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第21回 長崎県小学生クラブ対抗駅伝記録会

2019年10月19日  9時45分スタート 天候：曇 気温：℃ 風向： 風速：m/s
チー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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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4:48 5:12 5:00 5:19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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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峰J 選手 藤原　咲来  (6) 竹市宗太郎  (6) 大久保美空  (6) 橋本虎之介  (5) 松尾　柚季  (6) 百田　好希  (5)

1 16 31:31 区間 [3] 5:20 [3] 5:03 [1] 5:20 [1] 5:08 [2] 5:20 [4] 5:20
累計 [3] 5:20 [3] 10:23 [2] 15:43 [2] 20:51 [1] 26:11 [1] 31:31

鶏鳴陸上 選手 藤　優衣帆  (6) 黒岩蘭太朗  (6) 田中ひより  (6) 小田　幸雅  (6) 寺田　千愛  (5) 吉村　羚音  (6)
2 27 31:47 区間 [4] 5:23 [1] 4:52 [3] 5:26 [2] 5:09 [4] 5:29 [6] 5:28

累計 [4] 5:23 [1] 10:15 [1] 15:41 [1] 20:50 [2] 26:19 [2] 31:47
大村陸上ク 選手 蔦野奈々紗  (6) 藤﨑　潤慈  (6) 久田日菜海  (6) 森山　仁斗  (5) 西嶋　真央  (6) 堀川修三郎  (5)

3 14 32:41 区間 [1] 5:14 [2] 5:02 [5] 5:41 [4] 5:34 [3] 5:23 [8] 5:47
累計 [1] 5:14 [2] 10:16 [3] 15:57 [3] 21:31 [3] 26:54 [3] 32:41

南部AC 選手 栁　　仁美  (5) 木戸　海秀  (5) 神崎　綾乃  (6) 山口　颯爽  (6) 井上　空恋  (5) 鶴田　宇大  (6)
4 17 32:58 区間 [13] 5:47 [7] 5:11 [1] 5:20 [5] 5:38 [7] 5:49 [2] 5:13

累計 [13] 5:47 [8] 10:58 [5] 16:18 [5] 21:56 [5] 27:45 [4] 32:58
壱岐Ｊｒ 選手 松永　琉奈  (6) 岩本　篤弥  (6) 長門　　紬  (6) 山本翔斗星  (5) 今田　希美  (6) 原田　悠希  (6)

5 9 33:02 区間 [2] 5:17 [6] 5:09 [9] 5:56 [3] 5:25 [12] 6:13 [1] 5:02
累計 [2] 5:17 [4] 10:26 [6] 16:22 [4] 21:47 [6] 28:00 [5] 33:02

村松クラブ 選手 濵口　虹空  (6) 濵﨑　大悟  (6) 谷内　風香  (5) 西田　俊介  (6) 谷内　美咲  (6) 長岡　春道  (6)
6 15 33:09 区間 [7] 5:33 [8] 5:13 [5] 5:41 [12] 6:03 [1] 5:10 新 [7] 5:29

累計 [7] 5:33 [7] 10:46 [7] 16:27 [7] 22:30 [4] 27:40 [6] 33:09
豊玉小 選手 小宮　　碧  (6) 西山　桜雅  (6) 居村　祐侑  (5) 田口　凱大  (5) 井上　真奈  (6) 前田　光舜  (6)

7 28 33:30 区間 [6] 5:32 [10] 5:30 [8] 5:54 [8] 5:48 [5] 5:31 [3] 5:15
累計 [6] 5:32 [9] 11:02 [10] 16:56 [10] 22:44 [8] 28:15 [7] 33:30

福江クラブ 選手 竹下あみん  (6) 大窄　麗斗  (5) 中村　綺莉  (6) 山田　大貴  (6) 松本　　鈴  (6) 中村勇之輔  (5)
8 6 33:35 区間 [5] 5:24 [5] 5:06 [7] 5:43 [10] 5:55 [10] 6:01 [5] 5:26

累計 [5] 5:24 [5] 10:30 [4] 16:13 [6] 22:08 [7] 28:09 [8] 33:35
ISAHAYA Jr A 選手 稲﨑　心音  (5) 松尾　宗紀  (6) 渡部　奈桜  (6) 前園　幸希  (5) 平子　海咲  (6) 坂本健太朗  (5)

9 1 34:16 区間 [8] 5:36 [12] 5:40 [4] 5:38 [6] 5:41 [8] 5:51 [9] 5:50
累計 [8] 5:36 [11] 11:16 [9] 16:54 [8] 22:35 [9] 28:26 [9] 34:16

MJC 選手 松永　涼香  (6) 佐仲　健生  (5) 松永　心菜  (5) 辻野　天雅  (5) 吉永　優衣  (5) 筒井　謙太  (5)
10 2 34:42 区間 [9] 5:40 [9] 5:25 [9] 5:56 [11] 5:58 [6] 5:46 [12] 5:57

累計 [9] 5:40 [10] 11:05 [11] 17:01 [11] 22:59 [10] 28:45 [10] 34:42
時津東 選手 中島　椛羽  (6) 田嶋　　哲  (6) 田口　優羽  (5) 後田　彪斗  (6) 吉田　夏子  (5) 高橋　海斗  (6)

11 10 34:52 区間 [11] 5:42 [3] 5:03 [12] 6:07 [7] 5:47 [13] 6:17 [11] 5:56
累計 [11] 5:42 [6] 10:45 [8] 16:52 [9] 22:39 [11] 28:56 [11] 34:52

ISAHAYA Jr B 選手 原田　直佳  (5) 中村　有輝  (5) 中村くるみ  (6) 冨岡　柊誠  (5) 東　小都子  (5) 松本　諒太  (5)
12 21 36:10 区間 [10] 5:41 [13] 5:56 [11] 6:01 [13] 6:10 [11] 6:02 [13] 6:20

累計 [10] 5:41 [12] 11:37 [12] 17:38 [12] 23:48 [12] 29:50 [12] 36:10
UNZEN橘JAC 選手 鈴木　杏奈  (5) 中田　裕隆  (5) 草野　彩希  (5) 濱﨑　　蓮  (5) 田中　優和  (6) 町田　優斗  (6)

13 3 37:03 区間 [15] 6:16 [11] 5:39 [15] 6:39 [9] 5:54 [14] 6:43 [10] 5:52
累計 [15] 6:16 [13] 11:55 [14] 18:34 [13] 24:28 [13] 31:11 [13] 37:03

ISAHAYA Jr C 選手 中道　玲奈  (5) 清水　　龍  (5) 山口　可椰  (6) 城島　捷人  (5) 荒川　知慧  (6) 岩田　紘翔  (5)
14 26 37:56 区間 [12] 5:44 [15] 6:26 [13] 6:17 [15] 6:45 [9] 6:00 [15] 6:44

累計 [12] 5:44 [14] 12:10 [13] 18:27 [15] 25:12 [14] 31:12 [14] 37:56
長田ＪＣ 選手 城戸　舞花  (5) 野田　昇吾  (5) 平野　　杏  (5) 濱田　結雅  (5) 下田　青空  (5) 松尾　晄成  (5)

15 8 38:45 区間 [14] 6:12 [14] 6:01 [14] 6:26 [14] 6:20 [15] 7:11 [14] 6:35
累計 [14] 6:12 [15] 12:13 [15] 18:39 [14] 24:59 [15] 32:10 [15]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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