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第14回 長崎県小学生クラブ対抗駅伝記録会
2013年1月20日  9時45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 風向： 風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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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4:47 4:49 4:57 5:1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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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松クラブ 選手 高山　真優  (6) 山道　勝太  (6) 石本　真歩  (5) 原　　知寛  (5) 山崎　百華  (6) 松永　隼弥  (5)

1 10 30:43 区間 [3] 5:19 [5] 4:52 [1] 5:13 [3] 5:00 [1] 5:09 新 [5] 5:10
累計 [3] 5:19 [4] 10:11 [2] 15:24 [1] 20:24 [1] 25:33 [1] 30:43

時津クラブ 選手 平野　利恵  (6) 冨永　裕憂  (6) 田畑　朱彩  (6) 森本　翔太  (6) 安達　亜妙  (6) 白井　大稀  (6)
2 6 31:15 区間 [11] 5:31 [1] 4:42 新 [3] 5:33 [2] 4:56 新 [3] 5:29 [1] 5:04

累計 [11] 5:31 [5] 10:13 [4] 15:46 [3] 20:42 [3] 26:11 [2] 31:15
明峰Ｊ･Ａ 選手 平山　愛花  (6) 山下　泰輝  (6) 山谷　菜緒  (6) 出口　峡介  (5) 濱　　花梨  (6) 川口圭一郎  (5)

3 16 31:21 区間 [1] 5:04 [9] 4:59 [2] 5:19 [5] 5:07 [4] 5:33 [7] 5:19
累計 [1] 5:04 [2] 10:03 [1] 15:22 [2] 20:29 [2] 26:02 [3] 31:21

豊玉陸上ク 選手 佐伯　柚鳳  (6) 大久保圭太郎(5) 中屋　芳佳  (6) 田中　隆太  (6) 阿比留　葵  (6) 犬束　伊理  (6)
4 18 31:44 区間 [8] 5:25 [6] 4:55 [7] 5:43 [8] 5:13 [2] 5:22 [3] 5:06

累計 [8] 5:25 [7] 10:20 [6] 16:03 [6] 21:16 [5] 26:38 [4] 31:44
東長崎JC･Ａ 選手 中山　　綾  (5) 田中　智也  (6) 白石　怜佳  (5) 田中　雅也  (6) 相良　映光  (6) 定方　悠登  (6)

5 13 31:45 区間 [4] 5:21 [4] 4:49 [4] 5:34 [6] 5:09 [7] 5:43 [4] 5:09
累計 [4] 5:21 [3] 10:10 [3] 15:44 [5] 20:53 [4] 26:36 [5] 31:45

対馬中央ク 選手 築城　智恵  (5) 原　　拓海  (6) 早田茉那美  (6) 國分　　丈  (6) 松村　乙香  (5) 扇　　育    (6)
6 31 32:07 区間 [2] 5:12 [2] 4:47 ﾀｲ [10] 5:49 [4] 5:01 [16] 6:08 [5] 5:10

累計 [2] 5:12 [1] 9:59 [5] 15:48 [4] 20:49 [6] 26:57 [6] 32:07
佐須クラブ 選手 手束　真帆  (5) 斉藤　暖人  (5) 三山　瑠亜  (5) 初村　　健  (6) 佐々木捺美  (6) 手束　歩武  (6)

7 12 32:09 区間 [6] 5:22 [9] 4:59 [12] 5:52 [7] 5:12 [6] 5:39 [2] 5:05
累計 [6] 5:22 [8] 10:21 [7] 16:13 [8] 21:25 [7] 27:04 [7] 32:09

青方JRC 選手 吉村　怜奈  (6) 山田　蓮太  (5) 谷口沙里奈  (5) 山田　大成  (6) 白岩　美優  (6) 内野　将大  (6)
8 21 32:39 区間 [10] 5:28 [13] 5:11 [8] 5:44 [1] 4:54 新 [11] 5:58 [9] 5:24

累計 [10] 5:28 [10] 10:39 [9] 16:23 [7] 21:17 [8] 27:15 [8] 32:39
鯨伏クラブ 選手 入江　七海  (6) 川谷　世奈  (5) 山口　莉奈  (6) 中尾　圭介  (5) 樋口　　楓  (6) 倉本　英希  (5)

9 4 32:55 区間 [13] 5:35 [14] 5:14 [6] 5:36 [11] 5:21 [5] 5:38 [12] 5:31
累計 [13] 5:35 [13] 10:49 [10] 16:25 [10] 21:46 [9] 27:24 [9] 32:55

真崎小DK･Ａ 選手 松尾　果南  (5) 石橋　光輝  (6) 土取真梨子  (6) 石橋　壮太  (5) 山﨑　春歌  (6) 深田　颯士  (6)
10 20 33:00 区間 [5] 5:21 [12] 5:09 [9] 5:47 [9] 5:15 [17] 6:09 [7] 5:19

累計 [5] 5:21 [9] 10:30 [8] 16:17 [9] 21:32 [10] 27:41 [10] 33:00
福江クラブＡ 選手 泉　　理菜  (5) 加賀谷直樹  (6) 境目　恵理  (5) 宮﨑　好貴  (6) 山口　愛音  (6) 荒木　康大  (6)

11 8 33:31 区間 [16] 5:46 [11] 5:08 [11] 5:51 [15] 5:26 [8] 5:46 [13] 5:34
累計 [16] 5:46 [16] 10:54 [12] 16:45 [12] 22:11 [11] 27:57 [11] 33:31

大村陸上ク 選手 三浦早紀子  (5) 河内　涼雅  (6) 濱﨑　胡桃  (5) 古賀大之亮  (5) 宮崎　春凪  (5) 新　　康生  (6)
12 14 33:41 区間 [7] 5:23 [7] 4:56 [24] 6:30 [13] 5:24 [12] 6:00 [11] 5:28

累計 [7] 5:23 [6] 10:19 [15] 16:49 [13] 22:13 [12] 28:13 [12] 33:41
南部AC 選手 柳井　美乃  (5) 吉田　怜矢  (6) 吉田ひかる  (5) 峰　　朋矢  (6) 北村　咲季  (6) 山中　泰聖  (6)

13 17 34:03 区間 [17] 5:53 [8] 4:57 [14] 5:57 [10] 5:16 [19] 6:12 [18] 5:48
累計 [17] 5:53 [14] 10:50 [14] 16:47 [11] 22:03 [13] 28:15 [13] 34:03

高来クラブＡ 選手 濱﨑ほの香  (5) 福永　翔汰  (6) 堀之内佑衣  (6) 芦塚　　颯  (5) 吉田　　茜  (6) 丸石　大翔  (6)
14 1 34:15 区間 [12] 5:33 [16] 5:18 [4] 5:34 [23] 5:56 [10] 5:54 [19] 6:00

累計 [12] 5:33 [15] 10:51 [11] 16:25 [14] 22:21 [14] 28:15 [14] 34:15
長崎陸上ク 選手 平岡　美紀  (6) 中尾　友祐  (6) 濱口　和香  (6) 橋口　竜二  (6) 角町　姫梨  (5) 永瀧　聡士  (6)

15 32 34:21 区間 [9] 5:27 [15] 5:15 [17] 6:04 [25] 6:21 [9] 5:49 [10] 5:25
累計 [9] 5:27 [11] 10:42 [13] 16:46 [18] 23:07 [17] 28:56 [15] 34:21

加津佐ク 選手 森北　詩音  (5) 福田　航平  (6) 山田　瑞季  (6) 中尾　友哉  (6) 栗原　朱里  (5) 中島浩一朗  (6)
16 5 34:28 区間 [15] 5:43 [18] 5:24 [19] 6:09 [14] 5:25 [13] 6:02 [17] 5:45

累計 [15] 5:43 [17] 11:07 [18] 17:16 [17] 22:41 [15] 28:43 [16] 34:28
時津東 選手 尾﨑　笑夢  (6) 井上　慶大  (6) 原　　恋子  (5) 有川　遥人  (5) 沼田　　萌  (5) 臼井信太朗  (6)

17 3 34:48 区間 [20] 5:59 [3] 4:48 [17] 6:04 [21] 5:49 [15] 6:06 [20] 6:02
累計 [20] 5:59 [12] 10:47 [16] 16:51 [16] 22:40 [16] 28:46 [17] 34:48

明峰Ｊ･Ｂ 選手 竹下　結子  (5) 田原　　翔  (5) 太田麻理香  (6) 小林　雅明  (5) 山口　　馨  (5) 土居　秀隆  (5)
18 27 35:27 区間 [14] 5:42 [20] 5:35 [14] 5:57 [12] 5:22 [23] 6:41 [22] 6:10

累計 [14] 5:42 [18] 11:17 [17] 17:14 [15] 22:36 [18] 29:17 [18] 35:27
安中ＪＡＣ 選手 中村鈴々花  (5) 鹿島　　宙  (6) 下田　絢未  (5) 林田　龍海  (6) 田中　美優  (5) 平野　航輝  (5)

19 15 35:35 区間 [23] 6:08 [19] 5:30 [22] 6:26 [16] 5:42 [18] 6:10 [14] 5:39
累計 [23] 6:08 [21] 11:38 [23] 18:04 [21] 23:46 [20] 29:56 [19] 35:35

真崎小DK･Ｂ 選手 城臺　萌美  (6) 村田　龍飛  (6) 田中　花音  (5) 山田　大誠  (5) 国本　海紗  (6) 平野　緑太  (5)
20 7 35:37 区間 [19] 5:57 [20] 5:35 [21] 6:20 [20] 5:48 [20] 6:13 [16] 5:44

累計 [19] 5:57 [20] 11:32 [20] 17:52 [20] 23:40 [19] 29:53 [20] 35:37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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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録一覧表 第14回 長崎県小学生クラブ対抗駅伝記録会
2013年1月20日  9時45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 風向： 風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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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4:47 4:49 4:57 5:1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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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位 No.

東長崎JC･Ｂ 選手 渕　　詠実  (6) 平井　和士  (6) 永尾　巴佳  (5) 永尾　拓也  (6) 吉田明日香  (6) 深浦　弘章  (6)
21 26 35:51 区間 [22] 6:07 [17] 5:22 [20] 6:12 [19] 5:47 [23] 6:41 [15] 5:42

累計 [22] 6:07 [19] 11:29 [19] 17:41 [19] 23:28 [21] 30:09 [21] 35:51
真崎小DK・Ｃ 選手 泉　さくら  (5) 齋藤　翔馬  (6) 宅島　星奈  (6) 岡　　竜綺  (6) 中村　春香  (6) 林瀨　龍紀  (6)

22 11 36:23 区間 [21] 6:02 [24] 5:59 [16] 6:02 [22] 5:52 [22] 6:25 [21] 6:03
累計 [21] 6:02 [24] 12:01 [22] 18:03 [22] 23:55 [23] 30:20 [22] 36:23

高来クラブＢ 選手 中島　明星  (6) 豆田　恭成  (5) 吉崎穂乃花  (5) 平松　颯渡  (6) 鵜林　李奈  (5) 村山　隼人  (5)
23 2 36:28 区間 [18] 5:54 [25] 6:11 [13] 5:54 [24] 6:14 [14] 6:04 [23] 6:11

累計 [18] 5:54 [25] 12:05 [21] 17:59 [24] 24:13 [22] 30:17 [23] 36:28
福江クラブＢ 選手 南　　智乃  (5) 有吉　遥也  (6) 橋口　梨沙  (6) 角野実夏人  (5) 平山　優香  (6) 作田　琉魁  (5)

24 9 36:47 区間 [25] 6:10 [22] 5:42 [23] 6:28 [17] 5:46 [21] 6:18 [24] 6:23
累計 [25] 6:10 [22] 11:52 [24] 18:20 [23] 24:06 [24] 30:24 [24] 36:47

福江クラブＣ 選手 橋詰紗也夏  (6) 永山　汰樹  (6) 酒本　摂美  (5) 月川　勇輝  (5) 清川美早紀  (6) 作田　龍威  (6)
25 22 37:32 区間 [24] 6:09 [23] 5:50 [25] 6:32 [17] 5:46 [25] 6:49 [25] 6:26

累計 [24] 6:09 [23] 11:59 [25] 18:31 [25] 24:17 [25] 31:06 [25]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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