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平成25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3年11月7日  11時00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20.2℃ 風向：北西 風速：1.4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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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9:10 9:20 9:28 9:25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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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諫早 選手 松尾将太郎  (3) 森　　一平  (3) 奥野　寛道  (3) 竹下　怜央  (3) 宮本　大地  (2) 川良　昂世  (3)

1 19 1:03:48 区間 [8] 12:41 [3] 9:36 [10] 10:02 [1] 9:19 新 [1] 9:40 [1] 12:30
村井　博史 累計 [8] 12:41 [5] 22:17 [5] 32:19 [2] 41:38 [2] 51:18 [1] 1:03:48
時津 選手 奥浦　　拓  (3) 野口　智生  (3) 六山　佳門  (3) 原　　銀次  (3) 冨永　裕憂  (1) 納所　大樹  (3)

2 29 1:03:50 区間 [4] 12:23 [7] 9:39 [14] 10:07 [2] 9:20 新 [2] 9:46 [2] 12:35
立部　　尚 累計 [4] 12:23 [3] 22:02 [3] 32:09 [1] 41:29 [1] 51:15 [2] 1:03:50
長与第二 選手 山本　航大  (3) 藤田　佑真  (3) 松山　京右  (2) 河野　将都  (3) 佐藤　翔平  (3) 浦田　定武  (3)

3 30 1:05:32 区間 [1] 12:18 [2] 9:34 [8] 10:01 [4] 9:51 [9] 10:12 [14] 13:36
島　　大輔 累計 [1] 12:18 [1] 21:52 [1] 31:53 [3] 41:44 [3] 51:56 [3] 1:05:32
東長崎 選手 渡辺　瑛也  (3) 白井　　翼  (3) 田中　智也  (1) 赤瀬　優太  (3) 山口　雅輝  (3) 吉田　翔夢  (3)

4 32 1:05:52 区間 [12] 12:57 [18] 9:56 [1] 9:44 [5] 9:53 [4] 9:56 [8] 13:26
島田　勝之 累計 [12] 12:57 [13] 22:53 [10] 32:37 [6] 42:30 [4] 52:26 [4] 1:05:52
御厨 選手 久家　椋太  (3) 堺　健太郎  (3) 引地　和也  (2) 浜崎　克己  (3) 長谷川智也  (3) 德田　慶秀  (2)

5 11 1:06:04 区間 [7] 12:40 [10] 9:42 [4] 9:56 [14] 10:13 [3] 9:55 [16] 13:38
藤﨑三枝子 累計 [7] 12:40 [6] 22:22 [4] 32:18 [7] 42:31 [5] 52:26 [5] 1:06:04
小ヶ倉 選手 栁　　圭祐  (3) 中道　　学  (3) 山下　大海  (3) 森田　　豪  (3) 尾﨑　健吾  (3) 坪田　桃季  (3)

6 31 1:06:06 区間 [3] 12:23 [4] 9:38 [7] 10:00 [29] 10:33 [9] 10:12 [6] 13:20
百合野祐二 累計 [3] 12:23 [2] 22:01 [2] 32:01 [8] 42:34 [7] 52:46 [6] 1:06:06
福江 選手 林　　繁斗  (3) 戸川　睦徳  (2) 後藤将太郎  (1) 梁瀬　大輔  (3) 野口　太聖  (3) 松下　清貴  (2)

7 7 1:06:22 区間 [2] 12:22 [12] 9:46 [19] 10:15 [8] 10:00 [7] 10:06 [21] 13:53
坂下　八郎 累計 [2] 12:22 [4] 22:08 [6] 32:23 [4] 42:23 [6] 52:29 [7] 1:06:22
日野 選手 樫谷　幸洋  (3) 日髙　　樹  (2) 中牟田康平  (3) 浜松　　凜  (2) 田中　佑磨  (3) 内田　大我  (3)

8 14 1:06:29 区間 [27] 13:30 [4] 9:38 [5] 9:57 [3] 9:50 [6] 10:05 [9] 13:29
鶴田　和宏 累計 [27] 13:30 [21] 23:08 [16] 33:05 [11] 42:55 [9] 53:00 [8] 1:06:29
上五島 選手 田島　大成  (3) 田原　祐歩  (3) 近藤　勇希  (3) 長江　翔也  (3) 吉村　公太  (3) 矢口　優斗  (1)

9 5 1:06:32 区間 [16] 13:05 [7] 9:39 [2] 9:51 [6] 9:55 [15] 10:22 [17] 13:40
前田　裕司 累計 [16] 13:05 [10] 22:44 [8] 32:35 [5] 42:30 [8] 52:52 [9] 1:06:32
諫早附属 選手 相川　開誠  (3) 御所　佑京  (3) 森下　史也  (2) 原田　友貴  (3) 上谷　真人  (1) 竹田　拓矢  (2)

10 20 1:06:45 区間 [9] 12:44 [14] 9:48 [12] 10:05 [12] 10:10 [27] 10:37 [7] 13:21
福田　正博 累計 [9] 12:44 [9] 22:32 [9] 32:37 [9] 42:47 [10] 53:24 [10] 1:06:45
郷ノ浦 選手 竹　優也  (3) 末永　　勝  (3) 山口　祐介  (3) 末永　竜也  (2) 濵田　　誠  (2) 三浦壱太朗  (1)

11 3 1:06:55 区間 [17] 13:08 [15] 9:53 [5] 9:57 [18] 10:21 [13] 10:20 [5] 13:16
中島　豪志 累計 [17] 13:08 [19] 23:01 [15] 32:58 [15] 43:19 [15] 53:39 [11] 1:06:55
厳原 選手 小松　雄斗  (3) 田邊　　俊  (3) 森山　　灯  (3) 阿比留　遼  (2) 糸瀬　雄哉  (2) 小松　圭太  (2)

12 2 1:07:01 区間 [11] 12:55 [1] 9:33 [19] 10:15 [16] 10:15 [21] 10:31 [10] 13:32
小川　洋平 累計 [11] 12:55 [8] 22:28 [11] 32:43 [13] 42:58 [11] 53:29 [12] 1:07:01
郡 選手 栗原　卓也  (3) 永田　大海  (3) 辻　　泰瑚  (2) 鳥山　諒真  (3) 佐藤浩太郎  (2) 溝口　竜一  (3)

13 18 1:07:04 区間 [6] 12:39 [12] 9:46 [12] 10:05 [23] 10:24 [27] 10:37 [11] 13:33
菅原　正生 累計 [6] 12:39 [7] 22:25 [7] 32:30 [10] 42:54 [14] 53:31 [13] 1:07:04
豊玉 選手 阿比留　魁  (3) 築城　桂助  (2) 大島　卓真  (2) 梅野　真平  (3) 国分　佑弥  (3) 巻澤　海斗  (2)

14 1 1:07:24 区間 [15] 13:04 [15] 9:53 [17] 10:13 [7] 9:58 [15] 10:22 [23] 13:54
藤　　宏光 累計 [15] 13:04 [16] 22:57 [17] 33:10 [14] 43:08 [12] 53:30 [14] 1:07:24
祗園 選手 矢野　晃一  (3) 道野　勇輝  (3) 山崎　　響  (3) 工藤　明裕  (3) 福田　　悠  (3) 井手　耀平  (3)

15 13 1:07:25 区間 [23] 13:18 [9] 9:40 [26] 10:25 [17] 10:16 [25] 10:35 [4] 13:11
山野　功 累計 [23] 13:18 [17] 22:58 [19] 33:23 [19] 43:39 [20] 54:14 [15] 1:07:25
愛野 選手 中村　勇誠  (3) 尾上　悠太  (3) 上田　仁道  (3) 吉岡　　和  (2) 山本　大帆  (1) 黒田　雄太  (2)

16 22 1:07:31 区間 [22] 13:17 [4] 9:38 [2] 9:51 [13] 10:11 [24] 10:34 [26] 14:00
林田　一也 累計 [22] 13:17 [14] 22:55 [12] 32:46 [12] 42:57 [13] 53:31 [16] 1:07:31
国見 選手 福島　一誠  (3) 荒木　啓央  (3) 松原　孝樹  (3) 中村　大悠  (3) 堤　　泰一  (3) 福島　勘太  (3)

17 21 1:07:32 区間 [10] 12:50 [18] 9:56 [15] 10:09 [31] 10:41 [5] 10:04 [20] 13:52
酒井　竜也 累計 [10] 12:50 [11] 22:46 [13] 32:55 [18] 43:36 [16] 53:40 [17] 1:07:32
西海 選手 新井　祐太  (3) 田中　義人  (2) 坂田隆太郎  (2) 丸田　勇輝  (2) 井田　　春  (1) 新井　凌太  (3)

18 27 1:07:34 区間 [19] 13:13 [20] 10:01 [17] 10:13 [19] 10:22 [8] 10:10 [12] 13:35
御厨　春美 累計 [19] 13:13 [23] 23:14 [22] 33:27 [20] 43:49 [18] 53:59 [18] 1:07:34
富江 選手 谷合　拓哉  (3) 浦田　晴斗  (2) 川口　晃虎  (3) 谷合　俊哉  (3) 松倉　尋哉  (3) 大山　知起  (3)

19 8 1:07:39 区間 [21] 13:16 [17] 9:55 [21] 10:16 [10] 10:04 [22] 10:33 [12] 13:35
葉山　善信 累計 [21] 13:16 [22] 23:11 [21] 33:27 [17] 43:31 [19] 54:04 [19] 1:07:39
西彼 選手 朝長　拓也  (3) 吉川　　祥  (3) 川口　隆生  (3) 米田　　顕  (3) 山口　祥希  (3) 江口　大雅  (3)

20 28 1:07:39 区間 [14] 12:59 [24] 10:06 [32] 11:04 [14] 10:13 [17] 10:24 [3] 12:53
山本　忠明 累計 [14] 12:59 [20] 23:05 [28] 34:09 [27] 44:22 [26] 54:46 [20] 1:07:39

順
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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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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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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位 No.

有川 選手 道津　新太  (2) 江口　大雅  (3) 青﨑　僚雅  (1) 濱田　祐輔  (3) 立木　開登  (3) 江口　清洋  (1)
21 6 1:07:47 区間 [20] 13:14 [10] 9:42 [8] 10:01 [27] 10:28 [20] 10:29 [21] 13:53

林　信二 累計 [20] 13:14 [15] 22:56 [14] 32:57 [16] 43:25 [17] 53:54 [21] 1:07:47
桜が原 選手 横山　　翔  (3) 新　　昂大  (3) 根〆　聡司  (3) 辻　　将夢  (3) 新　　康生  (1) 田邊　拓朗  (2)

22 17 1:08:10 区間 [32] 14:08 [20] 10:01 [11] 10:03 [9] 10:01 [14] 10:21 [14] 13:36
田添奈央子 累計 [32] 14:08 [31] 24:09 [29] 34:12 [25] 44:13 [24] 54:34 [22] 1:08:10
島原第三 選手 尾﨑　千洸  (2) 大場　秀斗  (1) 川端　倫生  (3) 佐藤　快信  (1) 村　太志  (3) 德永　篤志  (3)

23 25 1:08:28 区間 [13] 12:58 [20] 10:01 [26] 10:25 [28] 10:29 [18] 10:26 [29] 14:09
中村健太郎 累計 [13] 12:58 [18] 22:59 [20] 33:24 [21] 43:53 [21] 54:19 [23] 1:08:28
島原第一 選手 石松　　翔  (2) 鈴木　颯太  (3) 永石　圭一  (3) 生駒　怜士  (3) 湯川　　奏  (3) 入江　　龍  (2)

24 26 1:08:30 区間 [28] 13:31 [25] 10:09 [16] 10:12 [11] 10:07 [25] 10:35 [24] 13:56
中尾　優介 累計 [28] 13:31 [26] 23:40 [24] 33:52 [23] 43:59 [23] 54:34 [24] 1:08:30
志佐 選手 堤　　真人  (3) 中原　仁弘  (3) 小森　惇史  (3) 倉田　魁渡  (3) 森　　瑞生  (2) 松本　吏佐  (3)

25 12 1:08:42 区間 [5] 12:32 [28] 10:16 [31] 10:33 [30] 10:34 [19] 10:27 [31] 14:20
吉田　正 累計 [5] 12:32 [12] 22:48 [18] 33:21 [22] 43:55 [22] 54:22 [25] 1:08:42
川棚 選手 中川　元気  (3) 村上　祐太  (2) 早瀬　　楓  (2) 清本　湧太  (3) 野副　大空  (3) 中嶋　悠太  (3)

26 15 1:08:49 区間 [18] 13:10 [27] 10:14 [29] 10:31 [19] 10:22 [30] 10:45 [19] 13:47
小代　創 累計 [18] 13:10 [25] 23:24 [25] 33:55 [26] 44:17 [28] 55:02 [26] 1:08:49
生月 選手 大浦　一将  (3) 大浦　彰太  (2) 福本　歩夢  (2) 石原　理志  (3) 柳本　晴也  (2) 牧山　進哉  (3)

27 9 1:08:52 区間 [25] 13:22 [29] 10:21 [26] 10:25 [22] 10:23 [12] 10:17 [27] 14:04
塩塚　拓 累計 [25] 13:22 [27] 23:43 [27] 34:08 [29] 44:31 [27] 54:48 [27] 1:08:52
南部 選手 松元　大夢  (3) 川下由乃介  (2) 白鞘　真彦  (3) 川口日南太  (3) 藤島綾太郎  (2) 網屋　　翼  (3)

28 10 1:08:59 区間 [29] 13:34 [26] 10:10 [24] 10:20 [25] 10:26 [11] 10:13 [30] 14:16
松田　謙一 累計 [29] 13:34 [28] 23:44 [26] 34:04 [28] 44:30 [25] 54:43 [28] 1:08:59
波佐見 選手 山脇　大輝  (2) 出口大慈郎  (2) 田中　亨明  (2) 山下　優樹  (1) 島尾　弘毅  (1) 河野　真樹  (2)

29 16 1:09:11 区間 [30] 13:37 [30] 10:23 [23] 10:17 [19] 10:22 [22] 10:33 [25] 13:59
坂口　通章 累計 [30] 13:37 [30] 24:00 [30] 34:17 [30] 44:39 [30] 55:12 [29] 1:09:11
加津佐 選手 中尾　賢真  (3) 船戸　　極  (3) 栗原　大翔  (2) 林田　謙人  (3) 杉本　知優  (3) 中尾　元紀  (3)

30 23 1:09:40 区間 [26] 13:27 [31] 10:28 [30] 10:32 [25] 10:26 [29] 10:42 [28] 14:05
林田美保子 累計 [26] 13:27 [29] 23:55 [31] 34:27 [31] 44:53 [31] 55:35 [30] 1:09:40
勝本 選手 雨海　智大  (2) 福田　有航  (3) 松本　真拓  (3) 川上　瑠唯  (3) 中原　康貴  (3) 増田　　匠  (3)

31 4 1:09:56 区間 [31] 13:40 [32] 10:30 [25] 10:24 [32] 10:44 [31] 10:58 [17] 13:40
川上　康 累計 [31] 13:40 [32] 24:10 [32] 34:34 [32] 45:18 [32] 56:16 [31] 1:09:56
西有家 選手 近藤　和也  (2) 石橋　亮啓  (2) 鹿田　尚樹  (2) 梶原　尊人  (1) 中村　　遼  (2) 田中　拓杜  (3)

DNF 24 区間 [24] 13:19 [23] 10:03 [21] 10:16 [23] 10:24 [32] 11:00 DNF
桑取　修二 累計 [24] 13:19 [24] 23:22 [23] 33:38 [24] 44:02 [29] 55:02 D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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