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6回柏崎刈羽中学校駅伝競走大会 区間記録一覧表
日時：平成２５年９月２７日  場所：刈羽村役場周辺コース

吉川　航友3 品田　大樹3 石黒　大晴3 柴野　颯3 近藤　隼2

1 第二Ａ 刈羽Ａ 第三Ａ 松浜Ａ 第三Ａ

9:44 [ 1]◎ 9:26 [ 1] 9:26 [ 1] 9:45 [ 1] 5:29 [ 1]

品田　敏也3 矢川　夏希3 山田　秀栄2 山本　蒼弥2 中村　純平3

2 松浜Ａ 松浜Ａ 瑞穂Ａ 第三Ａ 東Ａ

9:58 [ 2] 9:35 [ 2] 9:45 [ 2] 9:58 [ 2] 5:43 [ 2]

清水　翔太3 村本　彰宏3 三宮　拓巳2 佐藤　航輝3 松井　飛鳥3

3 東Ａ 東Ａ 松浜Ａ 瑞穂Ａ 松浜Ａ

10:03 [ 3] 9:40 [ 3] 9:54 [ 3] 10:11 [ 3] 5:48 [ 3]

塩浦　良太3 竹田　愛斗3 室井　義貴3 沼　和馬3 押見　祐輝3

4 南Ａ 瑞穂Ａ 第二Ａ 南Ａ 瑞穂Ａ

10:10 [ 4] 9:42 [ 4] 10:01 [ 4] 10:15 [ 4] 5:49 [ 4]

田中　宙宗3 諏佐　太陽3 田中　陽3 海津　竜馬3 寺澤　雅人2

5 刈羽Ａ 第三Ｂ 西山Ａ 刈羽Ａ 第一

10:15 [ 5] 9:42 [ 4] 10:01 [ 4] 10:24 [ 5] 5:59 [ 5]

海津　達也2 新野　錬2 真貝　航平3 田口　浩己1 鈴木　悠斗3

6 瑞穂Ａ 第三Ａ 東Ａ 第一 第二Ｂ

10:25 [ 6] 9:49 [ 6] 10:02 [ 6] 10:25 [ 6] 6:02 [ 6]

鈴木　康平2 小池　光3 大塚　祐馬2 村田　悌斗2 若井　佑樹3

7 第三Ａ 第二Ａ 第二Ｂ 第二Ａ 南Ａ

10:33 [ 7] 10:04 [ 7] 10:35 [ 7] 10:27 [ 7] 6:03 [ 7]

小林　凌介3 尾﨑　晃大3 植木　雄大1 丸山　真輝3 牧　賢杜3

8 鏡が沖Ａ 瑞穂Ｂ 第一 西山Ａ 西山Ａ

10:36 [ 8] 10:13 [ 8] 10:37 [ 8] 10:30 [ 8] 6:04 [ 8]

大木　海渡3 赤松　星矢3 吉田　湧飛1 大塚　蒔志2 松原　汰透2

9 第三Ｂ 第二Ｂ 南Ｂ 松浜Ｂ 鏡が沖Ａ

10:40 [ 9] 10:21 [ 9] 10:44 [ 9] 10:30 [ 8] 6:06 [ 9]

牧　慧人3 杉森　太一2 會田　拓朗3 大倉　綾都3 植木　龍生3

10 第一 西山Ａ 南Ａ 東Ａ 第五

10:48 [10] 10:25 [10] 10:53 [10] 10:42 [10] 6:13 [10]

池田　拓真3 久我　昂輝2 井澤　友太郎1 沼　拓海2 坂井　一輝2

11 刈羽Ｂ 第一 刈羽Ｂ 南Ｂ 松浜Ｂ

10:56 [11] 10:32 [11] 10:55 [11] 10:43 [11] 6:15 [11]

毛見　直1 廣川　友大3 大橋　龍ノ介2 土田　拳太2 大矢　晃生3

12 第五 刈羽Ｂ 鏡が沖Ａ 鏡が沖Ａ 第二Ａ

11:02 [12] 10:40 [12] 10:56 [12] 10:47 [12] 6:16 [12]

小林　淳2 鈴木　拓実2 大谷　彪河3 岡村　理樹3 品川　隆博3

13 高柳 鏡が沖Ａ 東Ｂ 第五 第二Ｃ

11:05 [13] 10:45 [13] 10:57 [13] 10:47 [12] 6:16 [12]

南雲　裕太3 高橋　慶多3 大橋　有剛3 布施　開世2 堀　澪伊3

14 瑞穂Ｂ 鏡が沖Ｂ 第五 第二Ｂ 刈羽Ａ

11:09 [14] 10:45 [13] 10:57 [13] 10:49 [14] 6:17 [14]

押見　泰成2 小林　優斗1 猪俣　亨洋3 小林　謙斗1 岡村　光樹3

15 第三Ｃ 南Ｂ 瑞穂Ｂ 東Ｂ 東Ｂ

11:20 [15] 10:46 [15] 10:58 [15] 11:04 [15] 6:18 [15]

飛田　洋志3 大矢　俊貴3 近藤　龍斗3 山田　賢一郎2 三五　陸1

16 第二Ｂ 東Ｂ 刈羽Ａ 第二Ｃ 刈羽Ｂ

11:23 [16] 10:51 [16] 10:59 [16] 11:07 [16] 6:20 [16]

五十嵐　由樹3 三宮　慶祐2 近藤　智裕2 戸川　敬斗2 関矢　知紀3

17 西山Ｂ 第二Ｃ 第二Ｄ 西山Ｂ 南Ｂ

11:34 [17] 10:54 [17] 11:05 [17] 11:17 [17] 6:26 [17]

大橋　直也2 山波　雅也3 村田　颯斗3 田中　壱晟2 生田　峰之1

18 南Ｃ 南Ａ 高柳 第三Ｂ 第三Ｃ

11:37 [18] 10:58 [18] 11:06 [18] 11:20 [18] 6:27 [18]

前澤　拓人3 小笠原　拓眞2 甫仮　啓佑3 樋口　斗波3 駒野　樹2

19 第二Ｃ 第五 第三Ｂ 高柳 瑞穂Ｂ

11:39 [19] 10:59 [19] 11:09 [19] 11:21 [19] 6:32 [19]

高橋　凌平2 小俣　伊織2 伊勢　隼人2 板谷　拓1 平澤　修人3

20 松浜Ｂ 第三Ｃ 第三Ｃ 刈羽Ｂ 高柳

11:40 [20] 11:00 [20] 11:17 [20] 11:25 [20] 6:41 [20]

新野　航2 坪井　祐樹2 川上　諒人2 大橋　寛人1 鈴木　駿介2

21 西山Ａ 松浜Ｂ 鏡が沖Ｂ 鏡が沖Ｂ 西山Ｂ

11:48 [21] 11:14 [21] 11:26 [21] 11:26 [21] 6:42 [21]

種橋　竜2 堀切　滉太2 柴野　祥明1 髙橋　朋哉2 大橋　雅樹3

22 東Ｂ 西山Ｂ 松浜Ｂ 瑞穂Ｂ 南Ｃ

11:53 [22] 11:17 [22] 11:33 [22] 11:30 [22] 7:01 [22]

大港　澪2 金子　大生3 瀧澤　潤2 横山　翔琉2 大村　将希3

23 第二Ｄ 高柳 南Ｃ 第二Ｄ 第三Ｂ

12:00 [23] 11:21 [23] 11:42 [23] 11:44 [23] 7:02 [23]

村田　祐輝3 本間　能幸2 中村　雄司2 塩浦　教平1 阿部　優1

24 南Ｂ 第二Ｄ 第二Ｃ 南Ｃ 第二Ｄ

12:04 [24] 11:25 [24] 11:44 [24] 11:56 [24] 7:15 [24]

小林　虹矢1 大橋　由将1 鈴木　鴻介2 澤田　利希1 村山　陽生1

25 鏡が沖Ｂ 南Ｃ 西山Ｂ 第三Ｃ 鏡が沖Ｂ

12:38 [25] 11:30 [25] 11:49 [25] 12:14 [25] 7:38 [25]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