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間Ｎｏ． 計

区 間
区 間 距 離 21.9Km

<22> 石尾　木乃美 森廣　彩音 春野　麻友 澁田　美鈴 金盛　萌恵 新 西永　菜津 [1]
[1]  13.24 [1]  24.36 [1]  36.53 [1]  45.36 [1]  58.32 [1] 1 12.28
[1]  13.24 [1]  11.12 [2]  12.17 [2]  8.43 [1]  12.56 [1]  13.56 1 12.28

<23> 小池　莉央 目野　良佳 大賀　菜央 西尾　咲良 有吉　麻奈 中野　沙彩 [2]
[3]  13.39 [2]  25.19 [2]  37.33 [2]  46.04 [2]  59.52 [2] 1 14.28
[3]  13.39 [2]  11.40 [1]  12.14 [1]  8.31 [3]  13.48 [3]  14.36 1 14.28

<29> 野末　侑花 松川　　愛 吉村　　唯 三﨑　綺華 林　奈海 日吉　鈴菜 [3]
[2]  13.31 [3]  26.06 [3]  38.36 [3]  47.29 [3] 1 01.00 [3] 1 15.29
[2]  13.31 [5]  12.35 [3]  12.30 [3]  8.53 [2]  13.31 [2]  14.29 1 15.29

<28> 沖谷　友奈 横山　莉央 室田　琉月 大西　咲良 藤田　玲那 糸山　未歩 [4]
[4]  14.07 [4]  26.26 [4]  39.43 [4]  49.50 [5] 1 04.34 [4] 1 20.11
[4]  14.07 [3]  12.19 [4]  13.17 [5]  10.07 [5]  14.44 [4]  15.37 1 20.11

<21> 湯淺　茉那美 吉田　かれん 濱本　愛香 渡部　仁美 竹内　伊涼 大瀬戸　舞 [5]
[5]  14.51 [5]  27.24 [5]  40.51 [5]  50.13 [4] 1 04.24 [5] 1 21.37
[5]  14.51 [4]  12.33 [5]  13.27 [4]  9.22 [4]  14.11 [5]  17.13 1 21.37

<27> 吉田　えみり 坪井　美晴 上本　佳奈 吉田　佳代 大下　凪歩 塚本　彩華 [6]
[6]  16.22 [6]  30.09 [6]  45.50 [6]  56.08 [6] 1 12.37 [6] 1 30.25
[6]  16.22 [6]  13.47 [6]  15.41 [6]  10.18 [6]  16.29 [6]  17.48 1 30.25

<26> 新川　晶子 長井　菜々 嵐川　茉耶 川越　綾香 浅野 　零 鈴木　菜那 [7]
[7]  18.05 [7]  33.23 [7]  51.09 [7] 1 05.38 [7] 1 25.32 [7] 1 49.04
[7]  18.05 [7]  15.18 [7]  17.46 [7]  14.29 [7]  19.54 [7]  23.32 1 49.04

<24> 河本　梨花 立石　真由 中重　瑞穂 濵本　梨望叶 田村　ほのか 山近　さやか
棄権 棄権 棄権 棄権 棄権 棄権
- - - - - -  0.00

第３４回女子大島駅伝競走大会         (女子高校の部)

広島皆実高校Ａ

3 区 4 区

北九州市立高校Ｂ

西 京 高 校 Ｂ

1 区 2 区

西 京 高 校 Ａ

北九州市立高校Ａ

5 区 6 区

逗子ヶ浜～神浦 神浦～森野 森野～油良 油良～土居 土居～白石 白石～久賀

柳 井 高 校

3.8Km 4.3Km

広島皆実高校Ｂ

周 防 大 島 高 校

4.2Km 3.5Km 3.5Km 2.6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