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平成26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4年11月12日  13時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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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 6:38 6:5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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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津 選手 上川　歩未  (3) 長與　桜子  (3) 安達　亜妙  (2) 原田　佑菜  (1) 森林　未来  (3)

1 29 43:09 区間 [17] 11:01 [2] 7:12 [6] 7:23 [3] 7:29 [1] 10:04 新
山下　潤 累計 [17] 11:01 [10] 18:13 [8] 25:36 [6] 33:05 [1] 43:09
雞知 選手 日高　璃子  (3) 永留　萌恵  (2) 宮本江里菜  (1) 奥村　　渚  (3) 藤　　美凪  (3)

2 1 43:25 区間 [14] 10:53 [7] 7:16 [1] 7:03 [1] 7:19 [3] 10:54
國分　哲也 累計 [14] 10:53 [8] 18:09 [4] 25:12 [1] 32:31 [2] 43:25
川棚 選手 岡本　海愛  (3) 仲　　夢    (2) 松山みのり  (2) 田中さくら  (3) 弟子丸小春  (1)

3 15 43:29 区間 [3] 10:29 [4] 7:15 [2] 7:15 [7] 7:33 [4] 10:57
小代　創 累計 [3] 10:29 [3] 17:44 [1] 24:59 [2] 32:32 [3] 43:29
福江 選手 佐々木亜美  (2) 安達由佳子  (3) 小村　聖乃  (1) 泉　　理菜  (1) 久保明日香  (1)

4 7 43:33 区間 [11] 10:49 [1] 7:10 [5] 7:21 [2] 7:21 [2] 10:52
坂下　八郎 累計 [11] 10:49 [5] 17:59 [6] 25:20 [3] 32:41 [4] 43:33
早岐 選手 吉塚有紀子  (2) 迎　　美夢  (1) 福田　志保  (2) 沢辺　和花  (2) 迎　　真夢  (2)

5 13 43:54 区間 [2] 10:12 [4] 7:15 [13] 7:37 [15] 7:47 [6] 11:03
高原　健吾 累計 [2] 10:12 [1] 17:27 [2] 25:04 [5] 32:51 [5] 43:54
長与 選手 柴原　佑紀  (3) 岡　ちひろ  (1) 西ノ首佑奈  (2) 児玉　温紀  (2) 大津安沙菜  (2)

6 30 44:07 区間 [1] 10:03 [15] 7:32 [12] 7:35 [5] 7:31 [15] 11:26
峰　  みほ 累計 [1] 10:03 [2] 17:35 [3] 25:10 [4] 32:41 [6] 44:07
玖島 選手 三上ももか  (3) 三浦早紀子  (1) 浦濵　有奈  (2) 富永さや香  (3) 伊藤　　茜  (2)

7 17 44:26 区間 [5] 10:32 [4] 7:15 [9] 7:32 [12] 7:46 [11] 11:21
賀嶋　雅也 累計 [5] 10:32 [4] 17:47 [5] 25:19 [7] 33:05 [7] 44:26
西大村 選手 大島　鈴音  (3) 方違　優菜  (3) 生島　桃花  (3) 戸嶋　理子  (3) 黒江　知未  (3)

8 18 44:28 区間 [12] 10:50 [18] 7:36 [3] 7:17 [4] 7:30 [8] 11:15
鳥巢　晋 累計 [12] 10:50 [15] 18:26 [10] 25:43 [8] 33:13 [8] 44:28
長崎琴海 選手 濵添　麻那  (1) 松尾　夢華  (2) 十島　真優  (2) 川原　佳乃  (2) 石本　真歩  (1)

9 32 44:56 区間 [4] 10:30 [13] 7:31 [11] 7:34 [25] 8:07 [7] 11:14
島田　勝之 累計 [4] 10:30 [6] 18:01 [7] 25:35 [13] 33:42 [9] 44:56
長大附属 選手 大原　美月  (1) 荒木　麗奈  (2) 角町　姫梨  (1) 美濃　杏奈  (3) 服部　優里  (2)

10 31 44:56 区間 [15] 10:59 [17] 7:34 [4] 7:18 [11] 7:45 [10] 11:20
作元　浩二 累計 [15] 10:59 [16] 18:33 [12] 25:51 [11] 33:36 [10] 44:56
明峰 選手 石橋　奈々  (2) 井原　　唯  (2) 米村　美瑠  (1) 矢川　果林  (1) 松林　美里  (1)

11 19 45:10 区間 [18] 11:08 [21] 7:42 [9] 7:32 [16] 7:51 [4] 10:57
田添みつ子 累計 [18] 11:08 [21] 18:50 [18] 26:22 [16] 34:13 [11] 45:10
有明 選手 松田　純香  (3) 谷山　邑花  (3) 松本　万由  (1) 林田　栞里  (3) 牧　　渚    (3)

12 25 45:16 区間 [7] 10:37 [13] 7:31 [16] 7:38 [17] 7:52 [18] 11:38
伊東　普己 累計 [7] 10:37 [7] 18:08 [11] 25:46 [12] 33:38 [12] 45:16
加津佐 選手 栗原　朱里  (1) 森北　詩音  (1) 山田　瑞季  (2) 太田　美優  (2) 太田　瑞穂  (3)

13 23 45:17 区間 [8] 10:42 [12] 7:30 [8] 7:30 [12] 7:46 [22] 11:49
林田美保子 累計 [8] 10:42 [9] 18:12 [9] 25:42 [9] 33:28 [13] 45:17
山澄 選手 土肥　瑞希  (1) 上野いちご  (1) 合志　花凛  (2) 中尾　涼音  (3) 平原　夢花  (2)

14 14 45:21 区間 [21] 11:16 [11] 7:26 [7] 7:29 [9] 7:38 [16] 11:32
塩塚　拓 累計 [21] 11:16 [19] 18:42 [15] 26:11 [15] 33:49 [14] 45:21
国見 選手 松木　葵依  (1) 伊達　芽衣  (2) 稲田　桃子  (2) 林田　紗和  (3) 三原　奈穂  (2)

15 21 45:22 区間 [19] 11:10 [2] 7:12 [19] 7:45 [10] 7:40 [17] 11:35
中村久美子 累計 [19] 11:10 [11] 18:22 [14] 26:07 [14] 33:47 [15] 45:22
豊玉 選手 佐伯　柚鳳  (2) 阿比留　葵  (2) 佐伯　苑実  (1) 築城　智恵  (1) 沖中千恵実  (2)

16 2 45:40 区間 [9] 10:43 [20] 7:40 [16] 7:38 [6] 7:32 [28] 12:07
藤　  宏光 累計 [9] 10:43 [12] 18:23 [13] 26:01 [10] 33:33 [16] 45:40
芦辺 選手 田中亜可梨  (2) 清川由紀子  (1) 宮本　彩澄  (1) 江川明日香  (1) 大久保舞香  (3)

17 3 45:47 区間 [10] 10:48 [29] 7:56 [22] 7:46 [24] 8:01 [9] 11:16
松山  幸司 累計 [10] 10:48 [20] 18:44 [20] 26:30 [21] 34:31 [17] 45:47
郷ノ浦 選手 西本　侑弥  (3) 末永　結愛  (1) 山口　莉子  (1) 安永みちる  (3) 齋藤　鞠美  (1)

18 4 45:52 区間 [22] 11:16 [8] 7:18 [30] 8:10 [12] 7:46 [13] 11:22
中田久仁子 累計 [22] 11:16 [18] 18:34 [22] 26:44 [19] 34:30 [18] 45:52
喜々津 選手 白石　希星  (1) 緒方　楓佳  (1) 林田　五和  (2) 相川　瑠依  (2) 北村佳奈子  (1)

19 20 45:56 区間 [28] 11:41 [9] 7:20 [25] 7:55 [8] 7:35 [14] 11:25
赤山　大地 累計 [28] 11:41 [24] 19:01 [25] 26:56 [20] 34:31 [19] 45:56
有川 選手 築地　理子  (3) 小田　優華  (2) 山口　杏音  (2) 中村　桃香  (3) 中山　亜美  (3)

20 5 46:02 区間 [6] 10:37 [25] 7:47 [27] 7:56 [22] 7:59 [20] 11:43
切江香津代 累計 [6] 10:37 [13] 18:24 [17] 26:20 [18] 34:19 [20] 46:02

順
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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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位 No.

御厨 選手 髙尾貴美歌  (3) 堤　　晴菜  (3) 久家　愛郁  (2) 浜崎　亜美  (2) 増山　　凛  (1)
21 11 46:05 区間 [20] 11:12 [22] 7:43 [25] 7:55 [19] 7:54 [11] 11:21

藤﨑三枝子 累計 [20] 11:12 [22] 18:55 [23] 26:50 [23] 34:44 [21] 46:05
愛野 選手 山﨑　友惟  (2) 小原　菜摘  (3) 林　　琴音  (3) 川原野々花  (2) 永田　奏絵  (2)

22 22 46:07 区間 [13] 10:50 [22] 7:43 [19] 7:45 [20] 7:55 [24] 11:54
前川　淳子 累計 [13] 10:50 [17] 18:33 [16] 26:18 [17] 34:13 [22] 46:07
富江 選手 久　智菜美  (1) 山本　　輝  (3) 山﨑　早織  (3) 木元明日香  (2) 新井　七海  (3)

23 8 46:30 区間 [24] 11:18 [25] 7:47 [23] 7:50 [21] 7:57 [18] 11:38
葉山 善信 累計 [24] 11:18 [25] 19:05 [24] 26:55 [25] 34:52 [23] 46:30
志佐 選手 東川　佳湖  (3) 山田結葵乃  (3) 福田　美咲  (3) 小林　日和  (2) 濵　　花凜  (3)

24 12 46:32 区間 [25] 11:26 [16] 7:33 [13] 7:37 [27] 8:09 [21] 11:47
吉田　正 累計 [25] 11:26 [23] 18:59 [21] 26:36 [24] 34:45 [24] 46:32
波佐見 選手 平野　　蒼  (3) 花田　雪乃  (1) 山口　綾香  (3) 岩永　彩紀  (3) 津留日菜子  (2)

25 16 46:58 区間 [16] 11:01 [10] 7:25 [29] 8:02 [29] 8:13 [29] 12:17
坂口  通章 累計 [16] 11:01 [14] 18:26 [19] 26:28 [22] 34:41 [25] 46:58
上五島 選手 吉村　怜奈  (2) 名切　舞海  (2) 田中　佑佳  (3) 西　美佳子  (3) 城山　葵海  (1)

26 6 47:00 区間 [23] 11:17 [30] 7:57 [24] 7:51 [18] 7:53 [27] 12:02
宮崎　聡子 累計 [23] 11:17 [26] 19:14 [27] 27:05 [26] 34:58 [26] 47:00
平戸 選手 大浦　　萌  (2) 福田　加琳  (1) 磯田　理恵  (2) 吉本愛里紗  (3) 眞﨑日向子  (2)

27 9 47:07 区間 [29] 11:42 [19] 7:39 [19] 7:45 [26] 8:08 [23] 11:53
土肥しぐれ 累計 [29] 11:42 [28] 19:21 [28] 27:06 [27] 35:14 [27] 47:07
西海 選手 海貝野々花  (3) 浦山ひなた  (2) 戸浦　眞奈  (2) 山口　泉妃  (2) 田﨑　萌愛  (2)

28 28 47:41 区間 [27] 11:37 [22] 7:43 [13] 7:37 [32] 8:44 [25] 12:00
白倉亜希子 累計 [27] 11:37 [27] 19:20 [26] 26:57 [29] 35:41 [28] 47:41
島原第二 選手 安藤　由妃  (1) 入江　美咲  (2) 永吉　来春  (3) 佐藤　未悠  (2) 本多由有莉  (2)

29 26 47:49 区間 [26] 11:30 [32] 8:00 [18] 7:42 [27] 8:09 [31] 12:28
馬場　圭子 累計 [26] 11:30 [29] 19:30 [29] 27:12 [28] 35:21 [29] 47:49
生月 選手 石川　千聖  (1) 森永志奈乃  (2) 岡元那津実  (3) 川元うらら  (3) 大浦　璃子  (2)

30 10 48:07 区間 [30] 12:00 [28] 7:55 [31] 8:12 [22] 7:59 [26] 12:01
大道寺洋子 累計 [30] 12:00 [30] 19:55 [31] 28:07 [30] 36:06 [30] 48:07
西有家 選手 多良百綾賀  (2) 藤田　瑠衣  (3) 鬼塚　　凪  (1) 内田　朱夏  (1) 鬼塚　七海  (3)

31 24 48:38 区間 [31] 12:05 [27] 7:53 [28] 7:58 [29] 8:13 [32] 12:29
永田有喜子 累計 [31] 12:05 [31] 19:58 [30] 27:56 [31] 36:09 [31] 48:38
大瀬戸 選手 德永　　桜  (2) 木山　もえ  (1) 浦野　杏奈  (3) 中沼　楽明  (3) 山下　京香  (2)

32 27 49:12 区間 [32] 12:11 [30] 7:57 [32] 8:25 [29] 8:13 [30] 12:26
若杉　卓朗 累計 [32] 12:11 [32] 20:08 [32] 28:33 [32] 36:46 [32] 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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