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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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戸前　春菜2 中川　由菜1 井上　茉里香2 近藤　かりん3

1 第一Ａ 鏡が沖Ａ 鏡が沖Ａ 瑞穂Ａ

10:42 [ 1]◎ 7:36 [ 1] 10:51 [ 1]◎ 6:41 [ 1]

福永　みち1 池田　未侑2 佐瀬　萌生3 関　佑菜3

2 鏡が沖Ａ 瑞穂Ａ 瑞穂Ａ 第一Ａ

11:30 [ 2] 7:44 [ 2] 11:04 [ 2] 6:45 [ 2]

太田　紗椰3 眞貝　ななみ3 室星　咲彩2 坂口　奈央2

3 刈羽Ａ 第一Ａ 刈羽Ａ 刈羽Ａ

11:45 [ 3] 7:49 [ 3] 11:23 [ 3] 6:48 [ 3]

片桐　美優2 小林　舞花2 若月　桜1 吉野　紗英3

4 柏崎翔洋中等 第三Ａ 第一Ａ 東Ａ

11:50 [ 4] 7:49 [ 3] 11:25 [ 4] 6:58 [ 4]

齊藤　絵理奈3 大塚　彩加2 渡辺　七海1 木村　優子3

5 第三Ａ 第三Ｃ 柏崎翔洋中等 第一Ｂ

12:12 [ 5] 7:52 [ 5] 11:52 [ 5] 6:58 [ 4]

塚田　梨乃2 塩浦　麻衣2 本間　莉紗3 加藤　多英2

6 刈羽Ｂ 南 東Ａ 鏡が沖Ｂ

12:30 [ 6] 7:53 [ 6] 11:53 [ 6] 7:04 [ 6]

宮﨑　麻衣3 廣川　実沙樹3 阿部　玲香3 西田　絢2

7 瑞穂Ａ 刈羽Ａ 第一Ｂ 刈羽Ｂ

12:31 [ 7] 7:54 [ 7] 11:53 [ 6] 7:06 [ 7]

滝澤　伊織2 市村　優衣2 髙木　二葉3 阿部　穂乃佳3

8 東Ａ 第五Ａ 第三Ｂ 東Ｂ

12:36 [ 8] 7:56 [ 8] 11:56 [ 8] 7:06 [ 7]

三上　智世1 萩野　加奈3 今野　夕菜2 栗林　文香2

9 南 第三Ｂ 刈羽Ｂ 第三Ｃ

12:48 [ 9] 8:00 [ 9] 11:56 [ 8] 7:10 [ 9]

小出　眞緒1 野上　真依3 吉田　美雪3 柿村　まお2

10 第三Ｂ 柏崎翔洋中等 第三Ａ 鏡が沖Ａ

12:53 [10] 8:01 [10] 12:03 [10] 7:13 [10]

片桐  里奈3 小林　美晴1 新沢　真衣1 深井　陽美3

11 第五Ａ 刈羽Ｂ 南 第三Ｂ

12:57 [11] 8:05 [11] 12:04 [11] 7:14 [11]

内山　梨花1 下條　世奈2 宮﨑　莉奈2 下條　怜香2

12 瑞穂Ｂ 瑞穂Ｂ 第五Ａ 第三Ａ

13:03 [12] 8:05 [11] 12:09 [12] 7:19 [12]

鴨下　優香3 永井　あかね2 倉部　由梨菜3 高木　桃子2

13 第一Ｂ 鏡が沖Ｂ 瑞穂Ｂ 南

13:06 [13] 8:07 [13] 12:17 [13] 7:27 [13]

竹内　真奈2 前澤　千裕3 宮山　碧唯1 三富　麻衣1

14 第三Ｃ 東Ａ 第二 西山Ｂ

13:09 [14] 8:14 [14] 12:17 [13] 7:41 [14]

佐藤　来夢1 中川　夏海3 東條　華佳2 武本　実久3

15 第三Ｅ 東Ｂ 第三Ｃ 瑞穂Ｂ

13:11 [15] 8:20 [15] 12:26 [15] 7:44 [15]

須田　愛奈1 田邉　結花2 橘　裕花1 田中　汐音1

16 西山Ａ 第二 西山Ａ 第三Ｅ

13:14 [16] 8:20 [15] 12:36 [16] 7:45 [16]

松井　茉里奈1 砂塚　菜々子2 佐藤　那花3 山本　紗瑛3

17 東Ｂ 第五Ｂ 東Ｂ 第二

13:18 [17] 8:28 [17] 12:45 [17] 7:50 [17]

真貝　葵1 真貝　珠奈1 小林　里奈3 小林　萌々子2

18 瑞穂Ｃ 瑞穂Ｃ 瑞穂Ｃ 第五Ａ

13:27 [18] 8:32 [18] 12:58 [18] 7:52 [18]

小島　千明3 山口　優芽3 吉田　光李2 前原　梨奈2

19 第二 第一Ｂ 鏡が沖Ｂ 第五Ｂ

13:47 [19] 8:36 [19] 13:00 [19] 7:59 [19]

寺澤　瑠深1 綱嶋　紗和2 高橋　果音2 石倉　愉生2

20 西山Ｂ 西山Ａ 第五Ｂ 西山Ａ

13:58 [20] 8:41 [20] 13:20 [20] 8:00 [20]

長谷川　絢音1 猪爪　和暖2 下條　聖梨香1 西潟　瞳3

21 鏡が沖Ｂ 第三Ｄ 第三Ｅ 柏崎翔洋中等

14:23 [21] 8:50 [21] 13:57 [21] 8:03 [21]

廣田　春陽2 深田　萌香1 岩田　胡桃2 倉部　真帆3

22 第三Ｄ 第三Ｅ 第三Ｄ 瑞穂Ｃ

14:33 [22] 8:52 [22] 14:15 [22] 8:07 [22]

田村　夏弥2 西村　薫乃2 阿部　紅葉2 齊藤　優理奈2

23 第五Ｂ 西山Ｂ 西山Ｂ 第三Ｄ

14:44 [23] 9:12 [23] 14:16 [23] 8:18 [23]

１区 ２区 ３区 ４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