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回那覇地区　女子駅伝競走大会 区間記録一覧表
日時：令和元年１１月２日(土）  場所：漫湖公園周回コース

新城琴美 小出華蓮 富川未鈴 川端花美 伊波澪
1 那覇 石嶺 鏡原 金城 仲井真

11:03 [ 1] 7:33 [ 1] 7:33 [ 1] 7:34 [ 1] 11:16 [ 1]
宮平梨朱 宮里美緒 備瀬心愛 山城瑠夏 長濱鈴花

2 金城 城北 小禄 安岡 松島
11:16 [ 2] 7:36 [ 2] 7:34 [ 2] 7:57 [ 2] 11:40 [ 2]

金城優月 饒平名絢音 豊田彩乃 平良春陽 友寄愛結
3 港川 松島 港川 那覇 城北

11:22 [ 3] 7:38 [ 3] 7:35 [ 3] 7:58 [ 3] 11:44 [ 3]
藤野ななこ 福冨なづな 弓削綾音 山川璃緒 山内芹華

4 城北 鏡原 金城 鏡原 古蔵
11:28 [ 4] 7:41 [ 4] 7:38 [ 4] 7:59 [ 4] 11:50 [ 4]

保久村実以乃 玉城南玲 喜屋武葉那 仲泊優花 玉城晴菜
5 石嶺 小禄 松島 城北 鏡原

11:34 [ 5] 7:44 [ 5] 7:40 [ 5] 8:02 [ 5] 11:56 [ 5]
比嘉菜々美 上里依愛 山本愛梨 嘉手納莉聖 佐野碧

6 神森 仲井真 仲井真 神森 金城
11:34 [ 6] 7:47 [ 6] 7:43 [ 6] 8:02 [ 5] 11:59 [ 6]

山里華 冨里優 平良笑菜 山城りおな 山城利里花
7 浦添 神森 古蔵 小禄 港川

11:36 [ 7] 7:48 [ 7] 7:43 [ 6] 8:04 [ 7] 12:02 [ 7]
比嘉七海 上原絵楠 新里玲奈 阿嘉日向子 野底桃伽

8 松島 金城 城北 松島 仲西
11:39 [ 8] 7:49 [ 8] 7:47 [ 8] 8:04 [ 7] 12:06 [ 8]

中地美咲 花城えみり 仲西乙夏 渡慶次南月 西浜霞
9 小禄 浦添 浦添 寄宮 石田

11:41 [ 9] 7:49 [ 8] 7:48 [ 9] 8:06 [ 9] 12:07 [ 9]
仲原杏 宮城ゆりあ 平良夢香 仲村渠悠月 狩俣里衣

10 石田 石田 石嶺 古蔵 安岡
11:46 [10] 7:49 [ 8] 7:52 [10] 8:07 [10] 12:08 [10]

友利光結 松本蒼空 長濱希愛 伊波姫季 松田紗英
11 古蔵 浦西 仲西 石嶺 首里

11:46 [11] 7:52 [11] 7:57 [11] 8:10 [11] 12:09 [11]
仲与志悠愛 嘉数夕奈 平良凜花 真栄平琉花 高山はるき

12 球美 古蔵 浦西 港川 小禄
11:47 [12] 7:57 [12] 7:58 [12] 8:13 [12] 12:10 [12]

大山搭子 宇根奈筒子 國吉駒千 仲西涼夏 仲間郁舞
13 首里 球美 神森 仲西 石嶺

11:49 [13] 8:04 [13] 7:59 [13] 8:14 [13] 12:10 [12]
上原麻梨楠 島袋南海 渡辺陽向 前里心花 泰川明

14 鏡原 港川 那覇 球美 那覇
11:51 [14] 8:05 [14] 8:05 [14] 8:25 [14] 12:31 [14]

城間風華 上間七瀬 宜寿次貴帆 登野城萌奈 宮城陽奈
15 仲井真 首里 首里 仲井真 神森

11:53 [15] 8:06 [15] 8:08 [15] 8:26 [15] 12:50 [15]
本永姫亜来 貞岡君佳 徳森芽好 新垣陽咲 吉元凜

16 久米島西 那覇 石田 浦西 球美
11:56 [16] 8:09 [16] 8:15 [16] 8:31 [16] 13:06 [16]

角田絆奈 與座美穂香 上地まゆ 呉屋陽咲 與儀華暖
17 安岡 久米島西 安岡 石田 神原

12:01 [17] 8:14 [17] 8:17 [17] 8:33 [17] 13:27 [17]
比嘉柑奈 中田舞琉 大宮千典 呉屋花音 與儀さくら

18 仲西 沖尚 球美 神原 浦西
12:02 [18] 8:16 [18] 8:24 [18] 8:33 [17] 13:30 [18]

柳澤果歩 新嘉喜彩音 津波華 玉田美麻 仲原結華
19 沖尚 神原 神原 上山 久米島西

12:27 [19] 8:21 [19] 8:24 [18] 8:35 [19] 13:34 [19]
當山菜々子 池間未乙 シサレリ音仁 神里ほのか 比屋根ゆい

20 浦西 仲西 久米島西 浦添 沖尚
12:41 [20] 8:23 [20] 8:28 [20] 8:37 [20] 13:44 [20]

塩川心春 砂川佳奈 池原あおい 神谷奈砂 山城響
21 上山 安岡 寄宮 首里 寄宮

12:43 [21] 8:29 [21] 8:28 [20] 8:37 [20] 14:03 [21]
知花海羽 兼城紗理奈 町田一沙希 渡慶次伶来 洲鎌未麗

22 北大東 寄宮 上山 久米島西 上山
13:14 [22] 8:31 [22] 8:39 [22] 8:39 [22] 14:06 [22]

比嘉星菜 兼城結喜 外間ののは 新城聖奈 小笠原舞
23 神原 松城 真和志 真和志 真和志

13:18 [23] 8:38 [23] 8:53 [23] 8:58 [23] 14:24 [23]
山城マリン 兼島向日葵 阿波連桜子 仲村杏 比嘉萌音

24 南大東 上山 沖尚 北大東 浦添
13:32 [24] 8:39 [24] 9:13 [24] 9:25 [24] 14:35 [24]

池宮凜夏 田港麗捺 新垣心毬 元野アニカ 友寄愛咲花
25 松城 北大東 松城 沖尚 松城

13:37 [25] 8:56 [25] 9:32 [25] 9:27 [25] 14:44 [25]
大城美樹 池原明愛 屋嘉比亜衣 松田梨杏 山田美沙希

26 寄宮 真和志 南大東 南大東 北大東
13:43 [26] 9:07 [26] 9:51 [26] 10:12 [26] 15:10 [26]

宮城怜佳 菊池薫 前川しづな 大城沙奈 仲田莉寧
27 真和志 南大東 北大東 松城 南大東

14:13 [27] 9:50 [27] 10:34 [27] 10:21 [27] 16:11 [27]
◎：大会新 ○：大会タイ  Designed by s-suzuki@aikis.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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