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平成28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6年11月11日  12時30分スタート 天候：晴れ 気温：18.0℃ 風向：北 風速：1.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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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9:13 9:29 9:27 9:33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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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桜が原 選手 花尾　恭輔  (3) 濱田　功志  (3) 林田　洋翔  (3) 濱田　　光  (2) 緒方　雄大  (2) 谷口瞬之介  (2)

1 17 1:02:26 新 区間 [1] 12:04 新 [10] 9:28 [1] 8:34 新 [3] 9:42 [5] 9:51 [3] 12:47 新

内山　愛 累計 [1] 12:04 [1] 21:32 [1] 30:06 [1] 39:48 [1] 49:39 [1] 1:02:26

岐宿 選手 磯部　龍誠  (3) 出口　勝太  (2) 谷川　大輝  (3) 野原　一真  (3) 弓川武三史  (1) 山田　大翔  (2)

2 7 1:04:26 区間 [4] 12:27 [19] 9:43 [4] 9:40 [2] 9:41 [9] 9:58 [6] 12:57

草野　優一 累計 [4] 12:27 [6] 22:10 [5] 31:50 [3] 41:31 [3] 51:29 [2] 1:04:26

早岐 選手 山口　大貴  (2) 神近　　仁  (3) 赤司　倫己  (3) 林　　昂輝  (2) 廣川　裕次  (2) 別府　明稔  (2)

3 13 1:04:27 区間 [19] 13:06 [8] 9:27 [8] 9:46 [1] 9:36 [4] 9:50 [2] 12:42 新

高原　健吾 累計 [19] 13:06 [13] 22:33 [14] 32:19 [5] 41:55 [5] 51:45 [3] 1:04:27

厳原 選手 鍵本　透也  (3) 糸瀬　天晴  (1) 橘　　真我  (3) 安田　栄真  (3) 福井　裕之  (1) 小松　弘毅  (3)

4 1 1:04:47 区間 [7] 12:41 [12] 9:37 [15] 9:54 [13] 9:55 [15] 10:05 [1] 12:35 新

鍵本　恵 累計 [7] 12:41 [11] 22:18 [9] 32:12 [12] 42:07 [12] 52:12 [4] 1:04:47

有川 選手 山田　蓮太  (3) 横山　夏生  (2) 中村　流星  (2) 尾上　大樹  (2) 坪井　広大  (1) 瀬戸　幸晟  (3)

5 5 1:04:48 区間 [21] 13:08 [6] 9:26 [4] 9:40 [4] 9:47 [7] 9:54 [5] 12:53

林　　信二 累計 [21] 13:08 [14] 22:34 [12] 32:14 [11] 42:01 [7] 51:55 [5] 1:04:48

愛野 選手 溝口　泰良  (3) 溝口　　仁  (3) 坂瀨　　司  (2) 竹田珠馬琉  (3) 小川　瑞稀  (3) 黒田　健太  (3)

6 21 1:04:54 区間 [3] 12:23 [3] 9:19 [16] 9:56 [11] 9:53 [9] 9:58 [19] 13:25

林田　一也 累計 [3] 12:23 [3] 21:42 [2] 31:38 [2] 41:31 [2] 51:29 [6] 1:04:54

東長崎 選手 一ノ瀬結人  (3) 黒木　翔太  (3) 髙梨　幹太  (3) 梅野　大智  (3) 平山　　樹  (3) 鶴　　雄人  (3)

7 31 1:05:01 区間 [6] 12:38 [6] 9:26 [16] 9:56 [13] 9:55 [9] 9:58 [9] 13:08

池田　直人 累計 [6] 12:38 [5] 22:04 [6] 32:00 [6] 41:55 [6] 51:53 [7] 1:05:01

南有馬 選手 竹下　魁渡  (3) 川口　瑠夏  (3) 石川　桜史  (3) 溝田　勝己  (3) 佐伯　大希  (3) 宮川康之介  (2)

8 23 1:05:02 区間 [2] 12:16 新 [12] 9:37 [9] 9:47 [19] 10:01 [22] 10:21 [7] 13:00

山田　惇司 累計 [2] 12:16 [4] 21:53 [3] 31:40 [4] 41:41 [9] 52:02 [8] 1:05:02

高田 選手 山口　颯斗  (3) 横田　玖磨  (3) 近藤　　旭  (3) 岩永　航史  (3) 谷崎　海航  (3) 松本慧次郎  (3)

9 30 1:05:04 区間 [9] 12:44 [8] 9:27 [14] 9:53 [16] 9:56 [1] 9:42 [18] 13:22

海野　雄亮 累計 [9] 12:44 [7] 22:11 [7] 32:04 [9] 42:00 [4] 51:42 [9] 1:05:04

福江 選手 大賀　啓夢  (3) 森　　心太  (3) 藤屋　一路  (2) 出口　頌之  (2) 小田　友彦  (2) 原田凜太郎  (2)

10 8 1:05:08 区間 [17] 12:57 [16] 9:40 [12] 9:52 [4] 9:47 [3] 9:48 [8] 13:04

葉山　善信 累計 [17] 12:57 [15] 22:37 [16] 32:29 [14] 42:16 [10] 52:04 [10] 1:05:08

時津 選手 小林　大晟  (2) 中里　太一  (3) 白濱　武琉  (2) 吉谷　　武  (2) 福用　聖弥  (3) 酒井　雄介  (1)

11 29 1:05:08 区間 [12] 12:45 [11] 9:31 [18] 9:57 [4] 9:47 [9] 9:58 [11] 13:10

藤本　忠彦 累計 [12] 12:45 [9] 22:16 [11] 32:13 [8] 42:00 [8] 51:58 [11] 1:05:08

大瀬戸 選手 村島　望海  (3) 小鳥居勇太  (3) 濵川　晃帆  (2) 長尾　　冴  (3) 小林　宏翔  (3) 本山凜太朗  (2)

12 27 1:05:30 区間 [16] 12:55 [4] 9:22 [12] 9:52 [10] 9:52 [20] 10:16 [13] 13:13

若杉　卓朗 累計 [16] 12:55 [10] 22:17 [8] 32:09 [10] 42:01 [13] 52:17 [12] 1:05:30

彼杵 選手 河野竜乃介  (3) 福田　　翔  (3) 大安　慶吾  (1)

13 16 1:05:41 区間 [20] 13:06 [23] 9:53 [6] 9:41 [19] 10:01 [6] 9:52 [9] 13:08

今村　美紀 累計 [20] 13:06 [23] 22:59 [19] 32:40 [19] 42:41 [15] 52:33 [13] 1:05:41

西大村 選手 比嘉　真一  (3) 冨岡虎太郎  (3) 野田　茂希  (2) 田中　快晴  (1) 森山　太斗  (1) 橋口　航世  (3)

14 18 1:05:43 区間 [5] 12:28 [1] 9:07 新 [26] 10:15 [22] 10:06 [17] 10:08 [26] 13:39

鳥巣　晋 累計 [5] 12:28 [2] 21:35 [4] 31:50 [7] 41:56 [11] 52:04 [14] 1:05:43

田平 選手 山口　直也  (3) 今村　文哉  (3) 辻　　昌秀  (2) 稲澤　健太  (3) 木村　悠斗  (3) 田島　龍聖  (3)

15 9 1:05:50 区間 [14] 12:51 [4] 9:22 [22] 10:00 [22] 10:06 [31] 10:40 [4] 12:51

吉田　綾子 累計 [14] 12:51 [8] 22:13 [10] 32:13 [15] 42:19 [22] 52:59 [15] 1:05:50

雞知 選手 小島　翔涉  (3) 岩見　将成  (2) 三上　聡太  (3) 黒岩　正汰  (3) 寺崎　純平  (3) 平川　遥登  (2)

16 2 1:05:51 区間 [28] 13:32 [19] 9:43 [11] 9:49 [4] 9:47 [1] 9:42 [16] 13:18

古藤　鉄平 累計 [28] 13:32 [27] 23:15 [24] 33:04 [23] 42:51 [16] 52:33 [16] 1:05:51

郷ノ浦 選手 加藤宗一郎  (2) 竹口　　然  (1) 加藤仁一郎  (2) 益川　洋人  (3) 村部　駿哉  (2) 大島　大青  (3)

17 4 1:05:59 区間 [24] 13:17 [16] 9:40 [7] 9:42 [8] 9:49 [19] 10:15 [14] 13:16

竹藤　浩史 累計 [24] 13:17 [22] 22:57 [18] 32:39 [17] 42:28 [18] 52:43 [17] 1:05:59

西有家 選手 志岐　康太  (3) 伊藤　　響  (3) 松尾　優輝  (2) 林田　拓馬  (3) 髙橋　　凜  (3) 江越　宏晟  (2)

18 24 1:06:00 区間 [23] 13:10 [21] 9:44 [18] 9:57 [16] 9:56 [8] 9:56 [15] 13:17

田中　綾 累計 [23] 13:10 [21] 22:54 [22] 32:51 [21] 42:47 [17] 52:43 [18] 1:06:00

諫早 選手 野中慎一郎  (3) 橋本　侑昌  (3) 井上　詠仁  (3) 神崎　大地  (3) 鶴山　颯馬  (3) 鍬﨑　哲也  (1)

19 19 1:06:10 区間 [10] 12:45 [26] 9:58 [23] 10:03 [25] 10:12 [13] 10:01 [12] 13:11

白丸　邦昭 累計 [10] 12:45 [18] 22:43 [21] 32:46 [24] 42:58 [21] 52:59 [19] 1:06:10

芦辺 選手 大久保翔貴  (3) 西村　真聖  (3) 松下　翔紀  (3) 石橋　　駿  (2) 山川　恭平  (3) 竹下　宜輝  (3)

20 3 1:06:12 区間 [11] 12:45 [24] 9:55 [2] 9:37 [13] 9:55 [16] 10:06 [30] 13:54

松山　幸司 累計 [11] 12:45 [16] 22:40 [13] 32:17 [13] 42:12 [14] 52:18 [20] 1:06:12

順
位
No.



御厨 選手 内野　李彗  (3) 嘉松　朋弥  (3) 平川　豪流  (3) 冨野　脩太  (2) 木寺　壱成  (3) 氏山　和弥  (3)

21 11 1:06:36 区間 [18] 13:01 [18] 9:41 [10] 9:48 [9] 9:50 [27] 10:27 [28] 13:49

吉田　正 累計 [18] 13:01 [17] 22:42 [17] 32:30 [16] 42:20 [19] 52:47 [21] 1:06:36

有明 選手 森崎　将尋  (3) 吉田　笙真  (2) 馬渡健二朗  (2) 本田　憲正  (3) 吉田　侑嗣  (3)

22 25 1:06:41 区間 [8] 12:42 [15] 9:39 [25] 10:07 [28] 10:15 [28] 10:28 [21] 13:30

喜久　優佳 累計 [8] 12:42 [12] 22:21 [15] 32:28 [20] 42:43 [23] 53:11 [22] 1:06:41

長崎東 選手 宮上　寬大  (3) 瓦田雄太郎  (3) 永瀨　康人  (3) 三浦　功奨  (3) 松本　健生  (3) 金子　和樹  (3)

23 32 1:06:42 区間 [31] 13:43 [2] 9:17 [18] 9:57 [11] 9:53 [14] 10:02 [29] 13:50

中原　忍 累計 [31] 13:43 [24] 23:00 [23] 32:57 [22] 42:50 [20] 52:52 [23] 1:06:42

川棚 選手 中倉　嘉也  (3) 石井壮一朗  (3) 西村　幸樹  (2) 井田　湧樹  (3) 荒木　拓馬  (2) 岡本　海奨  (2)

24 15 1:06:50 区間 [26] 13:25 [12] 9:37 [3] 9:39 [18] 10:00 [30] 10:37 [23] 13:32

小代　創 累計 [26] 13:25 [25] 23:02 [20] 32:41 [18] 42:41 [24] 53:18 [24] 1:06:50

西諫早 選手 山﨑　大樹  (3) 大﨑　蒼平  (3) 山口　義斗  (1) 田中　悠人  (2) 大宮健太郎  (3) 脇山　将悟  (3)

25 20 1:07:11 区間 [30] 13:36 [22] 9:45 [18] 9:57 [25] 10:12 [22] 10:21 [17] 13:20

薄田　真紀子 累計 [30] 13:36 [28] 23:21 [26] 33:18 [27] 43:30 [26] 53:51 [25] 1:07:11

世知原 選手 植村　優人  (3) 赤木　悠馬  (3) 濱元　海斗  (2) 堤　　望馬  (3) 田口　直人  (3) 手塚　琉貴  (2)

26 14 1:07:15 区間 [13] 12:48 [27] 10:04 [28] 10:20 [24] 10:09 [29] 10:29 [19] 13:25

山野　功 累計 [13] 12:48 [20] 22:52 [25] 33:12 [25] 43:21 [25] 53:50 [26] 1:07:15

上五島 選手 松尾　　駿  (3) 前田　紘明  (3) 岡田　洋成  (2) 津田　晴明  (1) 松屋　翔真  (2) 田中　瑠龍  (3)

27 6 1:07:41 区間 [15] 12:53 [25] 9:56 [30] 10:34 [21] 10:02 [32] 10:44 [23] 13:32

松尾　朋 累計 [15] 12:53 [19] 22:49 [27] 33:23 [26] 43:25 [27] 54:09 [27] 1:07:41

島原第一 選手 松尾　玲玖  (3) 市川凜太郎  (3) 山本　海翔  (3) 井元　晧稀  (1) 吉田　陸翔  (2) 守田　匠磨  (3)

28 26 1:07:50 区間 [22] 13:09 [27] 10:04 [26] 10:15 [29] 10:19 [26] 10:26 [25] 13:37

濵村　愛 累計 [22] 13:09 [26] 23:13 [28] 33:28 [28] 43:47 [28] 54:13 [28] 1:07:50

今福 選手 渡口　騎亜  (3) 鈴木　安弘  (3) 中島　匠吾  (3) 福浦　海也  (3) 山口留稀哉  (2) 川畑　　陸  (3)

29 12 1:08:09 区間 [27] 13:30 [32] 10:31 [24] 10:06 [27] 10:13 [21] 10:18 [22] 13:31

奥野　猶興 累計 [27] 13:30 [31] 24:01 [30] 34:07 [29] 44:20 [29] 54:38 [29] 1:08:09

南部 選手 日高つかさ  (3) 住福　紘充  (3) 城岩　晃輔  (3) 松永　大輝  (3) 島田　拓実  (3) 大村真太郎  (2)

30 10 1:08:20 区間 [25] 13:21 [30] 10:16 [29] 10:28 [30] 10:21 [18] 10:12 [27] 13:42

鴨川　峰幸 累計 [25] 13:21 [29] 23:37 [29] 34:05 [30] 44:26 [30] 54:38 [30] 1:08:20

西海 選手 古子　尊教  (3) 川後　怜央  (3) 小山　俊介  (1) 長岡　祐月  (1) 宮𦚰圭太  (3) 井田　天空  (2)

31 28 1:09:41 区間 [29] 13:33 [29] 10:12 [31] 10:45 [31] 10:34 [25] 10:23 [31] 14:14

平山　惣昭 累計 [29] 13:33 [30] 23:45 [31] 34:30 [31] 45:04 [31] 55:27 [31] 1:09:41

瑞穂 選手 谷口　蓮空  (3) 立石　天馬  (2) 柿田　　惇  (3) 本多　純児  (3) 鶴﨑　遼磨  (3) 吉田　大樹  (3)

32 22 1:10:49 区間 [32] 14:10 [31] 10:27 [32] 10:48 [32] 10:46 [24] 10:22 [32] 14:16

大石　真奈美 累計 [32] 14:10 [32] 24:37 [32] 35:25 [32] 46:11 [32] 56:33 [32] 1:1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