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４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駅伝競技新人合同記録会
2023年2月5日  10時10分スタート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2,000m ２区 2,000m ３区 2,000m ４区 2,000m

総合記録 記録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西諫早 選手 宮本さくら  (2) 森　こころ  (2) 中道　玲奈  (2) 森　　若菜  (2)

1 19 28:19 区間 [1] 6:51 [5] 7:22 [3] 7:29 [1] 6:37

林田　颯太 累計 [1] 6:51 [2] 14:13 [2] 21:42 [1] 28:19

長崎大附属 選手 角町明世梨  (2) 戸塚　麗奈  (1) 柏田　梨夏  (1) 佐藤　向愛  (1)

2 27 28:26 区間 [2] 7:01 [1] 6:59 [1] 7:16 [2] 7:10

溝上　　元 累計 [2] 7:01 [1] 14:00 [1] 21:16 [2] 28:26

雞知 選手 原　　叶恋  (1) 寺田　千愛  (2) 藤　　らら  (1) 石山　華菜  (1)

3 8 29:26 区間 [7] 7:14 [4] 7:20 [2] 7:28 [3] 7:24

高比良大樹 累計 [7] 7:14 [6] 14:34 [3] 22:02 [3] 29:26

郡 選手 才藤　陽和  (2) 中村　心美  (1) 濱邉　百花  (2) 船越　理央  (2)

4 26 29:56 区間 [10] 7:17 [2] 7:08 [4] 7:47 [5] 7:44

赤木　奎介 累計 [10] 7:17 [4] 14:25 [4] 22:12 [4] 29:56

中里 選手 杉谷　流風  (1) 浦　ありさ  (2) 堤　　楓花  (1) 石元　寿実  (2)

5 2 30:20 区間 [16] 7:24 [8] 7:26 [6] 7:51 [4] 7:39

山野　　功 累計 [16] 7:24 [8] 14:50 [5] 22:41 [5] 30:20

岩屋 選手 山本　愛美  (2) 城田　望里  (1) 野口　結芽  (1) 井上　真衣  (2)

6 22 30:45 区間 [5] 7:10 [13] 8:01 [5] 7:49 [6] 7:45

安岡　大槻 累計 [5] 7:10 [12] 15:11 [7] 23:00 [6] 30:45

長崎琴海 選手 水谷　心海  (1) 長岡　葉月  (2) 山崎　美心  (2) 佐藤　恋珀  (1)

7 14 30:54 区間 [12] 7:19 [10] 7:40 [6] 7:51 [11] 8:04

藤﨑三枝子 累計 [12] 7:19 [10] 14:59 [6] 22:50 [7] 30:54

広田 選手 久田　和奏  (1) 山下　心菜  (1) 早野　愛美  (1) 豊嶋　杏乃  (1)

8 15 31:11 区間 [4] 7:05 [7] 7:24 [21] 8:48 [10] 7:54

田出　秀樹 累計 [4] 7:05 [5] 14:29 [10] 23:17 [8] 31:11

時津 選手 洲崎　愛奈  (1) 川口　美緒  (1) 吉田　夏子  (2) 福田明香里  (1)

9 24 31:21 区間 [3] 7:04 [3] 7:12 [22] 8:51 [14] 8:14

前田　裕司 累計 [3] 7:04 [3] 14:16 [8] 23:07 [11] 31:21

玖島 選手 本田　佳穂  (1) 名取　愛音  (1) 松田　純怜  (1) 荒木　凛子  (1)

10 1 31:28 区間 [6] 7:11 [19] 8:11 [14] 8:16 [8] 7:50

井上　　翔 累計 [6] 7:11 [14] 15:22 [14] 23:38 [12] 31:28

諌早 選手 陣野　凛音  (2) 森　　詩葉  (2) 辻　　莉子  (1) 井畑ののか  (1)

11 17 31:49 区間 [21] 8:01 [12] 7:56 [12] 8:07 [6] 7:45

稲田　和稔 累計 [21] 8:01 [20] 15:57 [19] 24:04 [13] 31:49

有明 選手 馬渡　花楓  (2) 吉田日希莉  (1) 松本　樹奈  (1) 酒井　花音  (1)

12 7 32:02 区間 [9] 7:17 [9] 7:37 [24] 8:57 [13] 8:11

中尾　弘美 累計 [9] 7:17 [9] 14:54 [15] 23:51 [14] 32:02

早岐 選手 西村　百加  (1) 冨永　実桜  (1) 大庭　愛心  (2) 北村　美貴  (2)

13 4 32:10 区間 [19] 7:44 [16] 8:05 [10] 8:03 [15] 8:18

井上　博数 累計 [19] 7:44 [18] 15:49 [16] 23:52 [15] 32:10

佐々 選手 入江　楓花  (1) 田島　萌愛  (1) 原田　希唯  (2) 深見佳乃歩  (2)

14 10 32:25 区間 [17] 7:30 [18] 8:10 [8] 7:56 [19] 8:49

大石真奈美 累計 [17] 7:30 [16] 15:40 [13] 23:36 [16] 32:25

諫早高附属 選手 川久保咲彩  (1) ミル想妃亜  (2) 小島　奏羽  (1) 石塚ひまわり(1)

15 16 32:27 区間 [14] 7:20 [13] 8:01 [13] 8:12 [21] 8:54

橋口　直子 累計 [14] 7:20 [13] 15:21 [12] 23:33 [17] 32:27

志佐 選手 川島　利織  (1) 増田　もも  (2) 伊藤　真央  (2) 藤澤萌々菜  (1)

16 21 32:33 区間 [8] 7:16 [23] 8:40 [9] 7:57 [18] 8:40

吉田　綾子 累計 [8] 7:16 [19] 15:56 [17] 23:53 [18] 32:33

東彼杵 選手 釜坂　花美  (1) 田代　望華  (2) 泓　　佳音  (2) 滝川　七海  (2)

17 25 32:45 区間 [23] 8:04 [20] 8:16 [10] 8:03 [16] 8:22

坂口　通章 累計 [23] 8:04 [23] 16:20 [21] 24:23 [20] 32:45

西泊 選手 宮本　結愛  (3) 大野　彩夏  (2) 川辺　暖心  (1) 嵩下　瑠彩  (2)

18 12 32:46 区間 [18] 7:32 [15] 8:02 [16] 8:23 [19] 8:49

松尾　裕子 累計 [18] 7:32 [15] 15:34 [18] 23:57 [21] 32:46

愛野 選手 大久保二子  (2) 小林　彩音  (2) 野呂　澪梨  (1) 林田　梨乃  (1)

19 11 34:05 区間 [22] 8:01 [21] 8:17 [19] 8:33 [24] 9:14

本多　美春 累計 [22] 8:01 [22] 16:18 [23] 24:51 [22] 34:05

青雲 選手 田浦　優衣  (1) 柴田　美優  (1) 天本　陽菜  (2) 高木　杏菜  (2)

20 5 35:54 区間 [27] 9:02 [25] 8:58 [23] 8:52 [23] 9:02

船橋　　健 累計 [27] 9:02 [26] 18:00 [25] 26:52 [23] 35:54

順
位

No.

- 1 -



記録一覧表 令和４年度　長崎県中学校駅伝競技新人合同記録会
2023年2月5日  10時10分スタート

学校名 区間 １区 2,000m ２区 2,000m ３区 2,000m ４区 2,000m

総合記録 記録

監督名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位 記録

順
位

No.

桜が原 選手 碇山　光海  (1) 西村　莉香  (1) 川口　優海  (2) 廣瀬　春陽  (2)

21 20 39:27 区間 [26] 8:19 [27] 9:53 [26] 12:20 [22] 8:55

大石　千咲 累計 [26] 8:19 [27] 18:12 [26] 30:32 [24] 39:27

長与・長与第二 選手 吉田　梨愛  (2) 林田　茉央  (2) 山口　世羅  (1) 畑口　衣織  (1)

9 31:14 区間 [15] 7:23 [11] 7:41 [15] 8:17 [9] 7:53

平田　勇夫 累計 [15] 7:23 [11] 15:04 [11] 23:21 [9] 31:14

福江翁頭 選手 夏井　　優  (2) 山口　歩子  (2) 水戸　百花  (2) 山口　咲子  (2)

13 31:17 区間 [13] 7:20 [6] 7:23 [17] 8:27 [12] 8:07

楠本　貴史 累計 [13] 7:20 [7] 14:43 [9] 23:10 [10] 31:17

岐宿富江 選手 出口　愛梨  (1) 脇平　青空  (2) 草野　朝陽  (2) 谷川紗也香  (2)

6 32:38 区間 [11] 7:18 [22] 8:27 [17] 8:27 [17] 8:26

草野　優一 累計 [11] 7:18 [17] 15:45 [20] 24:12 [19] 32:38

大村 選手 関　　優月  (1) 上赤　芽依  (2) 宮﨑　　凛  (2)

18 区間 [20] 7:59 [17] 8:09 [20] 8:40

山内　哲郎 累計 [20] 7:59 [21] 16:08 [22] 24:48

崎山 選手 坂井　桃果  (2) 平道　心恵  (1) 松島レオン  (1)

3 区間 [25] 8:13 [24] 8:49 [25] 9:05

貞方　元汰 累計 [25] 8:13 [24] 17:02 [24] 26:07

日野 選手 秋山ひなた  (2) 金谷ひいら  (2)

23 区間 [24] 8:06 [26] 9:44

丸田　雄志 累計 [24] 8:06 [25]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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