22] 26:05 [22] 33:48 [26] 45:41

岐宿 選手 谷川亜由美 (3) 洗川 沙希 (3) 山下 千尋 (3) 木戸理沙子 (2) 安永 百花 (2)

27 8 45:51 区間 [31] 11:41 [23] 7:27 [14] 7:22 [27] 7:49 [25] 11:32

藤原 秀和 累計 [31] 11:41 [29] 19:08 [28] 26:30 [25] 34:19 [27] 45:51

若松 選手 森下菜々子 (1) 荒木 麻菜 (2) 橋口 ひな (2) 川添 友香 (3) 魚住あいり (1)

28 6 46:14 区間 [26] 11:17 [30] 7:43 [25] 7:37 [21] 7:43 [29] 11:54

入江 眞澄 累計 [26] 11:17 [28] 19:00 [29] 26:37 [26] 34:20 [28] 46:14

有川 選手 山田 唯 (2) 濱江 麻美 (1) 川渕花菜子 (2) 近藤都果沙 (3) 宝崎 胡桃 (2)

29 5 46:38 区間 [30] 11:38 [32] 7:46 [29] 7:47 [24] 7:44 [26] 11:43

井村 貴司 累計 [30] 11:38 [31] 19:24 [30] 27:11 [29] 34:55 [29] 46:38

千々石 選手 浜﨑まどか (2) 尾﨑 珠子 (3) 西田いずみ (3) 町田 碧依 (3) 林田 菖 (3)

30 24 46:57 区間 [25] 11:13 [23] 7:27 [28] 7:46 [33] 8:41 [27] 11:50

安達 勝美 累計 [25] 11:13 [26] 18:40 [27] 26:26 [30] 35:07 [30] 46:57

中部 選手 松尾あかり (3) 前川 智啓 (3) 濵田 百華 (3) 宮田 由衣 (1) 平松 友美 (3)

31 10 47:11 区間 [28] 11:22 [33] 7:55 [33] 8:14 [25] 7:46 [29] 11:54

土肥しぐれ 累計 [28] 11:22 [30] 19:17 [31] 27:31 [31] 35:17 [31] 47:11

佐々 選手 草積 志穂 (3) 宮本 杏樹 (3) 松永 茉弓 (3) 宮木 梨那(3)西村 歩 (2)

32 13 47:19 区間 [32] 12:05 [30] 7:43 [32] 7:54 [21] 7:43 [29] 11:54

永友 繁成 累計 [32] 12:05 [32] 19:48 [33] 27:42 [32] 35:25 [32] 47:19

川棚 選手 中川 奈保 (3) 田﨑美夏子 (2) 山村 志歩 (2) 大谷未紗稀 (3) 今村向日葵 (2)

33 18 48:00 区間 [33] 12:24 [28] 7:29 [27] 7:45 [28] 7:50 [33] 12:32

三根 薫 累計 [33] 12:24 [33] 19:53 [32] 27:38 [33] 35:28 [33]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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