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 23年度 小笠駅伝大会 男子の部 総合結果   ◎:区間新記録 ●:区間タイ記録

総合順位 学校名 籍1区走者 第 2区走者 第3区走者 第4区走者 第 5区走者 第 6区走者

| 菊川西 11崎 健太  (3) 田邊 達也 増田 翔太  (3) 有海  匠  (3) 青木 一真 村松 航季  (2)
1・ 16'22 12'03″ [3] 24'36″ [3] 37'07″  [1] 50'31″ [1] 1・ 04'18″ [3] 1・ 16'22″ [1]

12'03″ [3] 12'33″ [3] 12'31″ [2] 13'24″ [3] 13'47″  [6] 12'04″  [1]

掛川桜が丘 員田 翼 松永 祐汰  (3〉 京田 将 太 合葉 和生 宮崎  亮  (3) 木野 航弥   (3)
1・ 16'39 12'31″ [7] 25'22″ [5] 37'50″  [3] 50'46″  [2] 1・ 04'04″ [1] 1・ 16'39″  [2]

12'31″ [7] 12'51″ [5] 12'28″ [1]◎ 12'56″ [2] 12'35″ [3]

掛川西 コ村 香太  (3) 村上 晃 大 木村 夏lLT  (3) 屋美 椋也  (3) lt村 洸 毬水 旋太

1・ 17'31″ 11 24'31″ [2] 37'29″ [2] 50'57″ [3] 1・ 04'18″  [2] 1・ 17'31″ [3]

11 [1] 12'41″ [4] 12'58″ [3] 13'28″  [5] 13'21″ [3]

磨川北 移村 直柔  (2)
11'50″ [2]

染葉 涼馬  (3) 保下 生 巳 自川  勝

51'26″ [5]

遠山 雄大  (3) 田中 優丞

1・ 18・ 22″ 17 38'01″ [4] 1・ 05'51″ [5] 118'22″ [4]

11'50″ [2] 12'27″  [2] 13'44″  [8] 13'25″ [4] 14'25″ [9] 12

5 菊川岳洋 ゴ城 那哉  (2) 岡田 翔稀  (3) 松本 佳也 佐藤  将  (3)
52'25″  [6]

係   一 樹 永田 宏太

1・ 19'18″ 24'41″  [4] 38'24″ [5] 1・ 06'40″ [6] 1・ 19'18″ [5]

12'25″ [1] 13'43″ [7] 14'01″  [7] 12'38″  [4]

範川東 κ野  匠  (2) 丹治 規人  (3) 丹治 崇 人 大 山 晃平 冷木 将太  (2) 高岡 直也

1° 19'23“ 12'27″  [6] 25'25″ [6] 38'26″ [6] 105'36″ [4] 1・ 19'23″  [6]

12'27″ [6] 12'58″ [63 12'48″  [1] 13'47″  [8]

7 卦川大浜

1・ 21'37″

公INl 経 久保田 裕  (3) r山  和哉   (3) 小久保明太   (3〉 藤田 敦司  (2) 杉村 滉介

13'26″

13'26″

[12] 27'23″

13'57″

醜

一
Ｌ

40'55″ [9] 54'58″  [9] 1・ 08'12″ [7]

13'14″  [1]

1・ 21'37″ [7]

13'25″  [7]13'32″  [5] 14'03″  [8]

麟川東 山西  歩  (3)
12'44″ [8]

中村 康平  (3) 卜野 拓海   (3) 和田 大河   (3)
53'59″  [7]

森下 航輝   (3) 森下 佳輝   (3)
1・ 22'51 25'52″  [7] 39'42″  [7] 1・ 08'26″ [8] 1・ 22'51″  [8]

12'44″  [8] 13 14'17″  [11] 14'27″  [10] 14'25″ [11]

卸前崎 古川 太一 原 口 竜希 栗林  柊  (1) 五十棲和樹  (2) 公尾  ―  (3) 木村 恭輔  (3)
!° 23'49″ 13'03″

13'03″

26'48″  [9] 40'29″  [8] 54'22″ [8] 1・ 09'03″ [9] 1・ 23'49″ [9]

13'41″  [6] 13'53″  [6] 14'41″ [12] 14'46″  [13]

卦川大須賀 氏藤 直樹 大須賀智llT  (3) 大石 耕大  (3) 松下 和生  (3) 永田 亮平 寺 田 和貴

1・ 24'04″ 13'13″ [H] 27'30″ [12] 17″ 1・ 10'03″ [10] 1・ 24'04″ [10]

13'13″ [H] 17 [12] 14'01″  [10] 14'46″ [13] 14'01″  [9]

11 卸前崎浜岡 京田 大樹 フ
゛
ィックオックタン 神戸  涼  (3) 赤堀 直希  (3) 宮本 篤弥  (3) 鈴木 祥太  (3)

1° 24'15″ 57'44″  [13] l 11 1・ 24'15″ [11]

14'27″  [14] 14'51″  [12] 14'08″  [10] 12'45″  [5]

1 常葉菊川

1・ 25'55″

生田 十 太 島  諒典   (2) 加藤 丈典  (3〉

41'12″  [10]

横井 仁 勇 小田 峻也   (2)
1・ 10'27″ [11]

中原  彬  (3)
1・ 25'55″ [12]12'23″ [5] 26'52″ [10] 55'47″ [10]

14'35″  [12]12'23″ [5] 14'29″  [15] 14'20″  [11] 15'28″  [14]

1 麟川城東 入保山 翔  (3) 池田 浩章 上村 知哉  (3)
42'53″ [12]

中島 達貴 青野  健  (3) 青野 秀 将

1・ 27'12″ 13'00″  [9] 26'47″ [8] 57'00″ l 12'47″  [13] 1・ 27'12″ [13]

13'00″ [9] 13'47″  [9] 16'06″  [14] 14'07″ 15'47″  [14]

1 掛川原野谷 毎野 侑斗 舘山 睦生  (3) 飯田 氷雅 両角 龍弥  (3)
1・ 00'37″ [14]

加茂 賢太  (1) 大勝 彦毅  (2)
1・ 30'04″ 14'43″ [15] 29'09″  [15] 1・ 16'01″  [14] l・ 30'04″  [14]

14'43″  [15] 14'26″  [13] 16'08″ [15] 15'20″ [14]

1 掛,1!栄 川 客合 和也  (2) 冨永 智己 海堀 友雅 鈴木  亙  (1)
1・ 00'45″  [15]

16'22″  [15]

杉山 成吉  (1) 竹中  優  (1)
1・ 34'53″ 14'25″

14'25″

28'27″ [13] 44'23″  [14]

15'56″  [13]

1 19'08″ [15] 1・ 34'53″ [15]

15'45″  [15]14'02″ [ll] 18'23″ [15]



平成 23年度 小笠駅伝大会 女子の部 総合結果   ◎:区間新記録 ●:区間タイ記録

総合順位 学校名 窺1区走者 第 2区走者 第 3区走者 第 4区走者 第 5区走者

1 菊川西 中 萌楓  (3) 田 中 理 子 山内 詩織  (2) 上 田 智子 |1崎 慶子  (2)
1・ 10'40″ [1]1・ 10'40″ 2'44″ [1]

2'44″ [1]●

27'13″ [1] 57'51″ [1]

14'29″  [1] 14'05″ [1] 16'33″ [5] 12'49″ [1] ◎

菊川岳洋 上下 明恵  (3) 野賀有香子  (1) 利目,1 彩 吏 (1) 鈴木 亜海  (2) 伊谷 栞奈

1・ 15'38 14'20″  [4]

14'20″  [4]

29'29″

15'09″

1・ 02'12″ [5] 1・ 15'38″  [2]

16'54″ [9] 13'26″  [2]

掛川大浜 た村 彩菜  (2) 山口 莉奈  (2) 人木 郁美 水島 由鈴 二村 美里  (3)
1・ 15'47″ [3]1・ 15'47″ 14'11″  [3] 28'40″

14'29″

44'59″ [3] 1・ 01'24″  [3]

16'19″  [6] 16'25″  [4] 14'23″ [3]

菊川東 冨田 は な 平野 莉帆  (2) 岩堀 真子  (2)
45'18″ [5]

冷木  響  (2)
1・ 01'55″ [4]

馬 込 千帆

1・ 16.25″ 14'05″ [2] 29'31″ [4] l 16'25″ [4]

14'05″  [2] 15'26″ [7] 15'47″  [3] 16'37″ [7] 14'30″  [4]

御前崎 k野 カロ菜  (3) 佐藤 菜摘 肇入  南  (3) 増田歩乃佳  (2) 森 田 さき

1・ 17.54″ 29'36″  [5 44'48″ [2] 1・ 00'54″  [2] 1・ 17'54″  [5]

51 15'12″ [2] 16'06″  [2] 17'00″ [9]

掛川桜が丘

1・ 20'48″

車田 柚香   (3〉 長尾 彩花  (3) 保下亜耶佳  (3) 戸塚 亜 海 大 石 桃 花

15'44″ [10] 31'23″ [8]

15'39″  [8]

47'44″  [7] 1・ 03'59″  [6] 1・ 20'48″  [6]

16'49″  [8]15'44″  [10] 16'21″  [7] 16'15″ [3]

掛川東 L田麻友美   (3〉 寺田 小雪  (3)
30'51″  [6]

票 ゆ り子  (3) 開澤 茉実  (3) 鈴 木 真帆

1・ 21'14 16'08″ [12] 47'01″ [6] 1・ 04'01″  [7]

17'00″  [10]

1・ 21'14″  [7]

17'13″  [10]16'08″  [12] 14'43″  [3]

諄り!!北 粂田 衣 美 小関 桃子  (3)
31'22″ [7]

大石 琴菜  (3)
48'48″  [9]

橋本 希美  (3) 京 田 真 衣

1・ 21・ 43 16'04″ [11] 1・ 06'16″  [9] 1・ 21'43″ [8]

15'27″  [5]16'04″ [11] 17'26″  [11] 17'28″  [11]

麟川西 専林 奈穂 石川 晏有 膝井悠吏奈  (3) 熊井未知留  (3) 鈴木 ふみ  (3)
1・ 22'14″ [9]1・ 22'14 32'30″  [11] 49'43″  [ll] 1・ 06'34″  [10]

15'43″ [9] 16'47″  [11] 17'13″ [10] 16'51″ 聰] 15'40″  [6]

掛川城東 青木悠吏奈  (3) 鈴木水佳子   (3) 八木那津美  (3) 冷木明日美  (3) 山下 綾香  (3)
1・ 23'34″ [10]1・ 23'34 48'36″  [8] 1・ 07'29″ [11]

15 15'56″  [9] 17'00″ [9] 18'53″ [13] 16'05″ [7]

諄川大須賀 柴田紗也華  (3) 栗田 照子   (3) |1野 実 祐 羽 田 真 美 川 島 夢加

1・ 24'49″ 14'57″ [6] 49'13″ [10] 1・ 05'46″  [8]

16'33″  [5]

1・ 24'49″  [11]

14'57″  [6] 16'32″ [10] 17'44″ [12] 19'03″  [13]

睛川原野谷 唱馬 和奏  (3)
17'54″ [13]

中山  楓   (3)
35'47″  [14]

林  千絢  (3) 大草友梨華  (2) 山崎麻衣子  (2)
1・ 27'58″ [12]1° 27'58 52'12″ [13] 1・ 08'10″  [12]

17'54″ [13] 16'25″ [8] 19'48″  [14]

常葉菊川 4中 莉帆  (3) 鈴木友華里  (2) 本橋 沙弓  (2) 松 下 留美 松 井 菜生 (1)

l・ 28'21″ 33'15″ [12] 1・ 09'34″ [13] 1 28'21

15'34″ [7] 17'41″ [13] 18'27″ [13] 17'52″ [12] 18'47″  [12]

卸前崎浜岡 多山 佳 那 酒井 架奈 松下 瑞希   (3〉 湊 加奈子  (3) 可原崎彩香   (3)
1・ 35'26″ 18'32″ [14]

18'32″ [14]

35'19″ [13]

16'47″  [11]

56'04″  [14] 1・ 16'52″  [14] 1・ 35'26″ [14]

20'45″  [15] 20'48″  [14] 18'34″  [11]

掛川栄川 升藤 恵梨 伊藤 梨紗 松永 実加  (3) 中村 里桜  (3) 除永  唯   (3)
1・ 39'38″ 19'49″ [15] 38'24″ [15] 57'02″ [15]

18'38″  [14]

l・ 17'52″ [15]

20'50″  [15]

1・ 39'38″ [15]

19'49″  [15] 18'35″ [15] 21'46″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