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令和元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9年11月7日  12時30分スタート 天候：くもり 気温：18.5℃ 風向：北北西 風速：0.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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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9:07 8:34 9:27 9:33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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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江 選手 田村　　優  (3) 貞方　勇人  (3) 出口凜太郎  (3) 田端　楓季  (3) 中野　一希  (2) 夏井　翔大  (3)

1 7 1:04:18 区間 [3] 12:37 [1] 9:16 [1] 9:32 [4] 9:53 [3] 9:58 [2] 13:02

葉山　善信 累計 [3] 12:37 [2] 21:53 [1] 31:25 [1] 41:18 [1] 51:16 [1] 1:04:18

西大村 選手 寺本　祐大  (3) 山田　孝駿  (2) 小川　優生  (3) 西嶋　拓海  (3) 山本　菖蒲  (1) 牛島　大輔  (3)

2 17 1:04:56 区間 [11] 12:51 [3] 9:26 [4] 9:49 [2] 9:48 [2] 9:57 [3] 13:05

内田　　亨 累計 [11] 12:51 [4] 22:17 [3] 32:06 [2] 41:54 [2] 51:51 [2] 1:04:56

山澄 選手 中川晄之介  (3) 佐藤琥太朗  (2) 松永　湧太  (3) 松瀬　優慎  (3) 古子　稜翔  (2) 下川　希望  (3)

3 13 1:05:15 区間 [10] 12:49 [6] 9:35 [2] 9:44 [1] 9:46 [8] 10:11 [5] 13:10

塩塚　　拓 累計 [10] 12:49 [6] 22:24 [5] 32:08 [3] 41:54 [3] 52:05 [3] 1:05:15

富江 選手 久保　天流  (3) 堀口　湊士  (2) 草野　　海  (3) 江川　颯人  (3) 福山　龍翔  (3) 川中　孔希  (2)

4 8 1:05:20 区間 [14] 12:55 [15] 9:48 [5] 9:51 [7] 10:00 [1] 9:51 [1] 12:55

坂下　八郎 累計 [14] 12:55 [12] 22:43 [9] 32:34 [8] 42:34 [5] 52:25 [4] 1:05:20

西諫早 選手 後田　　築  (3) 東本　大夢  (3) 田中　　堅  (3) 松村　剛輝  (3) 澤勢　青空  (3) 林　　悠生  (2)

5 19 1:06:27 区間 [1] 12:15 [12] 9:43 [7] 9:54 [9] 10:07 [13] 10:22 [22] 14:06

鶴岡　秀久 累計 [1] 12:15 [3] 21:58 [2] 31:52 [4] 41:59 [4] 52:21 [5] 1:06:27

時津 選手 中村　聡汰  (2) 塩見　昊瑛  (2) 清水　王翔  (3) 船本　優斗  (1) 池本　勇太  (3) 水戸　俊介  (1)

6 29 1:06:31 区間 [18] 13:01 [6] 9:35 [3] 9:46 [15] 10:16 [5] 10:08 [14] 13:45

的野　寛海 累計 [18] 13:01 [11] 22:36 [6] 32:22 [9] 42:38 [7] 52:46 [6] 1:06:31

森山 選手 土井　康成  (3) 牟田　颯太  (1) 牟田　凛太  (1) 秋山　　尽  (2) 山﨑　大吾  (2) 濱口　魁杜  (3)

7 20 1:06:39 区間 [5] 12:43 [11] 9:42 [8] 9:59 [10] 10:09 [5] 10:08 [20] 13:58

釡元　英晃 累計 [5] 12:43 [7] 22:25 [7] 32:24 [6] 42:33 [6] 52:41 [7] 1:06:39

郷ノ浦 選手 小山　征吾  (3) 竹下　紘夢  (2) 東谷　豊州  (3) 刈間　涼成  (2) 日髙湊之助  (1) 立川　　聖  (2)

8 4 1:06:52 区間 [8] 12:46 [9] 9:40 [22] 10:26 [8] 10:05 [14] 10:23 [11] 13:32

土谷　悦代 累計 [8] 12:46 [8] 22:26 [12] 32:52 [11] 42:57 [12] 53:20 [8] 1:06:52

郡 選手 久田　叶翔  (2) 中島　蹴人  (2) 森　　雄利  (3) 濱邉咲太郎  (2) 河野　彰駿  (2) 松尾　　岳  (2)

9 18 1:06:53 区間 [9] 12:48 [13] 9:44 [20] 10:24 [21] 10:21 [11] 10:18 [6] 13:18

藤田　哲徳 累計 [9] 12:48 [10] 22:32 [13] 32:56 [15] 43:17 [14] 53:35 [9] 1:06:53

川棚 選手 西村　誠利  (3) 松本　昂大  (3) 山田　来夢  (3) 水田貴一朗  (3) 山口唯扶希  (2) 古賀　湧帆  (3)

10 15 1:07:00 区間 [21] 13:09 [14] 9:47 [11] 10:08 [5] 9:54 [4] 10:07 [19] 13:55

高原　健吾 累計 [21] 13:09 [17] 22:56 [15] 33:04 [12] 42:58 [10] 53:05 [10] 1:07:00

志佐 選手 澤田　壮史  (3) 谷川　維蕗  (3) 力竹　　匠  (2) 青木　輝琉  (2) 三枝松海斗  (3) 内野　　迅  (3)

11 11 1:07:03 区間 [2] 12:27 [2] 9:25 [18] 10:15 [24] 10:27 [17] 10:25 [21] 14:04

寺田　純一 累計 [2] 12:27 [1] 21:52 [4] 32:07 [7] 42:34 [8] 52:59 [11] 1:07:03

雞知 選手 田中　瑞輝  (3) 日髙　将仁  (3) 宇都宮礼哉  (2) 立花　春樹  (2) 中田歩志郎  (2) 阿比留　翼  (2)

12 1 1:07:11 区間 [12] 12:51 [8] 9:36 [14] 10:11 [2] 9:48 [23] 10:38 [24] 14:07

藤原　寛之 累計 [12] 12:51 [9] 22:27 [10] 32:38 [5] 42:26 [9] 53:04 [12] 1:07:11

豊玉 選手 古谷　大翔  (3) 阿比留大葉  (2) 小川　心大  (1) 築城　優男  (1) 本多　　蓮  (3) 阿比留陽太  (3)

13 2 1:07:23 区間 [6] 12:43 [23] 10:07 [11] 10:08 [11] 10:10 [19] 10:27 [16] 13:48

若松　　勇 累計 [6] 12:43 [14] 22:50 [14] 32:58 [14] 43:08 [13] 53:35 [13] 1:07:23

勝本 選手 山口　陽大  (3) 原田　航汰  (2) 入江　竜雅  (3) 坂口　　空  (3) 篠原　貫太  (3) 吉井　裕貴  (3)

14 3 1:07:25 区間 [13] 12:53 [3] 9:26 [17] 10:13 [17] 10:18 [16] 10:24 [25] 14:11

中原　昭雄 累計 [13] 12:53 [5] 22:19 [8] 32:32 [10] 42:50 [11] 53:14 [14] 1:07:25

東長崎 選手 赤澤　知樹  (3) 上野　駿太  (3) 坂本　　蓮  (3) 黒木　凌真  (1) 熊　　悠生  (3) 近藤　心隆  (3)

15 31 1:07:31 区間 [7] 12:44 [27] 10:11 [14] 10:11 [24] 10:27 [7] 10:10 [16] 13:48

大村　　武 累計 [7] 12:44 [16] 22:55 [17] 33:06 [16] 43:33 [15] 53:43 [15] 1:07:31

南有馬 選手 永友　志穏  (3) 松尾　悠真  (2) 中野　颯太  (2) 永吉　穏空  (3) 本村　凌也  (1) 溝田　聖也  (2)

16 23 1:07:36 区間 [16] 12:59 [16] 9:49 [6] 9:53 [17] 10:18 [28] 11:10 [9] 13:27

山田　惇司 累計 [16] 12:59 [13] 22:48 [11] 32:41 [13] 42:59 [16] 54:09 [16] 1:07:36

長与第二 選手 川口　新太  (2) 坂口　桜涼  (2) 山﨑　敦範  (2) 木戸　珀斗  (2) 岩永　　仁  (3) 廣瀬　颯将  (2)

17 30 1:07:42 区間 [26] 13:29 [28] 10:18 [13] 10:10 [14] 10:15 [8] 10:11 [7] 13:19

島田　勝之 累計 [26] 13:29 [29] 23:47 [26] 33:57 [25] 44:12 [19] 54:23 [17] 1:07:42

上五島 選手 近藤　章太  (3) 樫山凜太郎  (3) 前田　光晟  (3) 深浦　陽樹  (3) 浦辺　将詠  (3) 濱田優太郎  (3)

18 6 1:07:49 区間 [32] 13:45 [5] 9:34 [23] 10:28 [12] 10:12 [20] 10:31 [7] 13:19

山口　新祐 累計 [32] 13:45 [24] 23:19 [23] 33:47 [22] 43:59 [23] 54:30 [18] 1:07:49

西海 選手 原　　一希  (3) 増山　心人  (3) 竹村陸玖斗  (3) 長岡　洸太  (1) 前田　大吾  (3) 寄能　拓翔  (3)

19 27 1:08:01 区間 [20] 13:08 [19] 9:59 [26] 10:34 [16] 10:17 [21] 10:33 [10] 13:30

宮原　　翔 累計 [20] 13:08 [19] 23:07 [21] 33:41 [21] 43:58 [24] 54:31 [19] 1:08:01

有明 選手 馬渡　光聖  (3) 平山　聖矢  (2) 森崎　陽翔  (2) 松本　　梗  (2) 村山　拓斗  (2) 吉田　陽亮  (3)

20 25 1:08:15 区間 [4] 12:39 [29] 10:22 [27] 10:35 [29] 10:38 [10] 10:15 [15] 13:46

立光　修一 累計 [4] 12:39 [18] 23:01 [20] 33:36 [26] 44:14 [22] 54:29 [20] 1:08:15

順
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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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録一覧表 令和元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総合体育大会駅伝競走大会

2019年11月7日  12時30分スタート 天候：くもり 気温：18.5℃ 風向：北北西 風速：0.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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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 9:07 8:34 9:27 9:33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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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知原 選手 野見山宙将  (3) 赤石　就堂  (3) 堀下　幸誠  (2) 七種　遥斗  (1) 友川　桂志  (3) 前田　一星  (2)

21 14 1:08:22 区間 [27] 13:33 [18] 9:58 [19] 10:20 [26] 10:31 [26] 10:53 [4] 13:07

山野　　功 累計 [27] 13:33 [26] 23:31 [24] 33:51 [27] 44:22 [27] 55:15 [21] 1:08:22

山里 選手 平松　立光  (3) 井上　海里  (3) 櫛濱　颯太  (3) 平山　　稜  (3) 中尾　煌人  (3) 中田祥太朗  (2)

22 32 1:08:35 区間 [23] 13:25 [26] 10:10 [20] 10:24 [12] 10:12 [11] 10:18 [22] 14:06

髙比良大樹 累計 [23] 13:25 [27] 23:35 [28] 33:59 [24] 44:11 [21] 54:29 [22] 1:08:35

愛野 選手 岩岡　拓海  (3) 宮里　貫大  (3) 前田　凱地  (3) 北嶋　友哉  (1) 山川　真輝  (3) 三浦　淳広  (3)

23 22 1:08:35 区間 [22] 13:09 [21] 10:02 [28] 10:43 [27] 10:32 [22] 10:37 [11] 13:32

吉川　貴裕 累計 [22] 13:09 [23] 23:11 [25] 33:54 [28] 44:26 [26] 55:03 [23] 1:08:35

魚目 選手 今井力駆人  (3) 船越　　碧  (2) 立花　凌波  (3) 大水　聖翔  (3) 立花　結太  (3) 戸川　勝斗  (2)

24 5 1:08:40 区間 [19] 13:04 [23] 10:07 [25] 10:31 [20] 10:19 [18] 10:26 [26] 14:13

毛利　淳也 累計 [19] 13:04 [22] 23:11 [22] 33:42 [23] 44:01 [20] 54:27 [24] 1:08:40

口之津 選手 高木　　凌  (3) 金子　陽大  (2) 川内　桂吾  (2) 大久保吏稀  (3) 竹下　斗真  (3) 山本　　慧  (3)

25 24 1:08:53 区間 [17] 12:59 [25] 10:09 [8] 9:59 [31] 10:40 [25] 10:46 [27] 14:20

小峰　陽介 累計 [17] 12:59 [20] 23:08 [18] 33:07 [19] 43:47 [25] 54:33 [25] 1:08:53

波佐見 選手 一瀬　大輝  (3) 木下　雄翔  (2) 安田　孔明  (3) 田﨑　優士  (3) 永尾　真臣  (3) 山川　敬太  (3)

26 16 1:08:55 区間 [25] 13:29 [19] 9:59 [24] 10:30 [6] 9:59 [14] 10:23 [29] 14:35

三根　　薫 累計 [25] 13:29 [25] 23:28 [27] 33:58 [20] 43:57 [18] 54:20 [26] 1:08:55

御厨 選手 丸山　瑞輝  (2) 浜野　元気  (2) 川畑　好誠  (2) 辻　　諒太  (2) 泊　　恭平  (2) 山本　匠馬  (3)

27 12 1:09:00 区間 [24] 13:28 [10] 9:41 [10] 10:05 [23] 10:25 [24] 10:39 [31] 14:42

中里　洋介 累計 [24] 13:28 [21] 23:09 [19] 33:14 [17] 43:39 [17] 54:18 [27] 1:09:00

瑞穂 選手 江﨑　稟真  (2) 田中　我空  (1) 林田　　翼  (3) 本多　暁一  (2) 益田　大慶  (3) 飯田　雅斗  (3)

28 21 1:10:22 区間 [15] 12:57 [17] 9:57 [16] 10:12 [30] 10:39 [32] 11:35 [32] 15:02

佐藤　寿英 累計 [15] 12:57 [15] 22:54 [16] 33:06 [18] 43:45 [28] 55:20 [28] 1:10:22

平戸 選手 村田　綾人  (3) 福田　凌雅  (3) 川渕　勇希  (3) 尾崎　琉斗  (2) 漆　　隼人  (2) 竹田　　連  (1)

29 10 1:10:51 区間 [31] 13:42 [22] 10:05 [29] 10:45 [22] 10:22 [30] 11:21 [30] 14:36

北村　輝代 累計 [31] 13:42 [28] 23:47 [29] 34:32 [29] 44:54 [29] 56:15 [29] 1:10:51

島原第三 選手 谷本　弘喜  (2) 小林　　蓮  (3) 谷川　修太  (3) 橫田　竜馬  (3) 大場　斉訓  (1) 定方　康晃  (2)

30 26 1:11:10 区間 [30] 13:40 [30] 10:25 [32] 11:09 [28] 10:34 [31] 11:29 [18] 13:53

小渕美穂子 累計 [30] 13:40 [30] 24:05 [30] 35:14 [30] 45:48 [31] 57:17 [30] 1:11:10

田平 選手 川原　政人  (3) 田川　賢吾  (2) 芥田　賢洸  (3) 値賀　渓登  (2) 中村　　陸  (1) 浦川　知暉  (2)

31 9 1:11:20 区間 [28] 13:35 [31] 10:53 [30] 10:53 [32] 11:09 [29] 11:13 [13] 13:37

小田　隆之 累計 [28] 13:35 [31] 24:28 [31] 35:21 [32] 46:30 [32] 57:43 [31] 1:11:20

大崎 選手 坂本　迅太  (3) 坂本　健太  (2) 川島　颯真  (2) 竹口　拓海  (3) 力武　優斗  (3) 福永　隼人  (3)

32 28 1:11:36 区間 [29] 13:37 [32] 10:58 [31] 11:03 [17] 10:18 [27] 11:08 [28] 14:32

原　はるな 累計 [29] 13:37 [32] 24:35 [32] 35:38 [31] 45:56 [30] 57:04 [32] 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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