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３回那覇地区　男子駅伝競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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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昇生 嘉手川太智 喜屋武詩琉 仲宗根叶多 當間陸人 砂川誠人
1 那覇 松島 仲井真 城北 仲西 那覇

13:09 [ 1] 9:50 [ 1] 10:14 [ 1] 10:28 [ 1] 10:35 [ 1] 13:34 [ 1]
新垣暁啓 山﨑洸 宇久翔人 小濱悠斗 森東陸 新垣貴啓

2 松島 沖尚 神森 古蔵 鏡原 松島
13:13 [ 2] 10:20 [ 2] 10:23 [ 2] 10:33 [ 2] 10:43 [ 2] 13:40 [ 2]

福島孝介 下里美ら乃介 芳丸公紀 新垣奏太 上原大輝 喜友名蓮
3 小禄 鏡原 小禄 仲井真 那覇 安岡

13:26 [ 3] 10:23 [ 3] 10:30 [ 3] 10:34 [ 3] 10:48 [ 3] 14:00 [ 3]
平良柊斗 赤田晴喜 酒井尊斗 上原佑斗 山口悠翔 髙良太一

4 浦西 古蔵 安岡 松島 金城 首里
13:31 [ 4] 10:24 [ 4] 10:34 [ 4] 10:36 [ 4] 10:50 [ 4] 14:09 [ 4]

仲宗根光平 金城吏生 前花和太郎 具志恭平 平良琉空 運天パトリックシェーン
5 仲井真 仲井真 松島 小禄 城北 古蔵

13:51 [ 5] 10:31 [ 5] 10:35 [ 5] 10:38 [ 5] 10:53 [ 5] 14:29 [ 5]
照屋悠斗 玉城翔輝弥 玉城隼太朗 有銘晋之介 諸喜田晃大 上原玲央

6 鏡原 神森 古蔵 金城 古蔵 小禄
14:04 [ 6] 10:32 [ 6] 10:36 [ 6] 10:50 [ 6] 10:53 [ 5] 14:31 [ 6]

岸本一輝 粟国颯太 知念泰樹 宇地原隆介 大田明宏 比嘉悠登
7 古蔵 仲西 那覇 鏡原 久米島西 港川

14:05 [ 7] 10:33 [ 7] 10:39 [ 7] 10:53 [ 7] 10:56 [ 7] 14:37 [ 7]
呉屋智大 比嘉素生 丹羽優陽 橋本宙 宮城裕真 銘苅秋志

8 港川 城北 城北 那覇 寄宮 仲西
14:05 [ 8] 10:34 [ 8] 10:50 [ 8] 10:55 [ 8] 10:59 [ 8] 14:38 [ 8]

長濱稜弥 秦洸人 大城陸 宮城聖史郎 小橋川陸 山本啓太
9 神森 小禄 鏡原 首里 松島 金城

14:06 [ 9] 10:37 [ 9] 10:52 [ 9] 10:57 [ 9] 11:00 [ 9] 14:39 [ 9]
砂川翔亮 砂川浩人 金城拓斗 下地一生 國吉修眞 狩俣晴琉

10 安岡 安岡 浦西 寄宮 小禄 浦添
14:07 [10] 10:37 [ 9] 10:53 [10] 11:07 [10] 11:03 [10] 14:49 [10]

山城音夢 大城拓海 赤崎蓮次 與那嶺翔琉 池田丞 仲村渠琳孔
11 石嶺 港川 石嶺 神森 安岡 久米島西

14:08 [11] 10:38 [11] 10:54 [11] 11:09 [11] 11:15 [11] 14:57 [11]
保久村凜也 赤嶺伶心 久高琉汰 大城快瑠 大城樹ノ介 大城模成

12 久米島西 浦添 港川 仲西 浦西 浦西
14:22 [12] 10:46 [12] 10:57 [12] 11:11 [12] 11:18 [12] 14:57 [11]

新垣優 伊志嶺勇人 玉城駿 真喜志正都 具志怜弥 林翔仁
13 浦添 石嶺 石田 石嶺 仲井真 鏡原

14:24 [13] 10:48 [13] 11:00 [13] 11:20 [13] 11:19 [13] 14:58 [13]
新里成史 津山智大郎 宜保安良汰 上間郭翔 與座嘉栄 髙岡大悟

14 寄宮 首里 神原 安岡 港川 城北
14:27 [14] 10:49 [14] 11:09 [14] 11:22 [14] 11:20 [14] 15:03 [14]

松島奨 新川湊人 仲間陽基 上地翔人 大城侑昊 照屋雄大
15 城北 神原 仲西 浦西 石嶺 上山

14:28 [15] 10:55 [15] 11:11 [15] 11:22 [14] 11:22 [15] 15:04 [15]
中村玲勇 椎屋結 山田未来 田村日拡 柳澤愛瑠 鷹谷龍生

16 首里 寄宮 寄宮 港川 首里 沖尚
14:34 [16] 10:57 [16] 11:13 [16] 11:26 [16] 11:28 [16] 15:14 [16]

濱田光 上原丹王 新垣勇登 仲村龍太 山川龍虎 伊地海也
17 沖尚 那覇 首里 球美 球美 仲井真

14:37 [17] 10:58 [17] 11:14 [17] 11:43 [17] 11:39 [17] 15:17 [17]
徳元大樹 島袋剛弥 又吉琉樹 長嶺友佑 池原清雅 高良理恩

18 仲西 金城 浦添 松城 真和志 寄宮
14:52 [18] 11:01 [18] 11:21 [18] 11:44 [18] 11:56 [18] 15:20 [18]

上原翔太 大城咲九 赤嶺海斗 大城佳斗 崎山大喜 知念琉星
19 金城 浦西 金城 久米島西 上山 石嶺

14:53 [19] 11:03 [19] 11:30 [19] 11:45 [19] 12:01 [19] 15:28 [19]
西優成 平良春陽 花谷玲哉 西原育哉 久手堅永幸 金城良

20 石田 球美 久米島西 浦添 石田 石田
15:25 [20] 11:04 [20] 11:30 [19] 11:50 [20] 12:02 [20] 15:28 [19]

吉元創史 宇根衣玲葉 金城宣汰 渡名喜和馬 比嘉文吾 嵩原誠梧
21 上山 久米島西 真和志 上山 浦添 神森

15:28 [21] 11:16 [21] 11:46 [21] 12:00 [21] 12:03 [21] 15:32 [21]
兼城龍志 仲原力也 宮城孝和 佐久間叶和 平良陸人 城間涼

22 松城 石田 沖尚 石田 神森 神原
15:32 [22] 11:22 [22] 11:49 [22] 12:10 [22] 12:04 [22] 15:39 [22]

名嘉翔也 屋比久愛都 亀井琉斗 大城慶和 赤嶺一心 髙宮城成斗
23 球美 上山 南大東 真和志 神原 松城

15:41 [23] 11:23 [23] 11:58 [23] 12:11 [23] 12:06 [23] 15:41 [23]
森川颯也 金城歩夢 喜久村好 島袋太成 新垣渉琉 岩井慎之介

24 神原 南大東 球美 神原 松城 真和志
15:44 [24] 11:37 [24] 12:12 [24] 12:14 [24] 12:19 [24] 15:47 [24]

儀間礼士 上原将輝 平良健夢 石川雄牙 山田航大 町田匠
25 真和志 真和志 上山 沖尚 沖尚 南大東

15:52 [25] 11:38 [25] 12:29 [25] 12:21 [25] 13:20 [25] 16:01 [25]
幸地信之介 伊地舜 松川海翔 松田章臣郎 松田颯莉 吉永結

26 北大東 松城 松城 南大東 南大東 球美
16:04 [26] 12:08 [26] 12:32 [26] 12:36 [26] 13:50 [26] 16:16 [26]

山田峻輔 内嶺輝星 前川馴太 大城浩夢 名嘉陸 多和田春樹
27 南大東 北大東 北大東 北大東 北大東 北大東

16:31 [27] 12:19 [27] 12:48 [27] 12:39 [27] 13:53 [27] 16:4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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