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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13

ニプロ　A

1位 1ﾟ 42'27" 杉沢　諒

（3） （0ﾟ 24'30"）

《3》 《0ﾟ 24'30"》

五十嵐　大地

（1） （0ﾟ 09'56"）

《1》 《0ﾟ 34'26"》

佐々木　渉

（5） （0ﾟ 16'09"）

《1》 《0ﾟ 50'35"》

日景　勝也

（1） （0ﾟ 10'30"）

《1》 《1ﾟ 01'05"》

大沢　駿

（2） （0ﾟ 15'22"）

《1》 《1ﾟ 16'27"》

安部　慎也

（3） （0ﾟ 10'18"）

《1》 《1ﾟ 26'45"》

萩野　孝広

（5） （0ﾟ 15'42"）

《1》 《1ﾟ 42'27"》

№146

あとむズ

2位 1ﾟ 43'15" 小森　正臣

（7） （0ﾟ 25'36"）

《7》 《0ﾟ 25'36"》

山崎　好聡

（4） （0ﾟ 10'54"）

《4》 《0ﾟ 36'30"》

北條　健太

（3） （0ﾟ 15'40"）

《3》 《0ﾟ 52'10"》

髙野　周平

（3） （0ﾟ 10'37"）

《2》 《1ﾟ 02'47"》

渡邉　大

（1） （0ﾟ 14'49"）

《2》 《1ﾟ 17'36"》

佐藤　秀平

（5） （0ﾟ 10'30"）

《2》 《1ﾟ 28'06"》

一ノ澤　哲郎

（1） （0ﾟ 15'09"）

《2》 《1ﾟ 43'15"》

№2

オレンジ会

3位 1ﾟ 46'39" 伊藤　伸一

（5） （0ﾟ 25'18"）

《5》 《0ﾟ 25'18"》

小沼　智哉

（10） （0ﾟ 11'11"）

《3》 《0ﾟ 36'29"》

渡邊　慶

（1） （0ﾟ 15'26"）

《2》 《0ﾟ 51'55"》

中田　智紀

（7） （0ﾟ 11'11"）

《4》 《1ﾟ 03'06"》

籾山　聖登

（3） （0ﾟ 15'47"）

《3》 《1ﾟ 18'53"》

菅原　大介

（7） （0ﾟ 11'01"）

《3》 《1ﾟ 29'54"》

原田　貴行

（12） （0ﾟ 16'45"）

《3》 《1ﾟ 46'39"》

№89

mineral water

4位 1ﾟ 46'56" 萩野　紫音

（4） （0ﾟ 25'06"）

《4》 《0ﾟ 25'06"》

佐藤　大介

（9） （0ﾟ 11'07"）

《2》 《0ﾟ 36'13"》

佐藤　一成

（6） （0ﾟ 16'11"）

《4》 《0ﾟ 52'24"》

中田　知哉

（1） （0ﾟ 10'30"）

《3》 《1ﾟ 02'54"》

阿部　寛臣

（8） （0ﾟ 16'17"）

《4》 《1ﾟ 19'11"》

田中　涼

（22） （0ﾟ 12'00"）

《4》 《1ﾟ 31'11"》

佐藤　海斗

（6） （0ﾟ 15'45"）

《4》 《1ﾟ 46'56"》

№10

つめ☆あま～ズ

5位 1ﾟ 47'43" 大場　直樹

（1） （0ﾟ 24'24"）

《1》 《0ﾟ 24'24"》

伊藤　優美子

（43） （0ﾟ 12'36"）

《6》 《0ﾟ 37'00"》

保坂　貴俊

（11） （0ﾟ 16'27"）

《8》 《0ﾟ 53'27"》

橋本　美加

（16） （0ﾟ 11'44"）

《8》 《1ﾟ 05'11"》

伊藤　伸一

（5） （0ﾟ 15'48"）

《6》 《1ﾟ 20'59"》

鈴木　絵里

（8） （0ﾟ 11'06"）

《5》 《1ﾟ 32'05"》

進藤　英樹

（3） （0ﾟ 15'38"）

《5》 《1ﾟ 47'43"》

№85

秋田LSDクラブ　A

6位 1ﾟ 49'34" 千田　駿弥

（9） （0ﾟ 26'05"）

《9》 《0ﾟ 26'05"》

原田　貴行

（6） （0ﾟ 11'00"）

《7》 《0ﾟ 37'05"》

籾山　雄介

（2） （0ﾟ 15'27"）

《5》 《0ﾟ 52'32"》

船木　健多

（11） （0ﾟ 11'33"）

《5》 《1ﾟ 04'05"》

港　一馬

（7） （0ﾟ 16'14"）

《5》 《1ﾟ 20'19"》

田村　直樹

（21） （0ﾟ 11'59"）

《6》 《1ﾟ 32'18"》

佐藤　俊

（17） （0ﾟ 17'16"）

《6》 《1ﾟ 49'34"》

№93

比内中陸上倶楽部

7位 1ﾟ 50'35" 渡部　優也

（18） （0ﾟ 27'11"）

《18》 《0ﾟ 27'11"》

佐々木　哲弥

（19） （0ﾟ 11'41"）

《13》 《0ﾟ 38'52"》

大黒　渉

（15） （0ﾟ 17'00"）

《11》 《0ﾟ 55'52"》

渡辺　一康

（14） （0ﾟ 11'38"）

《10》 《1ﾟ 07'30"》

阿部　優人

（6） （0ﾟ 16'11"）

《9》 《1ﾟ 23'41"》

伊藤　和紀

（2） （0ﾟ 10'15"）

《7》 《1ﾟ 33'56"》

渡辺　徹

（9） （0ﾟ 16'39"）

《7》 《1ﾟ 50'35"》

№11

エドJC

8位 1ﾟ 51'25" 鈴木　文人

（28） （0ﾟ 27'48"）

《28》 《0ﾟ 27'48"》

阿部　丈亮

（17） （0ﾟ 11'25"）

《16》 《0ﾟ 39'13"》

大平　貴也

（7） （0ﾟ 16'12"）

《9》 《0ﾟ 55'25"》

伊東　隆

（29） （0ﾟ 12'32"）

《13》 《1ﾟ 07'57"》

斉藤　英樹

（9） （0ﾟ 16'32"）

《12》 《1ﾟ 24'29"》

西塚　弦紀

（1） （0ﾟ 10'13"）

《9》 《1ﾟ 34'42"》

對馬　広将

（10） （0ﾟ 16'43"）

《8》 《1ﾟ 51'25"》

№108

秋田一ッ森　RC - A

9位 1ﾟ 51'47" 石塚　元晴

（15） （0ﾟ 27'03"）

《15》 《0ﾟ 27'03"》

中原　博

（5） （0ﾟ 10'58"）

《11》 《0ﾟ 38'01"》

杉戸　亮介

（24） （0ﾟ 17'42"）

《10》 《0ﾟ 55'43"》

佐々木　真一郎

（5） （0ﾟ 11'02"）

《9》 《1ﾟ 06'45"》

二方　克明

（15） （0ﾟ 16'59"）

《10》 《1ﾟ 23'44"》

細谷　和幸

（4） （0ﾟ 10'22"）

《8》 《1ﾟ 34'06"》

青木　巌

（24） （0ﾟ 17'41"）

《9》 《1ﾟ 51'47"》

№139

関口ボデー

10位 1ﾟ 51'56" 橋本　健一郎

（12） （0ﾟ 26'36"）

《12》 《0ﾟ 26'36"》

今野　雄人

（3） （0ﾟ 10'31"）

《8》 《0ﾟ 37'07"》

佐藤　巧

（4） （0ﾟ 16'03"）

《6》 《0ﾟ 53'10"》

中嶋　裕

（10） （0ﾟ 11'30"）

《6》 《1ﾟ 04'40"》

高橋　圭太

（37） （0ﾟ 18'31"）

《8》 《1ﾟ 23'11"》

吉田　正人

（16） （0ﾟ 11'42"）

《11》 《1ﾟ 34'53"》

中嶋　明宏

（15） （0ﾟ 17'03"）

《10》 《1ﾟ 51'56"》

№134

秋高・南高合同ﾁｰﾑ

11位 1ﾟ 52'44" 田沼　怜

（11） （0ﾟ 26'10"）

《11》 《0ﾟ 26'10"》

伊藤　大樹

（2） （0ﾟ 10'24"）

《5》 《0ﾟ 36'34"》

西山　佑典

（12） （0ﾟ 16'39"）

《7》 《0ﾟ 53'13"》

石山　晃大

（13） （0ﾟ 11'37"）

《7》 《1ﾟ 04'50"》

永澤　友輝

（23） （0ﾟ 17'42"）

《7》 《1ﾟ 22'32"》

田近　寛太

（31） （0ﾟ 12'12"）

《10》 《1ﾟ 34'44"》

加賀谷　京吾

（32） （0ﾟ 18'00"）

《11》 《1ﾟ 52'44"》

№157

能代山本駅伝クラブA

12位 1ﾟ 53'48" 佐々木　信

（39） （0ﾟ 28'20"）

《39》 《0ﾟ 28'20"》

銭谷　崇彦

（7） （0ﾟ 11'04"）

《19》 《0ﾟ 39'24"》

山本　星

（38） （0ﾟ 18'20"）

《17》 《0ﾟ 57'44"》

山内　輝誠

（9） （0ﾟ 11'25"）

《14》 《1ﾟ 09'09"》

熊谷　洋平

（18） （0ﾟ 17'09"）

《14》 《1ﾟ 26'18"》

茂内　孝

（18） （0ﾟ 11'51"）

《14》 《1ﾟ 38'09"》

赤染　健

（4） （0ﾟ 15'39"）

《12》 《1ﾟ 53'48"》

№26

TEAM　土手ﾗﾝ・ｱｲﾝｽﾞ大曲

13位 1ﾟ 54'51" 目移　和行

（17） （0ﾟ 27'08"）

《17》 《0ﾟ 27'08"》

三浦　誉一

（12） （0ﾟ 11'19"）

《12》 《0ﾟ 38'27"》

佐々木　賢

（25） （0ﾟ 17'44"）

《14》 《0ﾟ 56'11"》

幕内　英之

（12） （0ﾟ 11'35"）

《11》 《1ﾟ 07'46"》

大井　響太

（10） （0ﾟ 16'40"）

《11》 《1ﾟ 24'26"》

大黒　聡

（36） （0ﾟ 12'27"）

《13》 《1ﾟ 36'53"》

松本　成年

（29） （0ﾟ 17'58"）

《13》 《1ﾟ 54'51"》

№49

秋田ランナーズ　A

14位 1ﾟ 55'15" 渡邊　章

（34） （0ﾟ 28'01"）

《34》 《0ﾟ 28'01"》

金沢　元

（11） （0ﾟ 11'13"）

《17》 《0ﾟ 39'14"》

菅原　千毅

（13） （0ﾟ 16'50"）

《13》 《0ﾟ 56'04"》

加藤　明美

（17） （0ﾟ 11'45"）

《12》 《1ﾟ 07'49"》

佐藤　久通

（19） （0ﾟ 17'20"）

《13》 《1ﾟ 25'09"》

佐々木　賢

（16） （0ﾟ 11'42"）

《12》 《1ﾟ 36'51"》

舘岡　爾

（46） （0ﾟ 18'24"）

《14》 《1ﾟ 55'15"》

№90

男鹿東走友会　A

15位 1ﾟ 58'48" 夏井　修

（36） （0ﾟ 28'06"）

《36》 《0ﾟ 28'06"》

田牧　大樹

（41） （0ﾟ 12'31"）

《32》 《0ﾟ 40'37"》

加藤　洋斗

（16） （0ﾟ 17'02"）

《16》 《0ﾟ 57'39"》

岩谷　健裕

（19） （0ﾟ 11'55"）

《16》 《1ﾟ 09'34"》

藤井　虹至

（34） （0ﾟ 18'21"）

《15》 《1ﾟ 27'55"》

大渕　麗奈

（30） （0ﾟ 12'11"）

《15》 《1ﾟ 40'06"》

菅原　大介

（50） （0ﾟ 18'42"）

《15》 《1ﾟ 58'48"》

№137

八幡平体育協会

16位 1ﾟ 59'00" 阿部　貴大

（20） （0ﾟ 27'27"）

《20》 《0ﾟ 27'27"》

黒澤　俊一

（42） （0ﾟ 12'35"）

《23》 《0ﾟ 40'02"》

阿部　仙一郎

（66） （0ﾟ 19'27"）

《36》 《0ﾟ 59'29"》

阿部　喜明

（18） （0ﾟ 11'54"）

《20》 《1ﾟ 11'23"》

桜田　龍一

（20） （0ﾟ 17'28"）

《19》 《1ﾟ 28'51"》

岩尾　重博

（26） （0ﾟ 12'06"）

《17》 《1ﾟ 40'57"》

海沼　憲一

（34） （0ﾟ 18'03"）

《16》 《1ﾟ 59'00"》

№30

秋田県走友会（A)あゝ日本海

17位 1ﾟ 59'06" 佐々木　卓

（29） （0ﾟ 27'49"）

《29》 《0ﾟ 27'49"》

松井　優一

（33） （0ﾟ 12'21"）

《26》 《0ﾟ 40'10"》

小室　武史

（18） （0ﾟ 17'08"）

《15》 《0ﾟ 57'18"》

熊谷　孝之

（21） （0ﾟ 12'01"）

《15》 《1ﾟ 09'19"》

田名部　雄介

（42） （0ﾟ 18'51"）

《17》 《1ﾟ 28'10"》

佐々木　重見

（24） （0ﾟ 12'04"）

《16》 《1ﾟ 40'14"》

茂木　博

（53） （0ﾟ 18'52"）

《17》 《1ﾟ 59'06"》

№82

A＋

18位 1ﾟ 59'25" 浪岡　龍月

（38） （0ﾟ 28'12"）

《38》 《0ﾟ 28'12"》

菅原　叶夢

（77） （0ﾟ 13'14"）

《42》 《0ﾟ 41'26"》

菅原　伊織

（17） （0ﾟ 17'06"）

《25》 《0ﾟ 58'32"》

田畑　七紗

（26） （0ﾟ 12'27"）

《17》 《1ﾟ 10'59"》

三沢　純也

（28） （0ﾟ 18'03"）

《20》 《1ﾟ 29'02"》

新沢　莉子

（47） （0ﾟ 13'05"）

《21》 《1ﾟ 42'07"》

山内　創太

（19） （0ﾟ 17'18"）

《18》 《1ﾟ 59'25"》

№103

綴子走友会　A

19位 2ﾟ 00'32" 高橋　孝典

（21） （0ﾟ 27'28"）

《21》 《0ﾟ 27'28"》

佐藤　雅彦

（31） （0ﾟ 12'13"）

《20》 《0ﾟ 39'41"》

堀井　健康

（42） （0ﾟ 18'26"）

《18》 《0ﾟ 58'07"》

堀内　幸大

（44） （0ﾟ 13'04"）

《19》 《1ﾟ 11'11"》

大川　翔平

（13） （0ﾟ 16'52"）

《16》 《1ﾟ 28'03"》

佐藤　勇

（51） （0ﾟ 13'15"）

《19》 《1ﾟ 41'18"》

高橋　賢治

（61） （0ﾟ 19'14"）

《19》 《2ﾟ 00'32"》

№72

成章AC

20位 2ﾟ 00'34" 花田　充

（75） （0ﾟ 30'23"）

《75》 《0ﾟ 30'23"》

畠山　拓

（24） （0ﾟ 12'04"）

《53》 《0ﾟ 42'27"》

中山　昭儀

（20） （0ﾟ 17'17"）

《39》 《0ﾟ 59'44"》

木次谷　直樹

（22） （0ﾟ 12'05"）

《24》 《1ﾟ 11'49"》

高松　朋宏

（38） （0ﾟ 18'40"）

《26》 《1ﾟ 30'29"》

新号　和政

（9） （0ﾟ 11'21"）

《20》 《1ﾟ 41'50"》

新号　協一

（52） （0ﾟ 18'44"）

《20》 《2ﾟ 00'34"》

№124

秋田大学　D

21位 2ﾟ 00'43" 福島　大喜

（24） （0ﾟ 27'33"）

《24》 《0ﾟ 27'33"》

江頭　朗良

（111） （0ﾟ 14'12"）

《47》 《0ﾟ 41'45"》

澤田　安晶

（10） （0ﾟ 16'25"）

《19》 《0ﾟ 58'10"》

平岡　由衣

（133） （0ﾟ 16'14"）

《45》 《1ﾟ 14'24"》

藤原　啓

（3） （0ﾟ 15'47"）

《24》 《1ﾟ 30'11"》

土門　洋祐

（45） （0ﾟ 12'59"）

《23》 《1ﾟ 43'10"》

下タ村　勇樹

（21） （0ﾟ 17'33"）

《21》 《2ﾟ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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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22

黒森迷走会

22位 2ﾟ 01'06" 高谷　健太

（14） （0ﾟ 26'48"）

《14》 《0ﾟ 26'48"》

木浪　友和

（69） （0ﾟ 13'09"）

《22》 《0ﾟ 39'57"》

髙村　玲

（51） （0ﾟ 18'52"）

《27》 《0ﾟ 58'49"》

田中　一彦

（69） （0ﾟ 14'06"）

《37》 《1ﾟ 12'55"》

永澤　賢

（30） （0ﾟ 18'07"）

《30》 《1ﾟ 31'02"》

吉田　匡克

（26） （0ﾟ 12'06"）

《22》 《1ﾟ 43'08"》

市川　友昭

（29） （0ﾟ 17'58"）

《22》 《2ﾟ 01'06"》

№150

若美陸協

23位 2ﾟ 01'08" 高橋　宏弥

（8） （0ﾟ 25'47"）

《8》 《0ﾟ 25'47"》

中田　智紀

（80） （0ﾟ 13'18"）

《14》 《0ﾟ 39'05"》

清水　鳴浩

（14） （0ﾟ 16'54"）

《12》 《0ﾟ 55'59"》

畠山　晴樹

（107） （0ﾟ 15'04"）

《18》 《1ﾟ 11'03"》

西方　光

（21） （0ﾟ 17'34"）

《18》 《1ﾟ 28'37"》

薄田　光基

（38） （0ﾟ 12'38"）

《18》 《1ﾟ 41'15"》

大渕　和人

（75） （0ﾟ 19'53"）

《23》 《2ﾟ 01'08"》

№125

秋田大学　E

24位 2ﾟ 01'23" 飯田　真一郎

（16） （0ﾟ 27'07"）

《16》 《0ﾟ 27'07"》

郡場　遥

（117） （0ﾟ 14'52"）

《49》 《0ﾟ 41'59"》

佐山　達也

（8） （0ﾟ 16'16"）

《20》 《0ﾟ 58'15"》

亀山　雛子

（88） （0ﾟ 14'34"）

《35》 《1ﾟ 12'49"》

鵜飼　雄哉

（12） （0ﾟ 16'48"）

《22》 《1ﾟ 29'37"》

高陸　陸

（72） （0ﾟ 13'41"）

《24》 《1ﾟ 43'18"》

黒澤　諒

（35） （0ﾟ 18'05"）

《24》 《2ﾟ 01'23"》

№9

ドラミAC

25位 2ﾟ 01'25" 齋藤　大祐

（22） （0ﾟ 27'30"）

《22》 《0ﾟ 27'30"》

田端　慶子

（62） （0ﾟ 12'56"）

《29》 《0ﾟ 40'26"》

安田　一征

（28） （0ﾟ 17'55"）

《23》 《0ﾟ 58'21"》

米田　加寿美

（67） （0ﾟ 14'02"）

《31》 《1ﾟ 12'23"》

工藤　司

（41） （0ﾟ 18'47"）

《31》 《1ﾟ 31'10"》

籠林　賢太

（38） （0ﾟ 12'38"）

《27》 《1ﾟ 43'48"》

小山内　健一

（22） （0ﾟ 17'37"）

《25》 《2ﾟ 01'25"》

№141

織田記念

26位 2ﾟ 02'00" 中村　太

（41） （0ﾟ 28'29"）

《41》 《0ﾟ 28'29"》

高橋　保

（18） （0ﾟ 11'38"）

《24》 《0ﾟ 40'07"》

佐藤　多喜生

（34） （0ﾟ 18'11"）

《22》 《0ﾟ 58'18"》

斎藤　大志

（53） （0ﾟ 13'23"）

《21》 《1ﾟ 11'41"》

井上　智弘

（39） （0ﾟ 18'42"）

《25》 《1ﾟ 30'23"》

佐々木　勝之

（67） （0ﾟ 13'32"）

《28》 《1ﾟ 43'55"》

織田　正

（35） （0ﾟ 18'05"）

《26》 《2ﾟ 02'00"》

№161

NRG

27位 2ﾟ 02'21" 長谷川　智浩

（63） （0ﾟ 29'40"）

《63》 《0ﾟ 29'40"》

土崎　真俊

（12） （0ﾟ 11'19"）

《34》 《0ﾟ 40'59"》

保坂　尚志

（47） （0ﾟ 18'44"）

《38》 《0ﾟ 59'43"》

赤染　剛

（27） （0ﾟ 12'28"）

《30》 《1ﾟ 12'11"》

畠山　裕将

（40） （0ﾟ 18'44"）

《28》 《1ﾟ 30'55"》

成田　祐一

（57） （0ﾟ 13'18"）

《31》 《1ﾟ 44'13"》

菊地　隼也

（39） （0ﾟ 18'08"）

《27》 《2ﾟ 02'21"》

№83

La~Coqueco

28位 2ﾟ 02'29" 杉沢　健

（19） （0ﾟ 27'18"）

《19》 《0ﾟ 27'18"》

本間　雄也

（21） （0ﾟ 11'54"）

《15》 《0ﾟ 39'12"》

成田　翔也

（55） （0ﾟ 19'06"）

《21》 《0ﾟ 58'18"》

成田　和樹

（53） （0ﾟ 13'23"）

《22》 《1ﾟ 11'41"》

仲澤　翼

（43） （0ﾟ 18'56"）

《27》 《1ﾟ 30'37"》

仲澤　勇気

（63） （0ﾟ 13'26"）

《30》 《1ﾟ 44'03"》

多賀谷　翔

（47） （0ﾟ 18'26"）

《28》 《2ﾟ 02'29"》

№65

東北森林管理局　A

29位 2ﾟ 02'39" 北村　一郎

（32） （0ﾟ 27'54"）

《32》 《0ﾟ 27'54"》

渡部　英樹

（46） （0ﾟ 12'39"）

《31》 《0ﾟ 40'33"》

川内　洋輔

（89） （0ﾟ 20'29"）

《46》 《1ﾟ 01'02"》

渡部　敬士

（35） （0ﾟ 12'49"）

《42》 《1ﾟ 13'51"》

久保　翔太郎

（64） （0ﾟ 20'01"）

《42》 《1ﾟ 33'52"》

佐藤　大雅

（5） （0ﾟ 10'30"）

《32》 《1ﾟ 44'22"》

木村　淳司

（43） （0ﾟ 18'17"）

《29》 《2ﾟ 02'39"》

№96

あじわい山SUN'S丁寧丁寧丁寧に

30位 2ﾟ 02'40" 佐藤　公法

（49） （0ﾟ 28'46"）

《49》 《0ﾟ 28'46"》

佐藤　智則

（29） （0ﾟ 12'10"）

《33》 《0ﾟ 40'56"》

船木　淳

（27） （0ﾟ 17'54"）

《28》 《0ﾟ 58'50"》

菅原　哲平

（50） （0ﾟ 13'18"）

《26》 《1ﾟ 12'08"》

坂上　巧司

（27） （0ﾟ 18'01"）

《23》 《1ﾟ 30'09"》

後藤　公仁

（101） （0ﾟ 14'32"）

《34》 《1ﾟ 44'41"》

半田　恭明

（31） （0ﾟ 17'59"）

《30》 《2ﾟ 02'40"》

№179

一っ森SMC　ね

31位 2ﾟ 02'55" 岩淵　努

（81） （0ﾟ 30'41"）

《81》 《0ﾟ 30'41"》

土佐　信博

（30） （0ﾟ 12'11"）

《60》 《0ﾟ 42'52"》

佐々木　研

（36） （0ﾟ 18'14"）

《48》 《1ﾟ 01'06"》

宮下　雅仁

（24） （0ﾟ 12'23"）

《39》 《1ﾟ 13'29"》

榊原　宏和

（30） （0ﾟ 18'07"）

《33》 《1ﾟ 31'36"》

照井　寿和

（28） （0ﾟ 12'09"）

《26》 《1ﾟ 43'45"》

三浦　裕

（57） （0ﾟ 19'10"）

《31》 《2ﾟ 02'55"》

№123

秋田大学　C

32位 2ﾟ 02'57" 中根　凌太

（13） （0ﾟ 26'47"）

《13》 《0ﾟ 26'47"》

加藤　珠恵

（84） （0ﾟ 13'22"）

《25》 《0ﾟ 40'09"》

高梨　正人

（49） （0ﾟ 18'46"）

《30》 《0ﾟ 58'55"》

小林　奏絵

（133） （0ﾟ 16'14"）

《50》 《1ﾟ 15'09"》

諏訪　瑞貴

（14） （0ﾟ 16'53"）

《36》 《1ﾟ 32'02"》

高田　康平

（14） （0ﾟ 11'35"）

《25》 《1ﾟ 43'37"》

桂木　雄司

（63） （0ﾟ 19'20"）

《32》 《2ﾟ 02'57"》

№45

大館Jrアスリート　青組

33位 2ﾟ 03'09" 本多　陽斗

（23） （0ﾟ 27'32"）

《23》 《0ﾟ 27'32"》

濱松　聖至

（48） （0ﾟ 12'41"）

《27》 《0ﾟ 40'13"》

三沢　翔大

（54） （0ﾟ 19'04"）

《33》 《0ﾟ 59'17"》

多賀谷　光春

（38） （0ﾟ 12'51"）

《27》 《1ﾟ 12'08"》

吉野　碧

（57） （0ﾟ 19'52"）

《35》 《1ﾟ 32'00"》

木村　美紗希

（87） （0ﾟ 14'05"）

《37》 《1ﾟ 46'05"》

髙松　功

（16） （0ﾟ 17'04"）

《33》 《2ﾟ 03'09"》

№122

秋田大学　B

34位 2ﾟ 03'32" 須貝　俊太郎

（46） （0ﾟ 28'40"）

《46》 《0ﾟ 28'40"》

渡邉　瑞希

（36） （0ﾟ 12'25"）

《36》 《0ﾟ 41'05"》

鈴木　和貴

（26） （0ﾟ 17'49"）

《29》 《0ﾟ 58'54"》

久慈　菜津美

（158） （0ﾟ 17'25"）

《59》 《1ﾟ 16'19"》

小坂　峻平

（25） （0ﾟ 17'48"）

《43》 《1ﾟ 34'07"》

夏井　大輝

（37） （0ﾟ 12'29"）

《40》 《1ﾟ 46'36"》

大屋　敬太

（13） （0ﾟ 16'56"）

《34》 《2ﾟ 03'32"》

№112

野辺地RC

35位 2ﾟ 03'38" 高谷　幸和

（72） （0ﾟ 30'17"）

《72》 《0ﾟ 30'17"》

熊谷　治人

（16） （0ﾟ 11'23"）

《44》 《0ﾟ 41'40"》

本間　功洋

（33） （0ﾟ 18'06"）

《40》 《0ﾟ 59'46"》

佐々木　てる

（24） （0ﾟ 12'23"）

《28》 《1ﾟ 12'09"》

櫻庭　丈文

（56） （0ﾟ 19'47"）

《34》 《1ﾟ 31'56"》

大西　徹

（25） （0ﾟ 12'05"）

《29》 《1ﾟ 44'01"》

小笠原　英史

（71） （0ﾟ 19'37"）

《35》 《2ﾟ 03'38"》

№42

ホルモン　幸楽

36位 2ﾟ 04'10" 佐藤　雅紀

（71） （0ﾟ 30'15"）

《71》 《0ﾟ 30'15"》

苗代沢　栄里

（24） （0ﾟ 12'04"）

《51》 《0ﾟ 42'19"》

中村　元樹

（53） （0ﾟ 18'58"）

《50》 《1ﾟ 01'17"》

畠山　莉央

（4） （0ﾟ 10'42"）

《25》 《1ﾟ 11'59"》

佐藤　玲音

（16） （0ﾟ 17'03"）

《21》 《1ﾟ 29'02"》

田中　達也

（134） （0ﾟ 15'57"）

《36》 《1ﾟ 44'59"》

苗代沢　栄里

（59） （0ﾟ 19'11"）

《36》 《2ﾟ 04'10"》

№16

潟上　run  about  A

37位 2ﾟ 04'21" 佐藤　清博

（44） （0ﾟ 28'37"）

《44》 《0ﾟ 28'37"》

富樫　留美子

（106） （0ﾟ 13'59"）

《56》 《0ﾟ 42'36"》

佐々木　満

（37） （0ﾟ 18'18"）

《45》 《1ﾟ 00'54"》

竹内　翼

（87） （0ﾟ 14'33"）

《52》 《1ﾟ 15'27"》

竹内　芳則

（64） （0ﾟ 20'01"）

《47》 《1ﾟ 35'28"》

五十嵐　徳雄

（20） （0ﾟ 11'57"）

《43》 《1ﾟ 47'25"》

川村　健大

（13） （0ﾟ 16'56"）

《37》 《2ﾟ 04'21"》

№121

秋田大学　A

38位 2ﾟ 04'25" 佐々木　昴大

（78） （0ﾟ 30'32"）

《78》 《0ﾟ 30'32"》

永井　志歩

（104） （0ﾟ 13'58"）

《80》 《0ﾟ 44'30"》

小林　裕貴

（21） （0ﾟ 17'23"）

《59》 《1ﾟ 01'53"》

白幡　紗也

（125） （0ﾟ 15'39"）

《65》 《1ﾟ 17'32"》

八本　直季

（11） （0ﾟ 16'47"）

《44》 《1ﾟ 34'19"》

田中　聡一郎

（34） （0ﾟ 12'25"）

《41》 《1ﾟ 46'44"》

広田　有紀

（24） （0ﾟ 17'41"）

《38》 《2ﾟ 04'25"》

№4

熱血部

39位 2ﾟ 04'59" 佐々木　克也

（45） （0ﾟ 28'38"）

《45》 《0ﾟ 28'38"》

塚本　修一

（99） （0ﾟ 13'55"）

《54》 《0ﾟ 42'33"》

鈴木　孝友

（57） （0ﾟ 19'08"）

《55》 《1ﾟ 01'41"》

佐藤　愼

（39） （0ﾟ 12'54"）

《47》 《1ﾟ 14'35"》

畠山　善一

（103） （0ﾟ 21'25"）

《50》 《1ﾟ 36'00"》

吉田　伸宏

（32） （0ﾟ 12'16"）

《47》 《1ﾟ 48'16"》

保坂　貴俊

（10） （0ﾟ 16'43"）

《39》 《2ﾟ 04'59"》

№94

team  NLT 戦（sen）

40位 2ﾟ 05'18" 濱田　継太

（25） （0ﾟ 27'35"）

《25》 《0ﾟ 27'35"》

鎌田　美博

（50） （0ﾟ 12'42"）

《28》 《0ﾟ 40'17"》

渡部　稔

（60） （0ﾟ 19'13"）

《37》 《0ﾟ 59'30"》

須田　功大

（48） （0ﾟ 13'13"）

《34》 《1ﾟ 12'43"》

佐藤　晶英

（59） （0ﾟ 19'56"）

《38》 《1ﾟ 32'39"》

山崎　裕

（83） （0ﾟ 13'56"）

《39》 《1ﾟ 46'35"》

伊藤　紀之

（51） （0ﾟ 18'43"）

《40》 《2ﾟ 05'18"》

№171

秋田大学整形外科

41位 2ﾟ 05'28" 佐々木　研

（35） （0ﾟ 28'05"）

《35》 《0ﾟ 28'05"》

成田　裕一郎

（36） （0ﾟ 12'25"）

《30》 《0ﾟ 40'30"》

三浦　隆徳

（87） （0ﾟ 20'22"）

《44》 《1ﾟ 00'52"》

高橋　靖博

（33） （0ﾟ 12'47"）

《40》 《1ﾟ 13'39"》

長幡　樹

（50） （0ﾟ 19'26"）

《39》 《1ﾟ 33'05"》

山田　晋

（50） （0ﾟ 13'11"）

《38》 《1ﾟ 46'16"》

千馬　誠悦

（60） （0ﾟ 19'12"）

《41》 《2ﾟ 05'28"》

№46

大館Jrアスリート　桃組

42位 2ﾟ 05'45" 阿部　幸之進

（40） （0ﾟ 28'22"）

《40》 《0ﾟ 28'22"》

工藤　咲哉

（59） （0ﾟ 12'53"）

《38》 《0ﾟ 41'15"》

栗田　滉大

（22） （0ﾟ 17'26"）

《26》 《0ﾟ 58'41"》

佐藤　晃

（71） （0ﾟ 14'09"）

《36》 《1ﾟ 12'50"》

菅原　由菜

（130） （0ﾟ 22'59"）

《49》 《1ﾟ 35'49"》

金谷　七海

（74） （0ﾟ 13'43"）

《51》 《1ﾟ 49'32"》

佐藤　翔一

（7） （0ﾟ 16'13"）

《42》 《2ﾟ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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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132

ミニオンズ

43位 2ﾟ 05'57" 照島　圭吾

（58） （0ﾟ 29'03"）

《58》 《0ﾟ 29'03"》

金谷　優人

（52） （0ﾟ 12'45"）

《48》 《0ﾟ 41'48"》

日景　達也

（44） （0ﾟ 18'38"）

《42》 《1ﾟ 00'26"》

松橋　聖倫

（8） （0ﾟ 11'18"）

《23》 《1ﾟ 11'44"》

奈良　葵

（45） （0ﾟ 19'14"）

《29》 《1ﾟ 30'58"》

沢田　操紀

（63） （0ﾟ 13'26"）

《33》 《1ﾟ 44'24"》

谷地田　麗未

（115） （0ﾟ 21'33"）

《43》 《2ﾟ 05'57"》

№53

ガッタ　OB

44位 2ﾟ 05'59" 井関　肇

（10） （0ﾟ 26'07"）

《10》 《0ﾟ 26'07"》

武藤　巧磨

（77） （0ﾟ 13'14"）

《18》 《0ﾟ 39'21"》

橋元　駿騎

（74） （0ﾟ 19'48"）

《31》 《0ﾟ 59'09"》

高橋　和裕

（42） （0ﾟ 13'01"）

《29》 《1ﾟ 12'10"》

富樫　大樹

（49） （0ﾟ 19'24"）

《32》 《1ﾟ 31'34"》

小林　和樹

（142） （0ﾟ 16'28"）

《44》 《1ﾟ 48'02"》

田松　慎一郎

（28） （0ﾟ 17'57"）

《44》 《2ﾟ 05'59"》

№152

動楽らんなあず「加齢なる走り」

45位 2ﾟ 06'36" 佐藤　進

（51） （0ﾟ 28'48"）

《51》 《0ﾟ 28'48"》

熊沢　智久

（43） （0ﾟ 12'36"）

《41》 《0ﾟ 41'24"》

菊池　弦太

（29） （0ﾟ 17'58"）

《34》 《0ﾟ 59'22"》

佐々木　裕輝人

（45） （0ﾟ 13'07"）

《32》 《1ﾟ 12'29"》

山崎　正保

（54） （0ﾟ 19'44"）

《37》 《1ﾟ 32'13"》

齋藤　司

（40） （0ﾟ 12'40"）

《35》 《1ﾟ 44'53"》

塚本　香織

（120） （0ﾟ 21'43"）

《45》 《2ﾟ 06'36"》

№80

Team  Inazuma”道”

46位 2ﾟ 06'52" 富樫　満

（84） （0ﾟ 30'48"）

《85》 《0ﾟ 30'48"》

佐々木　功

（76） （0ﾟ 13'13"）

《74》 《0ﾟ 44'01"》

清水　鳴浩

（69） （0ﾟ 19'31"）

《71》 《1ﾟ 03'32"》

佐藤　美津紀

（37） （0ﾟ 12'50"）

《60》 《1ﾟ 16'22"》

岩井　寛明

（17） （0ﾟ 17'04"）

《40》 《1ﾟ 33'26"》

鈴木　正義

（60） （0ﾟ 13'19"）

《42》 《1ﾟ 46'45"》

児玉　理

（84） （0ﾟ 20'07"）

《46》 《2ﾟ 06'52"》

№133

ﾁｰﾑ　桂桜（けいおう）

47位 2ﾟ 07'19" 吉原　蓮

（94） （0ﾟ 31'13"）

《94》 《0ﾟ 31'13"》

鳥潟　龍生

（87） （0ﾟ 13'27"）

《84》 《0ﾟ 44'40"》

桜庭　海真

（44） （0ﾟ 18'38"）

《68》 《1ﾟ 03'18"》

石田　優斗

（40） （0ﾟ 12'59"）

《58》 《1ﾟ 16'17"》

三浦　佳

（61） （0ﾟ 19'57"）

《51》 《1ﾟ 36'14"》

川口　広夢

（35） （0ﾟ 12'26"）

《49》 《1ﾟ 48'40"》

川上　将輝

（49） （0ﾟ 18'39"）

《47》 《2ﾟ 07'19"》

№91

男鹿東走友会　B

48位 2ﾟ 07'36" 赤川　友美

（37） （0ﾟ 28'10"）

《37》 《0ﾟ 28'10"》

加藤　海斗

（73） （0ﾟ 13'12"）

《40》 《0ﾟ 41'22"》

五十嵐　駿

（52） （0ﾟ 18'56"）

《41》 《1ﾟ 00'18"》

伊藤　建光

（33） （0ﾟ 12'47"）

《38》 《1ﾟ 13'05"》

鈴木　南音

（83） （0ﾟ 20'32"）

《41》 《1ﾟ 33'37"》

尾崎　春菜

（98） （0ﾟ 14'27"）

《46》 《1ﾟ 48'04"》

五代儀　佳汰

（70） （0ﾟ 19'32"）

《48》 《2ﾟ 07'36"》

№180

一っ森SMC　うし

49位 2ﾟ 07'53" 照井　寿和

（93） （0ﾟ 31'11"）

《93》 《0ﾟ 31'11"》

佐藤　均

（73） （0ﾟ 13'12"）

《79》 《0ﾟ 44'23"》

高田　晋

（57） （0ﾟ 19'08"）

《70》 《1ﾟ 03'31"》

高橋　大吉

（28） （0ﾟ 12'29"）

《56》 《1ﾟ 16'00"》

小玉　聡

（101） （0ﾟ 21'17"）

《55》 《1ﾟ 37'17"》

船木　淳

（12） （0ﾟ 11'26"）

《50》 《1ﾟ 48'43"》

岩淵　努

（57） （0ﾟ 19'10"）

《49》 《2ﾟ 07'53"》

№71

三関駅伝競走部

50位 2ﾟ 08'00" 高橋　弘樹

（6） （0ﾟ 25'19"）

《6》 《0ﾟ 25'19"》

高橋　伸一

（23） （0ﾟ 12'03"）

《9》 《0ﾟ 37'22"》

高橋　伸治

（106） （0ﾟ 21'05"）

《24》 《0ﾟ 58'27"》

奥山　智隆

（68） （0ﾟ 14'03"）

《33》 《1ﾟ 12'30"》

藤山　雄太

（115） （0ﾟ 22'00"）

《46》 《1ﾟ 34'30"》

山内　大空

（68） （0ﾟ 13'33"）

《45》 《1ﾟ 48'03"》

赤平　大助

（78） （0ﾟ 19'57"）

《50》 《2ﾟ 08'00"》

№181

一っ森SMC　とら

51位 2ﾟ 08'01" 榊原　宏和

（68） （0ﾟ 30'00"）

《68》 《0ﾟ 30'00"》

相場　忠勝

（51） （0ﾟ 12'44"）

《58》 《0ﾟ 42'44"》

森川　定雄

（48） （0ﾟ 18'45"）

《52》 《1ﾟ 01'29"》

伊藤　慶明

（35） （0ﾟ 12'49"）

《44》 《1ﾟ 14'18"》

成田　裕一郎

（69） （0ﾟ 20'08"）

《45》 《1ﾟ 34'26"》

滝本　法明

（91） （0ﾟ 14'12"）

《48》 《1ﾟ 48'38"》

土佐　信博

（66） （0ﾟ 19'23"）

《51》 《2ﾟ 08'01"》

№86

秋田LSDクラブ　B

52位 2ﾟ 08'20" 佐藤　昭宏

（95） （0ﾟ 31'17"）

《95》 《0ﾟ 31'17"》

鈴木　友文

（22） （0ﾟ 11'59"）

《65》 《0ﾟ 43'16"》

保坂　典雄

（78） （0ﾟ 20'07"）

《69》 《1ﾟ 03'23"》

保坂　美穂

（41） （0ﾟ 13'00"）

《61》 《1ﾟ 16'23"》

小野　総志

（86） （0ﾟ 20'42"）

《54》 《1ﾟ 37'05"》

藤田　忠

（47） （0ﾟ 13'05"）

《53》 《1ﾟ 50'10"》

引地　堅太郎

（40） （0ﾟ 18'10"）

《52》 《2ﾟ 08'20"》

№70

筒崎の本気はいつだ！

53位 2ﾟ 08'29" 小玉　知広

（60） （0ﾟ 29'13"）

《60》 《0ﾟ 29'13"》

筒崎　祐也

（82） （0ﾟ 13'21"）

《55》 《0ﾟ 42'34"》

後藤　淳

（50） （0ﾟ 18'51"）

《51》 《1ﾟ 01'25"》

品川　淳

（78） （0ﾟ 14'23"）

《55》 《1ﾟ 15'48"》

田口　勇輔

（109） （0ﾟ 21'48"）

《58》 《1ﾟ 37'36"》

室谷　佑次

（23） （0ﾟ 12'01"）

《52》 《1ﾟ 49'37"》

小野地　翔平

（53） （0ﾟ 18'52"）

《53》 《2ﾟ 08'29"》

№174

三浦商店駅伝部・笑

54位 2ﾟ 09'17" 関　健英

（53） （0ﾟ 28'52"）

《54》 《0ﾟ 28'52"》

佐々木　陽馬

（58） （0ﾟ 12'52"）

《46》 《0ﾟ 41'44"》

佐藤　義真

（84） （0ﾟ 20'13"）

《60》 《1ﾟ 01'57"》

佐藤　美紗希

（62） （0ﾟ 13'50"）

《54》 《1ﾟ 15'47"》

佐藤　千草

（148） （0ﾟ 24'06"）

《80》 《1ﾟ 39'53"》

山内　瑛恋

（81） （0ﾟ 13'48"）

《74》 《1ﾟ 53'41"》

杉沢　諒

（2） （0ﾟ 15'36"）

《54》 《2ﾟ 09'17"》

№47

大館Jrアスリート　白組

55位 2ﾟ 09'31" 谷地田　清史

（76） （0ﾟ 30'26"）

《76》 《0ﾟ 30'26"》

古川　正也

（108） （0ﾟ 14'06"）

《81》 《0ﾟ 44'32"》

佐藤　佑介

（40） （0ﾟ 18'24"）

《64》 《1ﾟ 02'56"》

佐藤　柚葉

（94） （0ﾟ 14'47"）

《66》 《1ﾟ 17'43"》

日景　奏良

（73） （0ﾟ 20'14"）

《60》 《1ﾟ 37'57"》

畠山　政彦

（74） （0ﾟ 13'43"）

《61》 《1ﾟ 51'40"》

菅原　由樹

（27） （0ﾟ 17'51"）

《55》 《2ﾟ 09'31"》

№116

国際教養大学　A

56位 2ﾟ 09'32" 大竹　博道

（26） （0ﾟ 27'37"）

《26》 《0ﾟ 27'37"》

日下　茜

（95） （0ﾟ 13'41"）

《39》 《0ﾟ 41'18"》

Julian Tanjuakio

（118） （0ﾟ 21'35"）

《63》 《1ﾟ 02'53"》

廖　靜　云

（115） （0ﾟ 15'18"）

《71》 《1ﾟ 18'11"》

Dang Thao

（61） （0ﾟ 19'57"）

《62》 《1ﾟ 38'08"》

倉持　あゆみ

（117） （0ﾟ 15'06"）

《69》 《1ﾟ 53'14"》

松崎　玲央奈

（8） （0ﾟ 16'18"）

《56》 《2ﾟ 09'32"》

№118

あ！ｼﾛｰﾄ秋田　男子A

57位 2ﾟ 09'54" 加賀谷　俊

（70） （0ﾟ 30'11"）

《70》 《0ﾟ 30'11"》

高橋　善弘

（64） （0ﾟ 12'59"）

《64》 《0ﾟ 43'10"》

福島　徹

（46） （0ﾟ 18'41"）

《58》 《1ﾟ 01'51"》

澤口　龍彦

（30） （0ﾟ 12'35"）

《46》 《1ﾟ 14'26"》

村山　琢英

（134） （0ﾟ 23'16"）

《59》 《1ﾟ 37'42"》

渋谷　健太郎

（44） （0ﾟ 12'55"）

《55》 《1ﾟ 50'37"》

後藤　敏郎

（62） （0ﾟ 19'17"）

《57》 《2ﾟ 09'54"》

№106

JR秋田支社　陸上競技部

58位 2ﾟ 09'56" 福田　光義

（112） （0ﾟ 32'17"）

《113》 《0ﾟ 32'17"》

渡辺　拓也

（72） （0ﾟ 13'11"）

《90》 《0ﾟ 45'28"》

佐藤　一司

（110） （0ﾟ 21'14"）

《98》 《1ﾟ 06'42"》

小森　匠

（15） （0ﾟ 11'43"）

《74》 《1ﾟ 18'25"》

菅原　泰輝

（66） （0ﾟ 20'02"）

《65》 《1ﾟ 38'27"》

安保　芳也

（62） （0ﾟ 13'24"）

《62》 《1ﾟ 51'51"》

伊藤　正和

（35） （0ﾟ 18'05"）

《58》 《2ﾟ 09'56"》

№44

do M

59位 2ﾟ 10'19" 武田　洋

（82） （0ﾟ 30'42"）

《82》 《0ﾟ 30'42"》

小松田　佑介

（65） （0ﾟ 13'00"）

《67》 《0ﾟ 43'42"》

和合谷　将志

（62） （0ﾟ 19'22"）

《65》 《1ﾟ 03'04"》

大信田　富美雄

（98） （0ﾟ 14'53"）

《67》 《1ﾟ 17'57"》

佐藤　一光

（72） （0ﾟ 20'13"）

《63》 《1ﾟ 38'10"》

藤嶋　佑介

（49） （0ﾟ 13'06"）

《58》 《1ﾟ 51'16"》

長岐　政伸

（56） （0ﾟ 19'03"）

《59》 《2ﾟ 10'19"》

№135

八郎潟町役場

60位 2ﾟ 10'54" 畠山　孝直

（53） （0ﾟ 28'52"）

《53》 《0ﾟ 28'52"》

小林　玄知

（140） （0ﾟ 15'30"）

《78》 《0ﾟ 44'22"》

一ノ関　朝幸

（19） （0ﾟ 17'12"）

《54》 《1ﾟ 01'34"》

太田　美奈子

（159） （0ﾟ 17'28"）

《79》 《1ﾟ 19'02"》

岩渕　崇史

（59） （0ﾟ 19'56"）

《68》 《1ﾟ 38'58"》

櫻田　泰憲

（74） （0ﾟ 13'43"）

《65》 《1ﾟ 52'41"》

進藤　健

（42） （0ﾟ 18'13"）

《60》 《2ﾟ 10'54"》

№69

特攻野郎Bﾁｰﾑ＋

61位 2ﾟ 10'56" 桜田　亜由美

（117） （0ﾟ 32'31"）

《117》 《0ﾟ 32'31"》

伊藤　元気

（14） （0ﾟ 11'20"）

《71》 《0ﾟ 43'51"》

菅原　渉伸

（101） （0ﾟ 20'56"）

《83》 《1ﾟ 04'47"》

佐藤　千磨

（104） （0ﾟ 15'02"）

《84》 《1ﾟ 19'49"》

永井　淳一

（44） （0ﾟ 19'07"）

《67》 《1ﾟ 38'56"》

伊藤　絵理

（102） （0ﾟ 14'33"）

《72》 《1ﾟ 53'29"》

大黒　渉

（20） （0ﾟ 17'27"）

《61》 《2ﾟ 10'56"》

№109

秋田一ッ森　ﾁｰﾑﾌﾟﾗｲﾄﾞ

62位 2ﾟ 10'59" 千馬　誠悦

（65） （0ﾟ 29'43"）

《65》 《0ﾟ 29'43"》

佐藤　充

（39） （0ﾟ 12'28"）

《50》 《0ﾟ 42'11"》

佐々木　典夫

（100） （0ﾟ 20'53"）

《66》 《1ﾟ 03'04"》

林　康夫

（59） （0ﾟ 13'41"）

《62》 《1ﾟ 16'45"》

佐藤　裕

（120） （0ﾟ 22'23"）

《72》 《1ﾟ 39'08"》

菅沼　大輔

（9） （0ﾟ 11'21"）

《54》 《1ﾟ 50'29"》

伊藤　正文

（98） （0ﾟ 20'30"）

《62》 《2ﾟ 10'59"》

№162

秋田県立大学

63位 2ﾟ 11'02" 阿部　光里

（62） （0ﾟ 29'36"）

《62》 《0ﾟ 29'36"》

多田　洸貴

（86） （0ﾟ 13'26"）

《63》 《0ﾟ 43'02"》

藤沢　光

（84） （0ﾟ 20'13"）

《67》 《1ﾟ 03'15"》

松本　修知

（104） （0ﾟ 15'02"）

《72》 《1ﾟ 18'17"》

橋本　真澄

（69） （0ﾟ 20'08"）

《64》 《1ﾟ 38'25"》

大場　亮平

（71） （0ﾟ 13'40"）

《63》 《1ﾟ 52'05"》

上小路　拓哉

（55） （0ﾟ 18'57"）

《63》 《2ﾟ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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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114

二井田走友会

64位 2ﾟ 11'10" 工藤　岬

（114） （0ﾟ 32'18"）

《115》 《0ﾟ 32'18"》

貝森　英人

（79） （0ﾟ 13'16"）

《93》 《0ﾟ 45'34"》

藤田　卓

（66） （0ﾟ 19'27"）

《84》 《1ﾟ 05'01"》

伊藤　貴之

（51） （0ﾟ 13'20"）

《73》 《1ﾟ 18'21"》

田中　優樹

（55） （0ﾟ 19'46"）

《61》 《1ﾟ 38'07"》

日景　裕也

（57） （0ﾟ 13'18"）

《59》 《1ﾟ 51'25"》

木澤　祐史

（72） （0ﾟ 19'45"）

《64》 《2ﾟ 11'10"》

№48

速足　SoKuSeKi

65位 2ﾟ 11'48" 五十嵐　徳男

（59） （0ﾟ 29'10"）

《59》 《0ﾟ 29'10"》

若松　秀樹

（20） （0ﾟ 11'51"）

《35》 《0ﾟ 41'01"》

福田　成利

（70） （0ﾟ 19'39"）

《43》 《1ﾟ 00'40"》

石川　真澄

（159） （0ﾟ 17'28"）

《69》 《1ﾟ 18'08"》

佐藤　幸也

（33） （0ﾟ 18'15"）

《53》 《1ﾟ 36'23"》

五十嵐　まゆみ

（161） （0ﾟ 17'43"）

《76》 《1ﾟ 54'06"》

廣嶋　高

（26） （0ﾟ 17'42"）

《65》 《2ﾟ 11'48"》

№28

Run坊S'

66位 2ﾟ 11'55" 菅原　泰輝

（133） （0ﾟ 33'48"）

《133》 《0ﾟ 33'48"》

小森　匠

（8） （0ﾟ 11'06"）

《87》 《0ﾟ 44'54"》

樋渡　貴伸

（23） （0ﾟ 17'38"）

《62》 《1ﾟ 02'32"》

佐藤　謙

（31） （0ﾟ 12'42"）

《51》 《1ﾟ 15'14"》

小松　拓也

（148） （0ﾟ 24'06"）

《74》 《1ﾟ 39'20"》

門間　将

（13） （0ﾟ 11'31"）

《57》 《1ﾟ 50'51"》

堀　広由起

（105） （0ﾟ 21'04"）

《66》 《2ﾟ 11'55"》

№158

能代山本駅伝クラブB

67位 2ﾟ 12'04" 小武海　泰士

（83） （0ﾟ 30'44"）

《83》 《0ﾟ 30'44"》

小林　涼太

（32） （0ﾟ 12'16"）

《62》 《0ﾟ 43'00"》

吉田　悠記

（115） （0ﾟ 21'27"）

《79》 《1ﾟ 04'27"》

安部　竜也

（32） （0ﾟ 12'46"）

《63》 《1ﾟ 17'13"》

小林　拓豊

（117） （0ﾟ 22'15"）

《75》 《1ﾟ 39'28"》

小玉　恭兵

（40） （0ﾟ 12'40"）

《64》 《1ﾟ 52'08"》

原田　和幸

（77） （0ﾟ 19'56"）

《67》 《2ﾟ 12'04"》

№60

鹿角ランナーズ

68位 2ﾟ 12'07" 阿部　仙一郎

（47） （0ﾟ 28'42"）

《47》 《0ﾟ 28'42"》

村木　孝司

（104） （0ﾟ 13'58"）

《57》 《0ﾟ 42'40"》

岩尾　重博

（40） （0ﾟ 18'24"）

《47》 《1ﾟ 01'04"》

佐藤　明弘

（101） （0ﾟ 14'57"）

《57》 《1ﾟ 16'01"》

川上　登

（51） （0ﾟ 19'35"）

《48》 《1ﾟ 35'36"》

高橋　茂雄

（136） （0ﾟ 16'02"）

《60》 《1ﾟ 51'38"》

阿部　伸栄

（96） （0ﾟ 20'29"）

《68》 《2ﾟ 12'07"》

№117

国際教養大学　B

69位 2ﾟ 12'52" John Vetromile

（27） （0ﾟ 27'39"）

《27》 《0ﾟ 27'39"》

福寿　和也

（27） （0ﾟ 12'06"）

《21》 《0ﾟ 39'45"》

成田　利奈

（71） （0ﾟ 19'41"）

《35》 《0ﾟ 59'26"》

Lily Burjos

（119） （0ﾟ 15'27"）

《49》 《1ﾟ 14'53"》

John Harhai

（151） （0ﾟ 24'14"）

《70》 《1ﾟ 39'07"》

船津　美彩

（132） （0ﾟ 15'38"）

《79》 《1ﾟ 54'45"》

原田　拓実

（38） （0ﾟ 18'07"）

《69》 《2ﾟ 12'52"》

№172

ﾐｰﾄﾊﾟｯｶｰわかば

70位 2ﾟ 13'01" 堀井　信吾

（146） （0ﾟ 34'31"）

《146》 《0ﾟ 34'31"》

石塚　陽介

（35） （0ﾟ 12'23"）

《107》 《0ﾟ 46'54"》

保坂　雅俊

（55） （0ﾟ 19'06"）

《89》 《1ﾟ 06'00"》

浅野　洋司

（55） （0ﾟ 13'28"）

《82》 《1ﾟ 19'28"》

吉川　剛平

（100） （0ﾟ 21'16"）

《84》 《1ﾟ 40'44"》

工藤　真文

（88） （0ﾟ 14'06"）

《80》 《1ﾟ 54'50"》

磯田　盛

（41） （0ﾟ 18'11"）

《70》 《2ﾟ 13'01"》

№37

大潟村走ろう会　A

71位 2ﾟ 13'10" 田口　雄大

（98） （0ﾟ 31'32"）

《98》 《0ﾟ 31'32"》

武田　泰斗

（81） （0ﾟ 13'20"）

《86》 《0ﾟ 44'52"》

青柳　佑宜

（107） （0ﾟ 21'08"）

《88》 《1ﾟ 06'00"》

三浦　伸洋

（70） （0ﾟ 14'08"）

《85》 《1ﾟ 20'08"》

佐藤　友能

（53） （0ﾟ 19'43"）

《78》 《1ﾟ 39'51"》

石川　竜也

（51） （0ﾟ 13'15"）

《68》 《1ﾟ 53'06"》

杉森　博光

（81） （0ﾟ 20'04"）

《71》 《2ﾟ 13'10"》

№148

長信田の森Aﾁｰﾑ

72位 2ﾟ 13'12" 笹嶋　博文

（55） （0ﾟ 28'53"）

《55》 《0ﾟ 28'53"》

工藤　学

（97） （0ﾟ 13'53"）

《59》 《0ﾟ 42'46"》

平松　卓己

（124） （0ﾟ 21'51"）

《80》 《1ﾟ 04'37"》

中原　璃柊

（63） （0ﾟ 13'51"）

《75》 《1ﾟ 18'28"》

渡部　結稀

（101） （0ﾟ 21'17"）

《77》 《1ﾟ 39'45"》

原田　駿悦

（55） （0ﾟ 13'17"）

《67》 《1ﾟ 53'02"》

石川　鷹哉

（87） （0ﾟ 20'10"）

《72》 《2ﾟ 13'12"》

№41

焼き肉　幸楽

73位 2ﾟ 13'20" 松岡　琢磨

（87） （0ﾟ 30'51"）

《87》 《0ﾟ 30'51"》

苗代沢　渉

（69） （0ﾟ 13'09"）

《73》 《0ﾟ 44'00"》

瀬川　孝一

（98） （0ﾟ 20'40"）

《81》 《1ﾟ 04'40"》

佐藤　克哉

（6） （0ﾟ 11'06"）

《53》 《1ﾟ 15'46"》

阿部　卓也

（84） （0ﾟ 20'35"）

《52》 《1ﾟ 36'21"》

佐藤　真智子

（97） （0ﾟ 14'24"）

《56》 《1ﾟ 50'45"》

佐藤　善昭

（134） （0ﾟ 22'35"）

《73》 《2ﾟ 13'20"》

№76

ドリーム　AKITA

74位 2ﾟ 13'34" 金沢　潔

（47） （0ﾟ 28'42"）

《48》 《0ﾟ 28'42"》

成田　啓輔

（136） （0ﾟ 15'24"）

《76》 《0ﾟ 44'06"》

佐藤　秀光

（95） （0ﾟ 20'36"）

《82》 《1ﾟ 04'42"》

金子　淳一

（74） （0ﾟ 14'21"）

《80》 《1ﾟ 19'03"》

柴田　貴之

（35） （0ﾟ 18'22"）

《56》 《1ﾟ 37'25"》

菅原　聖子

（133） （0ﾟ 15'54"）

《71》 《1ﾟ 53'19"》

大谷　一

（89） （0ﾟ 20'15"）

《74》 《2ﾟ 13'34"》

№50

秋田ランナーズ　B

75位 2ﾟ 13'44" 伊藤　征広

（74） （0ﾟ 30'21"）

《74》 《0ﾟ 30'21"》

渡部　聡

（112） （0ﾟ 14'15"）

《83》 《0ﾟ 44'36"》

菅原　智恵子

（129） （0ﾟ 22'00"）

《97》 《1ﾟ 06'36"》

菅原　妙子

（90） （0ﾟ 14'35"）

《88》 《1ﾟ 21'11"》

近江　隆夫

（85） （0ﾟ 20'40"）

《86》 《1ﾟ 41'51"》

田山　義光

（11） （0ﾟ 11'24"）

《70》 《1ﾟ 53'15"》

松山　隆一

（96） （0ﾟ 20'29"）

《75》 《2ﾟ 13'44"》

№64

小坂　走友会

76位 2ﾟ 13'45" 佐藤　優太

（66） （0ﾟ 29'46"）

《66》 《0ﾟ 29'46"》

木村　哲也

（69） （0ﾟ 13'09"）

《61》 《0ﾟ 42'55"》

上田　哲也

（43） （0ﾟ 18'37"）

《53》 《1ﾟ 01'32"》

石坂　聡

（142） （0ﾟ 16'38"）

《70》 《1ﾟ 18'10"》

佐藤　智由

（113） （0ﾟ 21'50"）

《81》 《1ﾟ 40'00"》

鎌田　美徳

（66） （0ﾟ 13'29"）

《73》 《1ﾟ 53'29"》

亀田　憲人

（92） （0ﾟ 20'16"）

《76》 《2ﾟ 13'45"》

№173

3代目・三浦商店駅伝部・W

77位 2ﾟ 13'55" 小林　快

（2） （0ﾟ 24'29"）

《2》 《0ﾟ 24'29"》

山内　愛海

（89） （0ﾟ 13'31"）

《10》 《0ﾟ 38'00"》

佐藤　清隆

（110） （0ﾟ 21'14"）

《32》 《0ﾟ 59'14"》

山内　悠梨乃

（83） （0ﾟ 14'27"）

《41》 《1ﾟ 13'41"》

山田　桃子

（165） （0ﾟ 25'26"）

《71》 《1ﾟ 39'07"》

三浦　愛琉

（72） （0ﾟ 13'41"）

《66》 《1ﾟ 52'48"》

石田　忠秋

（107） （0ﾟ 21'07"）

《77》 《2ﾟ 13'55"》

№79

五城目町消防署

78位 2ﾟ 14'34" 畠山　亮

（52） （0ﾟ 28'50"）

《52》 《0ﾟ 28'50"》

舘岡　拓海

（57） （0ﾟ 12'50"）

《45》 《0ﾟ 41'40"》

菊地　航平

（68） （0ﾟ 19'30"）

《49》 《1ﾟ 01'10"》

伊藤　駿

（58） （0ﾟ 13'37"）

《48》 《1ﾟ 14'47"》

中道　聖也

（169） （0ﾟ 25'48"）

《83》 《1ﾟ 40'35"》

青木　佑

（79） （0ﾟ 13'44"）

《77》 《1ﾟ 54'19"》

越高　朋哉

（89） （0ﾟ 20'15"）

《78》 《2ﾟ 14'34"》

№107

秋田一ッ森　ﾁｰﾑﾚｼﾞｪﾝﾄﾞ

79位 2ﾟ 15'04" 菊地　一

（43） （0ﾟ 28'33"）

《43》 《0ﾟ 28'33"》

岩谷　洋次郎

（45） （0ﾟ 12'37"）

《37》 《0ﾟ 41'10"》

佐藤　洋樹

（92） （0ﾟ 20'32"）

《56》 《1ﾟ 01'42"》

榎本　康司

（152） （0ﾟ 17'04"）

《78》 《1ﾟ 18'46"》

伊東　孝平

（79） （0ﾟ 20'27"）

《73》 《1ﾟ 39'13"》

山内　隆一

（104） （0ﾟ 14'37"）

《75》 《1ﾟ 53'50"》

小笠原　美智子

（110） （0ﾟ 21'14"）

《79》 《2ﾟ 15'04"》

№66

東北森林管理局　B

80位 2ﾟ 15'14" 木村　淳司

（110） （0ﾟ 32'10"）

《110》 《0ﾟ 32'10"》

塩谷　智也

（132） （0ﾟ 15'16"）

《124》 《0ﾟ 47'26"》

星野　秀二

（64） （0ﾟ 19'24"）

《100》 《1ﾟ 06'50"》

青山　昌俊

（97） （0ﾟ 14'52"）

《94》 《1ﾟ 21'42"》

中村　拓也

（99） （0ﾟ 21'15"）

《91》 《1ﾟ 42'57"》

佐藤　博志

（106） （0ﾟ 14'38"）

《87》 《1ﾟ 57'35"》

北村　一郎

（23） （0ﾟ 17'39"）

《80》 《2ﾟ 15'14"》

№54

走風水流～どんな風にするかが問

81位 2ﾟ 15'15" 花田　博

（116） （0ﾟ 32'26"）

《116》 《0ﾟ 32'26"》

高橋　靖

（15） （0ﾟ 11'21"）

《69》 《0ﾟ 43'47"》

植村　駿

（88） （0ﾟ 20'26"）

《77》 《1ﾟ 04'13"》

山本　優

（43） （0ﾟ 13'02"）

《64》 《1ﾟ 17'15"》

加納　桂志

（71） （0ﾟ 20'12"）

《57》 《1ﾟ 37'27"》

半田　広和

（163） （0ﾟ 18'22"）

《82》 《1ﾟ 55'49"》

松井　優一

（69） （0ﾟ 19'26"）

《81》 《2ﾟ 15'15"》

№182

おでん☆クラブ

82位 2ﾟ 16'11" 加賀谷　速人

（88） （0ﾟ 30'58"）

《88》 《0ﾟ 30'58"》

大友　徹

（114） （0ﾟ 14'35"）

《92》 《0ﾟ 45'33"》

大野　英

（96） （0ﾟ 20'38"）

《92》 《1ﾟ 06'11"》

佐藤　晋

（108） （0ﾟ 15'06"）

《89》 《1ﾟ 21'17"》

佐藤　守

（88） （0ﾟ 20'45"）

《88》 《1ﾟ 42'02"》

榎　仁司

（55） （0ﾟ 13'17"）

《81》 《1ﾟ 55'19"》

三浦　司

（102） （0ﾟ 20'52"）

《82》 《2ﾟ 16'11"》

№55

走風水流～水火を辞せず～

83位 2ﾟ 16'35" 佐藤　伸太郎

（86） （0ﾟ 30'49"）

《86》 《0ﾟ 30'49"》

成田　大志

（154） （0ﾟ 16'27"）

《119》 《0ﾟ 47'16"》

池内　和樹

（9） （0ﾟ 16'19"）

《73》 《1ﾟ 03'35"》

森本　健郎

（78） （0ﾟ 14'23"）

《68》 《1ﾟ 17'58"》

斉藤　三紀夫

（90） （0ﾟ 20'53"）

《66》 《1ﾟ 38'51"》

田口　恵理

（159） （0ﾟ 17'40"）

《83》 《1ﾟ 56'31"》

石井　淳

（81） （0ﾟ 20'04"）

《83》 《2ﾟ 16'35"》

№32

秋田県走友会（B)あゝ寒風山

84位 2ﾟ 16'37" 加藤　光英

（125） （0ﾟ 32'52"）

《125》 《0ﾟ 32'52"》

柴田　清

（99） （0ﾟ 13'55"）

《105》 《0ﾟ 46'47"》

野尻　隆

（132） （0ﾟ 22'06"）

《113》 《1ﾟ 08'53"》

村田　三男

（60） （0ﾟ 13'43"）

《97》 《1ﾟ 22'36"》

加藤　達也

（24） （0ﾟ 17'43"）

《82》 《1ﾟ 40'19"》

佐々木　祐樹

（89） （0ﾟ 14'09"）

《78》 《1ﾟ 54'28"》

斉藤　良幸

（126） （0ﾟ 22'09"）

《84》 《2ﾟ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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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160

能代山本駅伝クラブD

85位 2ﾟ 17'36" 荒谷　義光

（123） （0ﾟ 32'47"）

《123》 《0ﾟ 32'47"》

菊池　颯太郎

（93） （0ﾟ 13'40"）

《100》 《0ﾟ 46'27"》

菊池　俊一

（125） （0ﾟ 21'56"）

《107》 《1ﾟ 08'23"》

菊池　仁之介

（92） （0ﾟ 14'37"）

《100》 《1ﾟ 23'00"》

山本　一成

（52） （0ﾟ 19'38"）

《90》 《1ﾟ 42'38"》

菊池　泉士郎

（123） （0ﾟ 15'12"）

《88》 《1ﾟ 57'50"》

越前谷　彦美

（73） （0ﾟ 19'46"）

《85》 《2ﾟ 17'36"》

№51

TEAM　漢塾

86位 2ﾟ 17'55" 遠藤　健太

（98） （0ﾟ 31'32"）

《99》 《0ﾟ 31'32"》

佐々木　茂樹

（54） （0ﾟ 12'48"）

《77》 《0ﾟ 44'20"》

富樫　悠也

（123） （0ﾟ 21'46"）

《90》 《1ﾟ 06'06"》

阿部　勇樹

（128） （0ﾟ 15'56"）

《95》 《1ﾟ 22'02"》

渡邊　雅貴

（118） （0ﾟ 22'18"）

《97》 《1ﾟ 44'20"》

阿部　健司

（91） （0ﾟ 14'12"）

《94》 《1ﾟ 58'32"》

伊原　文明

（66） （0ﾟ 19'23"）

《86》 《2ﾟ 17'55"》

№15

体力増強計画

87位 2ﾟ 18'10" 木村　浩悦

（77） （0ﾟ 30'29"）

《77》 《0ﾟ 30'29"》

阿部　進

（91） （0ﾟ 13'35"）

《75》 《0ﾟ 44'04"》

杉渕　澄子

（75） （0ﾟ 19'51"）

《75》 《1ﾟ 03'55"》

石川　セイ子

（93） （0ﾟ 14'42"）

《77》 《1ﾟ 18'37"》

杉渕　忠寿

（93） （0ﾟ 20'56"）

《76》 《1ﾟ 39'33"》

杉渕　友紀

（149） （0ﾟ 17'02"）

《84》 《1ﾟ 56'35"》

阿部　晋矢

（116） （0ﾟ 21'35"）

《87》 《2ﾟ 18'10"》

№113

そうと２１

88位 2ﾟ 18'13" 平山　和也

（152） （0ﾟ 34'56"）

《152》 《0ﾟ 34'56"》

虻川　千春

（129） （0ﾟ 15'11"）

《149》 《0ﾟ 50'07"》

武内　秀樹

（116） （0ﾟ 21'29"）

《138》 《1ﾟ 11'36"》

小林　望迪

（111） （0ﾟ 15'14"）

《135》 《1ﾟ 26'50"》

斉藤　勉

（26） （0ﾟ 17'49"）

《103》 《1ﾟ 44'39"》

長岐　僚太

（93） （0ﾟ 14'13"）

《97》 《1ﾟ 58'52"》

岩澤　雅樹

（64） （0ﾟ 19'21"）

《88》 《2ﾟ 18'13"》

№138

秋田市仁井田陸友会

89位 2ﾟ 18'39" 佐藤　繁文

（137） （0ﾟ 34'13"）

《137》 《0ﾟ 34'13"》

佐藤　智是

（28） （0ﾟ 12'09"）

《99》 《0ﾟ 46'22"》

井山　利広

（81） （0ﾟ 20'12"）

《95》 《1ﾟ 06'34"》

大原　厚子

（96） （0ﾟ 14'48"）

《91》 《1ﾟ 21'22"》

小玉　絋策

（36） （0ﾟ 18'29"）

《79》 《1ﾟ 39'51"》

高橋　次男

（156） （0ﾟ 17'33"）

《85》 《1ﾟ 57'24"》

伊藤　由春

（111） （0ﾟ 21'15"）

《89》 《2ﾟ 18'39"》

№136

八郎潟町陸協

90位 2ﾟ 18'43" 伊藤　一希

（50） （0ﾟ 28'47"）

《50》 《0ﾟ 28'47"》

嶋崎　祥隆

（92） （0ﾟ 13'36"）

《52》 《0ﾟ 42'23"》

京野　浩之

（63） （0ﾟ 19'23"）

《57》 《1ﾟ 01'46"》

相馬　一徳

（23） （0ﾟ 12'09"）

《43》 《1ﾟ 13'55"》

小熊　忍

（161） （0ﾟ 25'09"）

《69》 《1ﾟ 39'04"》

石井　大樹

（175） （0ﾟ 19'32"）

《95》 《1ﾟ 58'36"》

草皆　英弥

（84） （0ﾟ 20'07"）

《90》 《2ﾟ 18'43"》

№14

ニプロ　X

91位 2ﾟ 18'47" 菅原　徹

（92） （0ﾟ 31'08"）

《92》 《0ﾟ 31'08"》

関　絵莉菜

（47） （0ﾟ 12'40"）

《70》 《0ﾟ 43'48"》

佐藤　健介

（135） （0ﾟ 22'22"）

《91》 《1ﾟ 06'10"》

門脇　舞

（113） （0ﾟ 15'17"）

《92》 《1ﾟ 21'27"》

鈴木　礼治

（162） （0ﾟ 25'11"）

《118》 《1ﾟ 46'38"》

村木　翔悟

（43） （0ﾟ 12'45"）

《99》 《1ﾟ 59'23"》

佐々木　陽一

（68） （0ﾟ 19'24"）

《91》 《2ﾟ 18'47"》

№175

あおさぎA

92位 2ﾟ 19'03" 佐野　柊乃

（167） （0ﾟ 36'59"）

《167》 《0ﾟ 36'59"》

越前谷　彦美

（24） （0ﾟ 12'04"）

《139》 《0ﾟ 49'03"》

宮村　知治

（94） （0ﾟ 20'35"）

《119》 《1ﾟ 09'38"》

赤木　渉

（80） （0ﾟ 14'24"）

《107》 《1ﾟ 24'02"》

成田　英俊

（79） （0ﾟ 20'27"）

《99》 《1ﾟ 44'29"》

齋藤　政一

（61） （0ﾟ 13'21"）

《89》 《1ﾟ 57'50"》

信太　淳一

（108） （0ﾟ 21'13"）

《92》 《2ﾟ 19'03"》

№147

秋田卸売市場

93位 2ﾟ 19'13" 三浦　真之

（154） （0ﾟ 35'08"）

《154》 《0ﾟ 35'08"》

長岐　ももこ

（63） （0ﾟ 12'58"）

《130》 《0ﾟ 48'06"》

小川　茂雄

（125） （0ﾟ 21'56"）

《123》 《1ﾟ 10'02"》

草彅　和広

（117） （0ﾟ 15'24"）

《118》 《1ﾟ 25'26"》

加賀谷　久

（94） （0ﾟ 20'59"）

《116》 《1ﾟ 46'25"》

加賀谷　将志

（100） （0ﾟ 14'31"）

《107》 《2ﾟ 00'56"》

長岐　亮

（43） （0ﾟ 18'17"）

《93》 《2ﾟ 19'13"》

№27

SHOWA　パパ軍団

94位 2ﾟ 19'27" 宮下　雅仁

（106） （0ﾟ 31'54"）

《106》 《0ﾟ 31'54"》

大友　善悦

（153） （0ﾟ 16'21"）

《133》 《0ﾟ 48'15"》

遠藤　信悦

（89） （0ﾟ 20'29"）

《111》 《1ﾟ 08'44"》

鈴木　洋

（75） （0ﾟ 14'22"）

《102》 《1ﾟ 23'06"》

天野　象二

（76） （0ﾟ 20'20"）

《93》 《1ﾟ 43'26"》

石野　豊

（86） （0ﾟ 14'04"）

《86》 《1ﾟ 57'30"》

近藤　寿

（125） （0ﾟ 21'57"）

《94》 《2ﾟ 19'27"》

№3

TDK親和会マラソン部

95位 2ﾟ 19'40" 高見　俊志

（168） （0ﾟ 37'01"）

《168》 《0ﾟ 37'01"》

佐藤　義憲

（110） （0ﾟ 14'10"）

《160》 《0ﾟ 51'11"》

齋藤　則之

（108） （0ﾟ 21'09"）

《148》 《1ﾟ 12'20"》

近藤　真一

（46） （0ﾟ 13'10"）

《120》 《1ﾟ 25'30"》

鳥羽　祐樹

（87） （0ﾟ 20'44"）

《114》 《1ﾟ 46'14"》

松原　英哉

（118） （0ﾟ 15'07"）

《113》 《2ﾟ 01'21"》

北見　学

（45） （0ﾟ 18'19"）

《95》 《2ﾟ 19'40"》

№1

日々努力発展途上ﾁｰﾑ

96位 2ﾟ 20'19" 佐藤　清仁

（61） （0ﾟ 29'19"）

《61》 《0ﾟ 29'19"》

中川　文子

（147） （0ﾟ 15'54"）

《88》 《0ﾟ 45'13"》

小野寺　勇乃介

（38） （0ﾟ 18'20"）

《72》 《1ﾟ 03'33"》

中川　海斗

（131） （0ﾟ 16'05"）

《83》 《1ﾟ 19'38"》

佐藤　匠

（122） （0ﾟ 22'35"）

《89》 《1ﾟ 42'13"》

佐藤　幸清

（174） （0ﾟ 19'31"）

《117》 《2ﾟ 01'44"》

佐藤　智是

（48） （0ﾟ 18'35"）

《96》 《2ﾟ 20'19"》

№17

潟上　run  about  B

97位 2ﾟ 20'38" 菊地　智

（80） （0ﾟ 30'40"）

《80》 《0ﾟ 30'40"》

小野寺　亮哉

（155） （0ﾟ 16'29"）

《112》 《0ﾟ 47'09"》

菅原　英樹

（65） （0ﾟ 19'26"）

《96》 《1ﾟ 06'35"》

二田　聖也

（155） （0ﾟ 17'05"）

《105》 《1ﾟ 23'40"》

草間　英男

（111） （0ﾟ 21'49"）

《106》 《1ﾟ 45'29"》

柴田　絋明

（111） （0ﾟ 14'54"）

《102》 《2ﾟ 00'23"》

上村　隼司

（89） （0ﾟ 20'15"）

《97》 《2ﾟ 20'38"》

№143

秋田県総合保健事業団

98位 2ﾟ 20'41" 佐々木　浩孝

（31） （0ﾟ 27'53"）

《31》 《0ﾟ 27'53"》

奈良　瑶子

（149） （0ﾟ 16'05"）

《72》 《0ﾟ 43'58"》

山田　善一

（31） （0ﾟ 18'02"）

《61》 《1ﾟ 02'00"》

高橋　均

（140） （0ﾟ 16'34"）

《76》 《1ﾟ 18'34"》

佐々木　知夫

（160） （0ﾟ 25'06"）

《94》 《1ﾟ 43'40"》

貝塚　明

（120） （0ﾟ 15'09"）

《96》 《1ﾟ 58'49"》

佐藤　徹

（123） （0ﾟ 21'52"）

《98》 《2ﾟ 20'41"》

№23

木戸石体協駅伝部

99位 2ﾟ 20'48" 伊藤　天翔

（64） （0ﾟ 29'41"）

《64》 《0ﾟ 29'41"》

伊藤　希望

（166） （0ﾟ 17'03"）

《104》 《0ﾟ 46'44"》

澤藤　晃

（80） （0ﾟ 20'09"）

《101》 《1ﾟ 06'53"》

桜田　尚範

（127） （0ﾟ 15'48"）

《98》 《1ﾟ 22'41"》

中村　健

（141） （0ﾟ 23'42"）

《115》 《1ﾟ 46'23"》

三浦　浩幸

（95） （0ﾟ 14'16"）

《104》 《2ﾟ 00'39"》

櫻田　智幸

（86） （0ﾟ 20'09"）

《99》 《2ﾟ 20'48"》

№57

ちいむ　鉄の足

100位 2ﾟ 20'55" 高橋　正博

（150） （0ﾟ 34'42"）

《150》 《0ﾟ 34'42"》

小笠原　聖

（40） （0ﾟ 12'29"）

《114》 《0ﾟ 47'11"》

大塚　重義

（136） （0ﾟ 22'30"）

《120》 《1ﾟ 09'41"》

佐藤　隼

（56） （0ﾟ 13'32"）

《103》 《1ﾟ 23'13"》

小笠原　美知子

（61） （0ﾟ 19'57"）

《92》 《1ﾟ 43'10"》

鈴木　良哉

（108） （0ﾟ 14'43"）

《91》 《1ﾟ 57'53"》

菅野　裕幸

（138） （0ﾟ 23'02"）

《100》 《2ﾟ 20'55"》

№77

手形陸橋RF

101位 2ﾟ 20'56" 佐藤　学

（112） （0ﾟ 32'17"）

《112》 《0ﾟ 32'17"》

大友　幸憲

（73） （0ﾟ 13'12"）

《91》 《0ﾟ 45'29"》

児玉　理

（72） （0ﾟ 19'42"）

《85》 《1ﾟ 05'11"》

塚田　好正

（174） （0ﾟ 19'11"）

《111》 《1ﾟ 24'22"》

佐藤　真一郎

（67） （0ﾟ 20'07"）

《100》 《1ﾟ 44'29"》

赤田　充

（128） （0ﾟ 15'22"）

《101》 《1ﾟ 59'51"》

横尾　英幹

（106） （0ﾟ 21'05"）

《101》 《2ﾟ 20'56"》

№20

秋田ランコミュ

102位 2ﾟ 21'25" 一関　渉

（163） （0ﾟ 36'21"）

《163》 《0ﾟ 36'21"》

田村　直樹

（36） （0ﾟ 12'25"）

《135》 《0ﾟ 48'46"》

松橋　博之

（143） （0ﾟ 22'52"）

《140》 《1ﾟ 11'38"》

笹村　慎也

（61） （0ﾟ 13'49"）

《119》 《1ﾟ 25'27"》

齊藤　祐揮

（58） （0ﾟ 19'54"）

《105》 《1ﾟ 45'21"》

佐藤　雅敬

（46） （0ﾟ 13'01"）

《93》 《1ﾟ 58'22"》

菅原　美香子

（139） （0ﾟ 23'03"）

《102》 《2ﾟ 21'25"》

№100

北秋田市民病院　B

103位 2ﾟ 21'27" 草皆　英弥

（107） （0ﾟ 31'55"）

《107》 《0ﾟ 31'55"》

渡部　峻

（136） （0ﾟ 15'24"）

《122》 《0ﾟ 47'19"》

藤田　裕太郎

（59） （0ﾟ 19'11"）

《94》 《1ﾟ 06'30"》

芳賀　大翔

（106） （0ﾟ 15'03"）

《93》 《1ﾟ 21'33"》

森川　瑞穂

（129） （0ﾟ 22'57"）

《101》 《1ﾟ 44'30"》

石川　孝仁

（141） （0ﾟ 16'27"）

《108》 《2ﾟ 00'57"》

柴田　誠一

（98） （0ﾟ 20'30"）

《103》 《2ﾟ 21'27"》

№163

TEAM本荘

104位 2ﾟ 21'32" 伊藤　貢

（127） （0ﾟ 33'12"）

《127》 《0ﾟ 33'12"》

堀内　曜子

（48） （0ﾟ 12'41"）

《96》 《0ﾟ 45'53"》

鈴木　雄斗

（35） （0ﾟ 18'12"）

《76》 《1ﾟ 04'05"》

遠藤　壮登

（172） （0ﾟ 18'48"）

《99》 《1ﾟ 22'53"》

村上　百合子

（104） （0ﾟ 21'26"）

《96》 《1ﾟ 44'19"》

原田　卓

（82） （0ﾟ 13'53"）

《92》 《1ﾟ 58'12"》

市川　佳愛

（149） （0ﾟ 23'20"）

《104》 《2ﾟ 21'32"》

№184

たけや製パン　TRD

105位 2ﾟ 21'40" 久米　健太

（89） （0ﾟ 30'59"）

《89》 《0ﾟ 30'59"》

佐藤　厚

（90） （0ﾟ 13'34"）

《82》 《0ﾟ 44'33"》

大石　裕哉

（102） （0ﾟ 21'01"）

《86》 《1ﾟ 05'34"》

高橋　靖

（122） （0ﾟ 15'31"）

《87》 《1ﾟ 21'05"》

須田　大介

（135） （0ﾟ 23'19"）

《98》 《1ﾟ 44'24"》

伊藤　貢

（65） （0ﾟ 13'27"）

《90》 《1ﾟ 57'51"》

三浦　哲和

（154） （0ﾟ 23'49"）

《105》 《2ﾟ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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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81

Team  Inazuma”天”

106位 2ﾟ 22'17" 澤田　智志

（124） （0ﾟ 32'48"）

《124》 《0ﾟ 32'48"》

油座　塁

（159） （0ﾟ 16'35"）

《145》 《0ﾟ 49'23"》

前田　徳美

（140） （0ﾟ 22'36"）

《144》 《1ﾟ 11'59"》

小松　武

（85） （0ﾟ 14'32"）

《131》 《1ﾟ 26'31"》

大森　範孝

（96） （0ﾟ 21'10"）

《125》 《1ﾟ 47'41"》

阿部　博安

（107） （0ﾟ 14'39"）

《123》 《2ﾟ 02'20"》

山田　篤

（78） （0ﾟ 19'57"）

《106》 《2ﾟ 22'17"》

№102

100ｷﾛﾏﾗｿﾝﾁｬﾚﾝｼﾞｸﾗﾌﾞ

107位 2ﾟ 22'20" 磯崎　真宏

（143） （0ﾟ 34'24"）

《143》 《0ﾟ 34'24"》

高橋　英輔

（68） （0ﾟ 13'07"）

《126》 《0ﾟ 47'31"》

佐藤　浩朗

（145） （0ﾟ 22'58"）

《129》 《1ﾟ 10'29"》

佐藤　明

（57） （0ﾟ 13'35"）

《108》 《1ﾟ 24'04"》

千代　雅和

（89） （0ﾟ 20'50"）

《104》 《1ﾟ 44'54"》

佐々木　伸司

（95） （0ﾟ 14'16"）

《98》 《1ﾟ 59'10"》

進藤　久裕

（145） （0ﾟ 23'10"）

《107》 《2ﾟ 22'20"》

№8

それゆけ比内　B

108位 2ﾟ 22'22" 尾崎　紀幸

（41） （0ﾟ 28'29"）

《42》 《0ﾟ 28'29"》

尾崎　菜心

（67） （0ﾟ 13'03"）

《43》 《0ﾟ 41'32"》

仲谷　政信

（131） （0ﾟ 22'04"）

《74》 《1ﾟ 03'36"》

成田　司郎

（164） （0ﾟ 17'43"）

《90》 《1ﾟ 21'19"》

菅原　圭子

（152） （0ﾟ 24'17"）

《108》 《1ﾟ 45'36"》

菅原　弘

（130） （0ﾟ 15'31"）

《110》 《2ﾟ 01'07"》

高松　裕子

（111） （0ﾟ 21'15"）

《108》 《2ﾟ 22'22"》

№31

秋田県走友会　赤組

109位 2ﾟ 23'07" 池田　誠

（140） （0ﾟ 34'18"）

《140》 《0ﾟ 34'18"》

伊勢　礼助

（173） （0ﾟ 17'51"）

《167》 《0ﾟ 52'09"》

神成　敏明

（127） （0ﾟ 21'57"）

《160》 《1ﾟ 14'06"》

関　徹弥

（64） （0ﾟ 13'52"）

《145》 《1ﾟ 27'58"》

佐藤　常雄

（22） （0ﾟ 17'37"）

《107》 《1ﾟ 45'35"》

角　誠子

（118） （0ﾟ 15'07"）

《105》 《2ﾟ 00'42"》

畠山　達志

（130） （0ﾟ 22'25"）

《109》 《2ﾟ 23'07"》

№92

男鹿東走友会　C

110位 2ﾟ 23'13" 籾山　瑞稀

（166） （0ﾟ 36'49"）

《166》 《0ﾟ 36'49"》

鎌田　篤敬

（96） （0ﾟ 13'45"）

《152》 《0ﾟ 50'34"》

吉田　賢

（104） （0ﾟ 21'04"）

《139》 《1ﾟ 11'38"》

安倍　吏紀

（103） （0ﾟ 15'00"）

《133》 《1ﾟ 26'38"》

三浦　陽太

（133） （0ﾟ 23'13"）

《139》 《1ﾟ 49'51"》

吉田　唯

（126） （0ﾟ 15'20"）

《137》 《2ﾟ 05'11"》

菅生　歩

（33） （0ﾟ 18'02"）

《110》 《2ﾟ 23'13"》

№63

ﾁｰﾑ　SRC

111位 2ﾟ 23'16" 柴田　公彦

（144） （0ﾟ 34'25"）

《144》 《0ﾟ 34'25"》

真壁　豪

（56） （0ﾟ 12'49"）

《117》 《0ﾟ 47'14"》

安部　有里子

（81） （0ﾟ 20'12"）

《104》 《1ﾟ 07'26"》

長戸　篤史

（148） （0ﾟ 16'48"）

《110》 《1ﾟ 24'14"》

藤田　忍

（105） （0ﾟ 21'27"）

《109》 《1ﾟ 45'41"》

加賀谷　祥子

（139） （0ﾟ 16'17"）

《119》 《2ﾟ 01'58"》

倉田　紗彩

（113） （0ﾟ 21'18"）

《111》 《2ﾟ 23'16"》

№110

脳研ランナーズ　A

112位 2ﾟ 23'22" 引地　堅太郎

（67） （0ﾟ 29'48"）

《67》 《0ﾟ 29'48"》

土田　泰大

（168） （0ﾟ 17'07"）

《108》 《0ﾟ 46'55"》

藤原　健矢

（149） （0ﾟ 23'18"）

《128》 《1ﾟ 10'13"》

菅原　真由美

（145） （0ﾟ 16'43"）

《136》 《1ﾟ 26'56"》

吉川　剛平

（77） （0ﾟ 20'23"）

《122》 《1ﾟ 47'19"》

大村　知己

（129） （0ﾟ 15'27"）

《124》 《2ﾟ 02'46"》

楢岡　洋平

（100） （0ﾟ 20'36"）

《112》 《2ﾟ 23'22"》

№177

あおさぎC

113位 2ﾟ 23'51" 中西　茂幸

（105） （0ﾟ 31'49"）

《105》 《0ﾟ 31'49"》

佐々木　友

（136） （0ﾟ 15'24"）

《115》 《0ﾟ 47'13"》

豊川　達也

（139） （0ﾟ 22'31"）

《121》 《1ﾟ 09'44"》

鈴木　浩幸

（149） （0ﾟ 16'53"）

《132》 《1ﾟ 26'37"》

上田　大河

（124） （0ﾟ 22'44"）

《135》 《1ﾟ 49'21"》

関口　泉

（104） （0ﾟ 14'37"）

《129》 《2ﾟ 03'58"》

登藤　誠

（75） （0ﾟ 19'53"）

《113》 《2ﾟ 23'51"》

№126

西山製作所駅伝部A

114位 2ﾟ 23'54" 佐々木　重見

（96） （0ﾟ 31'19"）

《96》 《0ﾟ 31'19"》

阿部　徹

（156） （0ﾟ 16'30"）

《128》 《0ﾟ 47'49"》

佐々木　広治

（163） （0ﾟ 24'06"）

《143》 《1ﾟ 11'55"》

佐藤　賢浩

（84） （0ﾟ 14'30"）

《128》 《1ﾟ 26'25"》

播磨　光博

（127） （0ﾟ 22'50"）

《133》 《1ﾟ 49'15"》

加藤　和美

（80） （0ﾟ 13'46"）

《125》 《2ﾟ 03'01"》

土田　春樹

（103） （0ﾟ 20'53"）

《114》 《2ﾟ 23'54"》

№35

ファルトレク　秋田

115位 2ﾟ 24'02" 泉　正嘉

（153） （0ﾟ 35'07"）

《153》 《0ﾟ 35'07"》

三浦　勝寛

（163） （0ﾟ 16'53"）

《166》 《0ﾟ 52'00"》

斉藤　広彦

（176） （0ﾟ 27'01"）

《174》 《1ﾟ 19'01"》

佐藤　一司

（47） （0ﾟ 13'11"）

《167》 《1ﾟ 32'12"》

土井　敬

（29） （0ﾟ 18'05"）

《142》 《1ﾟ 50'17"》

金釜　匠

（19） （0ﾟ 11'55"）

《122》 《2ﾟ 02'12"》

若月　健

（122） （0ﾟ 21'50"）

《115》 《2ﾟ 24'02"》

№164

セントラル秋田

116位 2ﾟ 24'07" 間杉　悦朗

（102） （0ﾟ 31'45"）

《102》 《0ﾟ 31'45"》

佐々木　朋子

（171） （0ﾟ 17'17"）

《138》 《0ﾟ 49'02"》

田口　雄一

（73） （0ﾟ 19'43"）

《112》 《1ﾟ 08'45"》

中村　あゆみ

（167） （0ﾟ 18'21"）

《137》 《1ﾟ 27'06"》

丸山　大和

（48） （0ﾟ 19'23"）

《117》 《1ﾟ 46'29"》

貫田　次朗

（120） （0ﾟ 15'09"）

《115》 《2ﾟ 01'38"》

笹村　聡

（131） （0ﾟ 22'29"）

《116》 《2ﾟ 24'07"》

№104

綴子走友会　B

117位 2ﾟ 24'18" 高橋　喜久雄

（151） （0ﾟ 34'43"）

《151》 《0ﾟ 34'43"》

三沢　晃一

（120） （0ﾟ 14'55"）

《147》 《0ﾟ 49'38"》

斉藤　聡

（141） （0ﾟ 22'48"）

《151》 《1ﾟ 12'26"》

畠山　博樹

（124） （0ﾟ 15'34"）

《146》 《1ﾟ 28'00"》

中嶋　裕和

（106） （0ﾟ 21'28"）

《136》 《1ﾟ 49'28"》

斉藤　雄一郎

（15） （0ﾟ 11'41"）

《111》 《2ﾟ 01'09"》

虻川　敬

（144） （0ﾟ 23'09"）

《117》 《2ﾟ 24'18"》

№7

それゆけ比内　A

118位 2ﾟ 24'28" 唐倉　一博

（132） （0ﾟ 33'45"）

《132》 《0ﾟ 33'45"》

菅原　敬子

（158） （0ﾟ 16'31"）

《150》 《0ﾟ 50'16"》

佐藤　春美

（110） （0ﾟ 21'14"）

《137》 《1ﾟ 11'30"》

畠山　元子

（113） （0ﾟ 15'17"）

《134》 《1ﾟ 26'47"》

羽沢　誠治

（98） （0ﾟ 21'13"）

《126》 《1ﾟ 48'00"》

根本　みゆき

（143） （0ﾟ 16'39"）

《133》 《2ﾟ 04'39"》

高松　正憲

（74） （0ﾟ 19'49"）

《118》 《2ﾟ 24'28"》

№38

大潟村走ろう会　B

119位 2ﾟ 24'32" 長井　一也

（161） （0ﾟ 35'41"）

《161》 《0ﾟ 35'41"》

本庄　渉

（85） （0ﾟ 13'23"）

《140》 《0ﾟ 49'04"》

小野　友義

（154） （0ﾟ 23'26"）

《152》 《1ﾟ 12'30"》

中田　清輝

（66） （0ﾟ 14'00"）

《130》 《1ﾟ 26'30"》

遠藤　暁

（77） （0ﾟ 20'23"）

《120》 《1ﾟ 46'53"》

松井　仁

（102） （0ﾟ 14'33"）

《114》 《2ﾟ 01'26"》

佐々木　信夫

（143） （0ﾟ 23'06"）

《119》 《2ﾟ 24'32"》

№40

老若男女　２０１５

120位 2ﾟ 24'36" 鵜沼　順之

（177） （0ﾟ 41'20"）

《177》 《0ﾟ 41'20"》

後藤　知也

（34） （0ﾟ 12'22"）

《173》 《0ﾟ 53'42"》

佐藤　瞭成

（32） （0ﾟ 18'04"）

《142》 《1ﾟ 11'46"》

熊澤　裕

（19） （0ﾟ 11'55"）

《106》 《1ﾟ 23'41"》

鵜沼　克慶

（32） （0ﾟ 18'13"）

《87》 《1ﾟ 41'54"》

後藤　妃織

（167） （0ﾟ 18'53"）

《106》 《2ﾟ 00'47"》

橘　学

（154） （0ﾟ 23'49"）

《120》 《2ﾟ 24'36"》

№19

NTT秋田

121位 2ﾟ 24'39" 小坂　幸喜

（162） （0ﾟ 35'52"）

《162》 《0ﾟ 35'52"》

金子　栄蔵

（124） （0ﾟ 15'01"）

《156》 《0ﾟ 50'53"》

伊藤　俊英

（134） （0ﾟ 22'10"）

《158》 《1ﾟ 13'03"》

七尾　英也

（75） （0ﾟ 14'22"）

《139》 《1ﾟ 27'25"》

新田目　順一

（74） （0ﾟ 20'15"）

《124》 《1ﾟ 47'40"》

舟木　博之

（90） （0ﾟ 14'11"）

《118》 《2ﾟ 01'51"》

遠藤　修一

（137） （0ﾟ 22'48"）

《121》 《2ﾟ 24'39"》

№88

秋田LSDクラブ　D

122位 2ﾟ 25'19" 高橋　興治

（122） （0ﾟ 32'46"）

《122》 《0ﾟ 32'46"》

菅原　美香子

（130） （0ﾟ 15'12"）

《129》 《0ﾟ 47'58"》

笹渕　比古晴

（116） （0ﾟ 21'29"）

《117》 《1ﾟ 09'27"》

小幡谷　明

（126） （0ﾟ 15'46"）

《115》 《1ﾟ 25'13"》

藤原　芳輝

（90） （0ﾟ 20'53"）

《112》 《1ﾟ 46'06"》

藤田　隆

（131） （0ﾟ 15'37"）

《116》 《2ﾟ 01'43"》

森川　鐵雄

（152） （0ﾟ 23'36"）

《122》 《2ﾟ 25'19"》

№62

卸売市場ナンチャガRC

123位 2ﾟ 25'33" 澤石　聡

（84） （0ﾟ 30'48"）

《84》 《0ﾟ 30'48"》

小野　恵子

（148） （0ﾟ 16'02"）

《106》 《0ﾟ 46'50"》

村上　秀樹

（81） （0ﾟ 20'12"）

《102》 《1ﾟ 07'02"》

菅原　雅彦

（167） （0ﾟ 18'21"）

《116》 《1ﾟ 25'23"》

川上　有美

（81） （0ﾟ 20'28"）

《110》 《1ﾟ 45'51"》

佐藤　正秋

（137） （0ﾟ 16'08"）

《120》 《2ﾟ 01'59"》

安藤　敦

（151） （0ﾟ 23'34"）

《123》 《2ﾟ 25'33"》

№115

TDK　狂走会

124位 2ﾟ 25'41" 上田　要

（141） （0ﾟ 34'21"）

《141》 《0ﾟ 34'21"》

上田　賢太

（65） （0ﾟ 13'00"）

《123》 《0ﾟ 47'21"》

松下　慶友

（114） （0ﾟ 21'22"）

《110》 《1ﾟ 08'43"》

泉部　泰

（152） （0ﾟ 17'04"）

《125》 《1ﾟ 25'47"》

嵯峨　誠

（154） （0ﾟ 24'22"）

《141》 《1ﾟ 50'09"》

田村　健寿

（83） （0ﾟ 13'56"）

《130》 《2ﾟ 04'05"》

増田　淳

（117） （0ﾟ 21'36"）

《124》 《2ﾟ 25'41"》

№87

秋田LSDクラブ　C

125位 2ﾟ 26'16" 佐藤　雅敬

（101） （0ﾟ 31'42"）

《101》 《0ﾟ 31'42"》

菊地　正

（102） （0ﾟ 13'56"）

《94》 《0ﾟ 45'38"》

佐藤　仁

（144） （0ﾟ 22'56"）

《109》 《1ﾟ 08'34"》

滝沢　温子

（98） （0ﾟ 14'53"）

《104》 《1ﾟ 23'27"》

田中　久善

（95） （0ﾟ 21'05"）

《102》 《1ﾟ 44'32"》

加藤　美穂子

（155） （0ﾟ 17'30"）

《121》 《2ﾟ 02'02"》

三浦　初男

（159） （0ﾟ 24'14"）

《125》 《2ﾟ 26'16"》

№159

能代山本駅伝クラブC

126位 2ﾟ 26'34" 桜庭　武

（145） （0ﾟ 34'26"）

《145》 《0ﾟ 34'26"》

大村　幸信

（161） （0ﾟ 16'44"）

《158》 《0ﾟ 51'10"》

山田　清孝

（156） （0ﾟ 23'35"）

《164》 《1ﾟ 14'45"》

丸岡　未來

（110） （0ﾟ 15'12"）

《158》 《1ﾟ 29'57"》

村田　正希

（125） （0ﾟ 22'49"）

《151》 《1ﾟ 52'46"》

成田　博大

（28） （0ﾟ 12'09"）

《135》 《2ﾟ 04'55"》

北林　満

（119） （0ﾟ 21'39"）

《126》 《2ﾟ 26'34"》



第４０回若美走り納め駅伝競走大会

一般

総 合 成 績 表
開催日: 平成27年11月29日

7/12 ページ
◎：大会新記録
○：大会タイ記録

《》：チーム記録
（）：個人記録

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130

ちーむ武藤ちゃん

127位 2ﾟ 26'47" 石井　政人

（175） （0ﾟ 38'43"）

《175》 《0ﾟ 38'43"》

高橋　喜弘

（53） （0ﾟ 12'46"）

《163》 《0ﾟ 51'29"》

竹野　彰

（93） （0ﾟ 20'33"）

《145》 《1ﾟ 12'02"》

工藤　正樹

（147） （0ﾟ 16'47"）

《151》 《1ﾟ 28'49"》

楢橋　喜直

（140） （0ﾟ 23'39"）

《147》 《1ﾟ 52'28"》

山田　豪

（149） （0ﾟ 17'02"）

《157》 《2ﾟ 09'30"》

二方　克明

（18） （0ﾟ 17'17"）

《127》 《2ﾟ 26'47"》

№34

ﾁｰﾑ　口走　大館

128位 2ﾟ 27'10" 長崎　誠

（142） （0ﾟ 34'22"）

《142》 《0ﾟ 34'22"》

菅原　隼人

（160） （0ﾟ 16'43"）

《157》 《0ﾟ 51'05"》

阿部　謙

（104） （0ﾟ 21'04"）

《146》 《1ﾟ 12'09"》

田中　孝

（52） （0ﾟ 13'22"）

《121》 《1ﾟ 25'31"》

斎藤　一成

（152） （0ﾟ 24'17"）

《138》 《1ﾟ 49'48"》

櫻庭　俊子

（114） （0ﾟ 15'04"）

《134》 《2ﾟ 04'52"》

金田一　貴士

（129） （0ﾟ 22'18"）

《128》 《2ﾟ 27'10"》

№18

二ツ井走ろう会

129位 2ﾟ 27'41" 若松　康夫

（118） （0ﾟ 32'40"）

《118》 《0ﾟ 32'40"》

照井　勉

（115） （0ﾟ 14'38"）

《120》 《0ﾟ 47'18"》

加藤　美幸

（141） （0ﾟ 22'48"）

《126》 《1ﾟ 10'06"》

若松　久子

（163） （0ﾟ 17'42"）

《143》 《1ﾟ 27'48"》

平泉　祐史

（141） （0ﾟ 23'42"）

《145》 《1ﾟ 51'30"》

鈴木　まり子

（144） （0ﾟ 16'50"）

《148》 《2ﾟ 08'20"》

藤田　裕太郎

（64） （0ﾟ 19'21"）

《129》 《2ﾟ 27'41"》

№99

北秋田市民病院　A

129位 2ﾟ 27'41" 工藤　元裕

（169） （0ﾟ 37'50"）

《169》 《0ﾟ 37'50"》

疋田　卓也

（116） （0ﾟ 14'42"）

《170》 《0ﾟ 52'32"》

冨手　貴教

（78） （0ﾟ 20'07"）

《154》 《1ﾟ 12'39"》

浅村　隆太

（102） （0ﾟ 14'58"）

《141》 《1ﾟ 27'37"》

藤原　純一

（92） （0ﾟ 20'55"）

《129》 《1ﾟ 48'32"》

藤島　哲大

（112） （0ﾟ 14'55"）

《128》 《2ﾟ 03'27"》

中島　豊

（159） （0ﾟ 24'14"）

《130》 《2ﾟ 27'41"》

№111

脳研ランナーズ　B

131位 2ﾟ 27'47" 藤原　宗史

（133） （0ﾟ 33'48"）

《134》 《0ﾟ 33'48"》

菊谷　明弘

（167） （0ﾟ 17'04"）

《155》 《0ﾟ 50'52"》

伊藤　優也

（99） （0ﾟ 20'50"）

《141》 《1ﾟ 11'42"》

丹羽　歩

（165） （0ﾟ 17'51"）

《155》 《1ﾟ 29'33"》

髙橋　紅杜子

（157） （0ﾟ 24'55"）

《159》 《1ﾟ 54'28"》

嵯峨　直人

（57） （0ﾟ 13'18"）

《145》 《2ﾟ 07'46"》

小西　智明

（80） （0ﾟ 20'01"）

《131》 《2ﾟ 27'47"》

№12

ANS会

132位 2ﾟ 27'56" 石野　豊

（147） （0ﾟ 34'32"）

《147》 《0ﾟ 34'32"》

佐々木　慶一郎

（146） （0ﾟ 15'52"）

《151》 《0ﾟ 50'24"》

佐々木　修

（161） （0ﾟ 23'52"）

《162》 《1ﾟ 14'16"》

石野　和

（72） （0ﾟ 14'14"）

《148》 《1ﾟ 28'30"》

菅原　敏

（75） （0ﾟ 20'19"）

《130》 《1ﾟ 48'49"》

草彅　辰広

（168） （0ﾟ 18'55"）

《143》 《2ﾟ 07'44"》

相場　忠勝

（88） （0ﾟ 20'12"）

《132》 《2ﾟ 27'56"》

№142

テクノスクールRC

133位 2ﾟ 27'58" 佐藤　新一

（114） （0ﾟ 32'18"）

《114》 《0ﾟ 32'18"》

伊藤　伸一

（117） （0ﾟ 14'52"）

《113》 《0ﾟ 47'10"》

小松　真莉子

（158） （0ﾟ 23'39"）

《130》 《1ﾟ 10'49"》

伊藤　智子

（136） （0ﾟ 16'18"）

《138》 《1ﾟ 27'07"》

永澤　亮

（108） （0ﾟ 21'46"）

《131》 《1ﾟ 48'53"》

永澤　美樹子

（154） （0ﾟ 17'22"）

《140》 《2ﾟ 06'15"》

松橋　美弘

（120） （0ﾟ 21'43"）

《133》 《2ﾟ 27'58"》

№178

ｲｹﾒﾝ・ﾗﾝﾅｰｽﾞ

134位 2ﾟ 28'03" 市井　仁

（128） （0ﾟ 33'21"）

《128》 《0ﾟ 33'21"》

菅原　崇

（98） （0ﾟ 13'54"）

《118》 《0ﾟ 47'15"》

佐々木　幸一

（76） （0ﾟ 19'56"）

《103》 《1ﾟ 07'11"》

三浦　考樹

（109） （0ﾟ 15'08"）

《96》 《1ﾟ 22'19"》

大高　正徳

（111） （0ﾟ 21'49"）

《95》 《1ﾟ 44'08"》

三浦　浩子

（144） （0ﾟ 16'50"）

《109》 《2ﾟ 00'58"》

畠山　勝行

（172） （0ﾟ 27'05"）

《134》 《2ﾟ 28'03"》

№119

あ！ｼﾛｰﾄ秋田　男子B

135位 2ﾟ 28'08" 村上　公昭

（73） （0ﾟ 30'18"）

《73》 《0ﾟ 30'18"》

齋藤　章

（123） （0ﾟ 14'59"）

《89》 《0ﾟ 45'17"》

加藤　清仁

（164） （0ﾟ 24'07"）

《116》 《1ﾟ 09'24"》

佐藤　勝美

（130） （0ﾟ 16'01"）

《117》 《1ﾟ 25'25"》

柴田　清

（132） （0ﾟ 23'05"）

《128》 《1ﾟ 48'30"》

小野寺　英夫

（151） （0ﾟ 17'07"）

《138》 《2ﾟ 05'37"》

佐藤　善行

（132） （0ﾟ 22'31"）

《135》 《2ﾟ 28'08"》

№144

夜回り走遊会（山王店）

135位 2ﾟ 28'08" 佐藤　朋博

（100） （0ﾟ 31'41"）

《100》 《0ﾟ 31'41"》

佐藤　研

（135） （0ﾟ 15'19"）

《109》 《0ﾟ 47'00"》

斉藤　春人

（136） （0ﾟ 22'30"）

《118》 《1ﾟ 09'30"》

八重樫　紀男

（132） （0ﾟ 16'08"）

《123》 《1ﾟ 25'38"》

進藤　秋博

（97） （0ﾟ 21'11"）

《119》 《1ﾟ 46'49"》

渡部　政勝

（98） （0ﾟ 14'27"）

《112》 《2ﾟ 01'16"》

渡辺　照男

（170） （0ﾟ 26'52"）

《136》 《2ﾟ 28'08"》

№165

五城目町役場競走部ﾁｰﾑYASU

137位 2ﾟ 28'19" 大石　靖宜

（149） （0ﾟ 34'37"）

《149》 《0ﾟ 34'37"》

斉藤　正和

（59） （0ﾟ 12'53"）

《125》 《0ﾟ 47'30"》

川村　拓

（171） （0ﾟ 25'08"）

《153》 《1ﾟ 12'38"》

小五　洋史

（111） （0ﾟ 15'14"）

《144》 《1ﾟ 27'52"》

工藤　博亨

（138） （0ﾟ 23'36"）

《144》 《1ﾟ 51'28"》

伊藤　勝彦

（124） （0ﾟ 15'14"）

《141》 《2ﾟ 06'42"》

畠山　卓志

（118） （0ﾟ 21'37"）

《137》 《2ﾟ 28'19"》

№176

あおさぎB

138位 2ﾟ 28'22" 牛尾　充宏

（148） （0ﾟ 34'33"）

《148》 《0ﾟ 34'33"》

櫻田　祐智

（93） （0ﾟ 13'40"）

《132》 《0ﾟ 48'13"》

中村　拓哉

（86） （0ﾟ 20'16"）

《108》 《1ﾟ 08'29"》

松原　琢磨

（88） （0ﾟ 14'34"）

《101》 《1ﾟ 23'03"》

齋藤　勇

（146） （0ﾟ 23'59"）

《121》 《1ﾟ 47'02"》

武田　隼人

（140） （0ﾟ 16'18"）

《126》 《2ﾟ 03'20"》

高山　紘司

（166） （0ﾟ 25'02"）

《138》 《2ﾟ 28'22"》

№127

西山製作所駅伝部B

139位 2ﾟ 28'23" 仙道　翔悟

（120） （0ﾟ 32'44"）

《120》 《0ﾟ 32'44"》

菅原　琳樺

（61） （0ﾟ 12'55"）

《95》 《0ﾟ 45'39"》

菊地　総司

（97） （0ﾟ 20'39"）

《93》 《1ﾟ 06'18"》

菊地　美波

（65） （0ﾟ 13'57"）

《86》 《1ﾟ 20'15"》

新泉　ゆかり

（168） （0ﾟ 25'42"）

《111》 《1ﾟ 45'57"》

築山　香音

（74） （0ﾟ 13'43"）

《100》 《1ﾟ 59'40"》

秋川　一美

（175） （0ﾟ 28'43"）

《139》 《2ﾟ 28'23"》

№73

井川　RC

140位 2ﾟ 28'33" 小武海　立

（33） （0ﾟ 27'56"）

《33》 《0ﾟ 27'56"》

小武海　春香

（144） （0ﾟ 15'51"）

《68》 《0ﾟ 43'47"》

山田　清

（89） （0ﾟ 20'29"）

《78》 《1ﾟ 04'16"》

小武海　日和

（98） （0ﾟ 14'53"）

《81》 《1ﾟ 19'09"》

小林　和幸

（114） （0ﾟ 21'56"）

《85》 《1ﾟ 41'05"》

小武海　夏姫

（172） （0ﾟ 19'19"）

《103》 《2ﾟ 00'24"》

岩崎　春男

（174） （0ﾟ 28'09"）

《140》 《2ﾟ 28'33"》

№39

大潟村走ろう会　C

141位 2ﾟ 28'38" 澤田石　昌文

（156） （0ﾟ 35'14"）

《156》 《0ﾟ 35'14"》

藤枝　邑伎

（106） （0ﾟ 13'59"）

《142》 《0ﾟ 49'13"》

石田　耕

（77） （0ﾟ 20'00"）

《115》 《1ﾟ 09'13"》

谷口　拓也

（117） （0ﾟ 15'24"）

《113》 《1ﾟ 24'37"》

平塚　美子

（156） （0ﾟ 24'40"）

《134》 《1ﾟ 49'17"》

小林　正幸

（126） （0ﾟ 15'20"）

《132》 《2ﾟ 04'37"》

伊藤　隆

（157） （0ﾟ 24'01"）

《141》 《2ﾟ 28'38"》

№169

ｾﾝﾄﾗﾙｽﾎﾟｰﾂｸﾗﾌﾞ土崎A

142位 2ﾟ 28'41" 松下　利一

（119） （0ﾟ 32'41"）

《119》 《0ﾟ 32'41"》

深瀬　真理子

（88） （0ﾟ 13'30"）

《98》 《0ﾟ 46'11"》

山中　徹

（146） （0ﾟ 22'59"）

《114》 《1ﾟ 09'10"》

加藤　誠

（143） （0ﾟ 16'39"）

《126》 《1ﾟ 25'49"》

安田　みどり

（107） （0ﾟ 21'32"）

《123》 《1ﾟ 47'21"》

佐々木　望

（147） （0ﾟ 16'57"）

《131》 《2ﾟ 04'18"》

田中　千鶴

（162） （0ﾟ 24'23"）

《142》 《2ﾟ 28'41"》

№43

山王テニスクラブ

143位 2ﾟ 28'55" 渡邉　洋平

（91） （0ﾟ 31'03"）

《91》 《0ﾟ 31'03"》

羽渕　由紀子

（142） （0ﾟ 15'36"）

《102》 《0ﾟ 46'39"》

渡部　麻実

（150） （0ﾟ 23'21"）

《122》 《1ﾟ 10'00"》

渡部　正士

（138） （0ﾟ 16'30"）

《129》 《1ﾟ 26'30"》

山内　業久

（172） （0ﾟ 26'07"）

《150》 《1ﾟ 52'37"》

天内　美希

（68） （0ﾟ 13'33"）

《139》 《2ﾟ 06'10"》

高橋　洋介

（135） （0ﾟ 22'45"）

《143》 《2ﾟ 28'55"》

№140

エコ発電ランナーズ

144位 2ﾟ 29'00" 佐々木　孝弘

（172） （0ﾟ 38'20"）

《172》 《0ﾟ 38'20"》

鎌田　三夫

（168） （0ﾟ 17'07"）

《176》 《0ﾟ 55'27"》

佐々木　留美

（170） （0ﾟ 25'03"）

《175》 《1ﾟ 20'30"》

成田　直幸

（80） （0ﾟ 14'24"）

《174》 《1ﾟ 34'54"》

児玉　直紀

（46） （0ﾟ 19'19"）

《157》 《1ﾟ 54'13"》

鈴木　律人

（108） （0ﾟ 14'43"）

《153》 《2ﾟ 08'56"》

渡邊　雅輝

（81） （0ﾟ 20'04"）

《144》 《2ﾟ 29'00"》

№24

ﾁｰﾑ　くにます

145位 2ﾟ 29'34" 兜森　輝美

（108） （0ﾟ 32'02"）

《108》 《0ﾟ 32'02"》

糸井　ミエ

（170） （0ﾟ 17'15"）

《144》 《0ﾟ 49'17"》

佐川　京子

（155） （0ﾟ 23'29"）

《156》 《1ﾟ 12'46"》

嵯峨　国雄

（137） （0ﾟ 16'23"）

《154》 《1ﾟ 29'09"》

今　義豪

（170） （0ﾟ 25'54"）

《165》 《1ﾟ 55'03"》

稲田　修

（93） （0ﾟ 14'13"）

《154》 《2ﾟ 09'16"》

武藤　敏文

（94） （0ﾟ 20'18"）

《145》 《2ﾟ 29'34"》

№21

TEAM  IKEMEN

146位 2ﾟ 29'50" 加賀　浩基

（102） （0ﾟ 31'45"）

《103》 《0ﾟ 31'45"》

清水　弦太

（117） （0ﾟ 14'52"）

《101》 《0ﾟ 46'37"》

津谷　泰輝

（120） （0ﾟ 21'37"）

《106》 《1ﾟ 08'14"》

一関　人美

（178） （0ﾟ 23'55"）

《165》 《1ﾟ 32'09"》

吉田　勝美

（119） （0ﾟ 22'22"）

《161》 《1ﾟ 54'31"》

吉田　雅幸

（110） （0ﾟ 14'51"）

《156》 《2ﾟ 09'22"》

嶺脇　隆史

（95） （0ﾟ 20'28"）

《146》 《2ﾟ 29'50"》

№151

わかみ歯科クリニック

147位 2ﾟ 30'06" 近藤　重樹

（79） （0ﾟ 30'39"）

《79》 《0ﾟ 30'39"》

加藤　金耕

（54） （0ﾟ 12'48"）

《66》 《0ﾟ 43'27"》

三浦　利通

（150） （0ﾟ 23'21"）

《99》 《1ﾟ 06'48"》

小玉　亜紀子

（156） （0ﾟ 17'19"）

《109》 《1ﾟ 24'07"》

佐藤　瑞穂

（176） （0ﾟ 26'48"）

《143》 《1ﾟ 50'55"》

栗山　保

（146） （0ﾟ 16'56"）

《146》 《2ﾟ 07'51"》

畠山　敦

（128） （0ﾟ 22'15"）

《147》 《2ﾟ 30'06"》



第４０回若美走り納め駅伝競走大会

一般

総 合 成 績 表
開催日: 平成27年11月29日

8/12 ページ
◎：大会新記録
○：大会タイ記録

《》：チーム記録
（）：個人記録

1ﾟ 39'1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78

ﾁｰﾑ　あだち

148位 2ﾟ 30'35" 佐々木　康人

（109） （0ﾟ 32'06"）

《109》 《0ﾟ 32'06"》

萩原　尚人

（164） （0ﾟ 16'59"）

《141》 《0ﾟ 49'05"》

今野　新平

（147） （0ﾟ 23'11"）

《147》 《1ﾟ 12'16"》

黒崎　亨

（141） （0ﾟ 16'37"）

《152》 《1ﾟ 28'53"》

斉藤　友秀

（155） （0ﾟ 24'34"）

《154》 《1ﾟ 53'27"》

佐藤　正康

（125） （0ﾟ 15'16"）

《152》 《2ﾟ 08'43"》

五十嵐　智寿

（123） （0ﾟ 21'52"）

《148》 《2ﾟ 30'35"》

№156

北都陸連（ヤング）

149位 2ﾟ 30'48" 藤田　学

（30） （0ﾟ 27'52"）

《30》 《0ﾟ 27'52"》

田村　高太

（178） （0ﾟ 19'26"）

《121》 《0ﾟ 47'18"》

八柳　たゆ子

（162） （0ﾟ 24'04"）

《135》 《1ﾟ 11'22"》

畑本　麻里子

（144） （0ﾟ 16'42"）

《147》 《1ﾟ 28'04"》

五十嵐　淳

（177） （0ﾟ 27'18"）

《166》 《1ﾟ 55'22"》

村田　雄樹

（122） （0ﾟ 15'10"）

《161》 《2ﾟ 10'32"》

佐藤　博咸

（92） （0ﾟ 20'16"）

《149》 《2ﾟ 30'48"》

№61

Azure

150位 2ﾟ 31'10" 高橋　拓士

（129） （0ﾟ 33'26"）

《129》 《0ﾟ 33'26"》

亰屋　裕

（121） （0ﾟ 14'56"）

《134》 《0ﾟ 48'22"》

土田　雅史

（122） （0ﾟ 21'45"）

《127》 《1ﾟ 10'07"》

斉藤　大志

（121） （0ﾟ 15'30"）

《122》 《1ﾟ 25'37"》

鈴木　優太

（121） （0ﾟ 22'31"）

《127》 《1ﾟ 48'08"》

及川　大希

（176） （0ﾟ 19'38"）

《144》 《2ﾟ 07'46"》

保坂　峰

（150） （0ﾟ 23'24"）

《150》 《2ﾟ 31'10"》

№183

Sunpay組　Runners

151位 2ﾟ 32'03" 針金　一馬

（56） （0ﾟ 28'56"）

《56》 《0ﾟ 28'56"》

石塚　和也

（144） （0ﾟ 15'51"）

《85》 《0ﾟ 44'47"》

渡辺　裕聖

（153） （0ﾟ 23'25"）

《105》 《1ﾟ 08'12"》

大塚　経太郎

（150） （0ﾟ 16'54"）

《114》 《1ﾟ 25'06"》

佐々木　正勝

（150） （0ﾟ 24'09"）

《132》 《1ﾟ 49'15"》

伊藤　翔太

（171） （0ﾟ 19'03"）

《147》 《2ﾟ 08'18"》

堀田　保

（153） （0ﾟ 23'45"）

《151》 《2ﾟ 32'03"》

№167

汗走汁会

152位 2ﾟ 32'44" 花田　勇也

（159） （0ﾟ 35'32"）

《159》 《0ﾟ 35'32"》

成田　優

（103） （0ﾟ 13'57"）

《146》 《0ﾟ 49'29"》

花田　勇人

（118） （0ﾟ 21'35"）

《132》 《1ﾟ 11'04"》

児玉　優

（116） （0ﾟ 15'21"）

《127》 《1ﾟ 26'25"》

工藤　幸紀

（179） （0ﾟ 28'04"）

《160》 《1ﾟ 54'29"》

小笠原　由香里

（85） （0ﾟ 13'58"）

《149》 《2ﾟ 08'27"》

虻川　みどり

（161） （0ﾟ 24'17"）

《152》 《2ﾟ 32'44"》

№168

大館・北部自動車学校

153位 2ﾟ 32'45" 片岡　賢志

（111） （0ﾟ 32'14"）

《111》 《0ﾟ 32'14"》

川上　英明

（177） （0ﾟ 18'56"）

《159》 《0ﾟ 51'10"》

赤坂　志朗

（109） （0ﾟ 21'11"）

《149》 《1ﾟ 12'21"》

富樫　正美

（156） （0ﾟ 17'19"）

《156》 《1ﾟ 29'40"》

細田　大誉

（125） （0ﾟ 22'49"）

《148》 《1ﾟ 52'29"》

福岡　奈都子

（169） （0ﾟ 18'57"）

《164》 《2ﾟ 11'26"》

成田　優

（114） （0ﾟ 21'19"）

《153》 《2ﾟ 32'45"》

№97

あじわい山SUN'S丁寧丁寧丁寧に

154位 2ﾟ 32'51" 齊藤　真樹子

（135） （0ﾟ 33'49"）

《135》 《0ﾟ 33'49"》

田村　晃

（139） （0ﾟ 15'26"）

《143》 《0ﾟ 49'15"》

氏神　裕一

（159） （0ﾟ 23'41"）

《157》 《1ﾟ 12'56"》

米沢　悟

（85） （0ﾟ 14'32"）

《140》 《1ﾟ 27'28"》

尾留川　善弘

（116） （0ﾟ 22'08"）

《137》 《1ﾟ 49'36"》

大張　真弓

（178） （0ﾟ 20'10"）

《158》 《2ﾟ 09'46"》

齊藤　和博

（140） （0ﾟ 23'05"）

《154》 《2ﾟ 32'51"》

№52

秋田中央RC

155位 2ﾟ 33'14" 木村　高志

（90） （0ﾟ 31'00"）

《90》 《0ﾟ 31'00"》

泉山　吉明

（122） （0ﾟ 14'57"）

《97》 《0ﾟ 45'57"》

黒沢　敏和

（172） （0ﾟ 25'32"）

《136》 《1ﾟ 11'29"》

児玉　恵里子

（161） （0ﾟ 17'30"）

《153》 《1ﾟ 28'59"》

佐藤　温美

（138） （0ﾟ 23'36"）

《149》 《1ﾟ 52'35"》

鎌田　豊子

（116） （0ﾟ 15'05"）

《142》 《2ﾟ 07'40"》

遠藤　薫

（168） （0ﾟ 25'34"）

《155》 《2ﾟ 33'14"》

№145

夜回り走遊会（駅前店）

156位 2ﾟ 33'15" 渡部　政勝

（139） （0ﾟ 34'16"）

《139》 《0ﾟ 34'16"》

冨田　宏

（113） （0ﾟ 14'34"）

《136》 《0ﾟ 48'50"》

阿部　駿介

（133） （0ﾟ 22'07"）

《131》 《1ﾟ 10'57"》

田村　碧

（175） （0ﾟ 19'38"）

《161》 《1ﾟ 30'35"》

渡部　恵

（163） （0ﾟ 25'12"）

《169》 《1ﾟ 55'47"》

藤原　潤

（42） （0ﾟ 12'41"）

《150》 《2ﾟ 08'28"》

藤原　公宏

（164） （0ﾟ 24'47"）

《156》 《2ﾟ 33'15"》

№59

諸井醸造陸上部

157位 2ﾟ 33'45" 佐々木　大輔

（178） （0ﾟ 42'48"）

《178》 《0ﾟ 42'48"》

本田　篤

（126） （0ﾟ 15'08"）

《178》 《0ﾟ 57'56"》

戸沢　直美

（164） （0ﾟ 24'07"）

《176》 《1ﾟ 22'03"》

二藤　天一

（80） （0ﾟ 14'24"）

《176》 《1ﾟ 36'27"》

徳田　新

（131） （0ﾟ 23'04"）

《174》 《1ﾟ 59'31"》

村上　直樹

（51） （0ﾟ 13'15"）

《169》 《2ﾟ 12'46"》

工藤　百代

（104） （0ﾟ 20'59"）

《157》 《2ﾟ 33'45"》

№128

西山製作所駅伝部C

158位 2ﾟ 34'15" 佐藤　達也

（160） （0ﾟ 35'37"）

《160》 《0ﾟ 35'37"》

柴田　公雄

（126） （0ﾟ 15'08"）

《154》 《0ﾟ 50'45"》

小田長　一樹

（61） （0ﾟ 19'20"）

《125》 《1ﾟ 10'05"》

皆川　直也

（75） （0ﾟ 14'22"）

《112》 《1ﾟ 24'27"》

長澤　誠

（167） （0ﾟ 25'38"）

《140》 《1ﾟ 50'05"》

古内　淳

（113） （0ﾟ 15'01"）

《136》 《2ﾟ 05'06"》

佐藤　康博

（177） （0ﾟ 29'09"）

《158》 《2ﾟ 34'15"》

№33

秋田県走友会　白組

159位 2ﾟ 34'17" 髙橋　次男

（131） （0ﾟ 33'37"）

《131》 《0ﾟ 33'37"》

桜庭　治夫

（151） （0ﾟ 16'17"）

《148》 《0ﾟ 49'54"》

今野　久夫

（136） （0ﾟ 22'30"）

《150》 《1ﾟ 12'24"》

神成　峰子

（135） （0ﾟ 16'16"）

《149》 《1ﾟ 28'40"》

進藤　正樹

（173） （0ﾟ 26'12"）

《163》 《1ﾟ 54'52"》

小野寺　貞雄

（138） （0ﾟ 16'13"）

《163》 《2ﾟ 11'05"》

川村　勇

（147） （0ﾟ 23'12"）

《159》 《2ﾟ 34'17"》

№95

team  NLT 挑（idomi）

160位 2ﾟ 34'21" 伊藤　拓海

（69） （0ﾟ 30'10"）

《69》 《0ﾟ 30'10"》

北村　知子

（162） （0ﾟ 16'52"）

《111》 《0ﾟ 47'02"》

山田　律子

（167） （0ﾟ 24'12"）

《134》 《1ﾟ 11'14"》

伊藤　有希子

（171） （0ﾟ 18'36"）

《157》 《1ﾟ 29'50"》

小坂　泰子

（109） （0ﾟ 21'48"）

《146》 《1ﾟ 51'38"》

中村　静香

（162） （0ﾟ 18'10"）

《159》 《2ﾟ 09'48"》

畑澤　由紀

（163） （0ﾟ 24'33"）

《160》 《2ﾟ 34'21"》

№155

北都陸連（シニア）

161位 2ﾟ 34'45" 堤　忠行

（164） （0ﾟ 36'30"）

《164》 《0ﾟ 36'30"》

菊地　慶通

（133） （0ﾟ 15'17"）

《165》 《0ﾟ 51'47"》

大森　浩逸

（157） （0ﾟ 23'36"）

《168》 《1ﾟ 15'23"》

保坂　一弘

（123） （0ﾟ 15'33"）

《162》 《1ﾟ 30'56"》

奥山　裕太郎

（137） （0ﾟ 23'30"）

《158》 《1ﾟ 54'26"》

畑本　伸一

（152） （0ﾟ 17'14"）

《165》 《2ﾟ 11'40"》

保坂　留美子

（140） （0ﾟ 23'05"）

《161》 《2ﾟ 34'45"》

№68

楽しく走りたい

162位 2ﾟ 34'49" 相原　慎太朗

（155） （0ﾟ 35'12"）

《155》 《0ﾟ 35'12"》

高橋　沙綾

（150） （0ﾟ 16'13"）

《162》 《0ﾟ 51'25"》

杉村　雄一郎

（128） （0ﾟ 21'58"）

《159》 《1ﾟ 13'23"》

高橋　小咲季

（170） （0ﾟ 18'25"）

《164》 《1ﾟ 31'48"》

原田　誠

（144） （0ﾟ 23'57"）

《168》 《1ﾟ 55'45"》

小西　宏明

（68） （0ﾟ 13'33"）

《155》 《2ﾟ 09'18"》

新川　晋悟

（167） （0ﾟ 25'31"）

《162》 《2ﾟ 34'49"》

№25

水産ランナーズ

163位 2ﾟ 34'55" 船木　正人

（171） （0ﾟ 38'14"）

《171》 《0ﾟ 38'14"》

佐藤　正則

（109） （0ﾟ 14'09"）

《168》 《0ﾟ 52'23"》

須田　紀夫

（160） （0ﾟ 23'51"）

《170》 《1ﾟ 16'14"》

松山　大志郎

（120） （0ﾟ 15'29"）

《163》 《1ﾟ 31'43"》

保坂　芽衣

（147） （0ﾟ 24'01"）

《167》 《1ﾟ 55'44"》

寺地　努

（135） （0ﾟ 16'00"）

《166》 《2ﾟ 11'44"》

渋谷　和治

（146） （0ﾟ 23'11"）

《163》 《2ﾟ 34'55"》

№6

SRC

164位 2ﾟ 35'39" 阿部　良之助

（130） （0ﾟ 33'27"）

《130》 《0ﾟ 33'27"》

小坂　和也

（141） （0ﾟ 15'33"）

《137》 《0ﾟ 49'00"》

渡辺　由佳

（174） （0ﾟ 26'23"）

《167》 《1ﾟ 15'23"》

小坂　唯

（173） （0ﾟ 18'49"）

《170》 《1ﾟ 34'12"》

古瀬　正文

（123） （0ﾟ 22'36"）

《172》 《1ﾟ 56'48"》

保坂　弥

（157） （0ﾟ 17'38"）

《171》 《2ﾟ 14'26"》

杉本　香菜恵

（108） （0ﾟ 21'13"）

《164》 《2ﾟ 35'39"》

№67

NSES陸上部

165位 2ﾟ 35'53" 佐々木　貴和

（173） （0ﾟ 38'26"）

《173》 《0ﾟ 38'26"》

嵯峨　秀明

（156） （0ﾟ 16'30"）

《175》 《0ﾟ 54'56"》

久保　克展

（129） （0ﾟ 22'00"）

《171》 《1ﾟ 16'56"》

小野　蔵人

（152） （0ﾟ 17'04"）

《169》 《1ﾟ 34'00"》

佐藤　充

（47） （0ﾟ 19'20"）

《153》 《1ﾟ 53'20"》

西田　孝弘

（148） （0ﾟ 16'59"）

《160》 《2ﾟ 10'19"》

峯　純平

（168） （0ﾟ 25'34"）

《165》 《2ﾟ 35'53"》

№58

進藤’ず

166位 2ﾟ 36'33" 渡邊　宏悦

（57） （0ﾟ 28'58"）

《57》 《0ﾟ 28'58"》

阿部　有沙

（175） （0ﾟ 18'50"）

《127》 《0ﾟ 47'48"》

鈴木　恵

（30） （0ﾟ 18'01"）

《87》 《1ﾟ 05'49"》

髙橋　里美

（176） （0ﾟ 19'52"）

《124》 《1ﾟ 25'41"》

小玉　豊　

（82） （0ﾟ 20'29"）

《113》 《1ﾟ 46'10"》

佐藤　拓也

（153） （0ﾟ 17'17"）

《127》 《2ﾟ 03'27"》

進藤　雅子

（179） （0ﾟ 33'06"）

《166》 《2ﾟ 36'33"》

№149

長信田の森Bﾁｰﾑ

167位 2ﾟ 36'55" 水野　淳一郎

（126） （0ﾟ 33'03"）

《126》 《0ﾟ 33'03"》

今野　剛志

（125） （0ﾟ 15'07"）

《131》 《0ﾟ 48'10"》

金平　洋介

（173） （0ﾟ 25'59"）

《161》 《1ﾟ 14'09"》

小形　友香

（169） （0ﾟ 18'23"）

《168》 《1ﾟ 32'32"》

水野　京子

（143） （0ﾟ 23'54"）

《171》 《1ﾟ 56'26"》

和田　佳穂

（160） （0ﾟ 17'42"）

《170》 《2ﾟ 14'08"》

小野　雄太

（136） （0ﾟ 22'47"）

《167》 《2ﾟ 36'55"》

№105

JRATF

168位 2ﾟ 37'12" 五十嵐　勘樹

（170） （0ﾟ 38'08"）

《170》 《0ﾟ 38'08"》

清藤　めぐみ

（174） （0ﾟ 17'54"）

《177》 《0ﾟ 56'02"》

赤川　俊宏

（113） （0ﾟ 21'16"）

《172》 《1ﾟ 17'18"》

鈴木　光洋

（49） （0ﾟ 13'16"）

《160》 《1ﾟ 30'34"》

工藤　孝史

（166） （0ﾟ 25'36"）

《170》 《1ﾟ 56'10"》

功刀　麻子

（166） （0ﾟ 18'52"）

《172》 《2ﾟ 15'02"》

大島　克彦

（127） （0ﾟ 22'10"）

《168》 《2ﾟ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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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3'19"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8"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3"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1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12"

～

№98

鵜合の衆

169位 2ﾟ 37'16" 岩谷　澄人

（121） （0ﾟ 32'45"）

《121》 《0ﾟ 32'45"》

小山　準樹

（99） （0ﾟ 13'55"）

《103》 《0ﾟ 46'40"》

松岡　修

（152） （0ﾟ 23'24"）

《124》 《1ﾟ 10'04"》

佐藤　孝一

（179） （0ﾟ 24'37"）

《172》 《1ﾟ 34'41"》

木村　暁則

（67） （0ﾟ 20'07"）

《162》 《1ﾟ 54'48"》

五十嵐　博希

（74） （0ﾟ 13'43"）

《151》 《2ﾟ 08'31"》

小野　聡美

（176） （0ﾟ 28'45"）

《169》 《2ﾟ 37'16"》

№170

ｾﾝﾄﾗﾙｽﾎﾟｰﾂｸﾗﾌﾞ土崎B

170位 2ﾟ 37'39" 西村　洋介

（104） （0ﾟ 31'47"）

《104》 《0ﾟ 31'47"》

大島　正吾

（131） （0ﾟ 15'14"）

《110》 《0ﾟ 47'01"》

高橋　明彦

（166） （0ﾟ 24'10"）

《133》 《1ﾟ 11'11"》

泉　由美

（139） （0ﾟ 16'31"）

《142》 《1ﾟ 27'42"》

武田　恒悦

（164） （0ﾟ 25'16"）

《152》 《1ﾟ 52'58"》

佐藤　良子

（158） （0ﾟ 17'39"）

《162》 《2ﾟ 10'37"》

三浦　浩志

（171） （0ﾟ 27'02"）

《170》 《2ﾟ 37'39"》

№36

ﾁｰﾑ　靖弘

171位 2ﾟ 39'05" 伊藤　忍

（136） （0ﾟ 34'02"）

《136》 《0ﾟ 34'02"》

出雲　明子

（176） （0ﾟ 18'52"）

《172》 《0ﾟ 52'54"》

出雲　和樹

（121） （0ﾟ 21'42"）

《163》 《1ﾟ 14'36"》

後藤　和也

（162） （0ﾟ 17'35"）

《166》 《1ﾟ 32'11"》

京極　雄一

（127） （0ﾟ 22'50"）

《164》 《1ﾟ 55'01"》

富樫　潤

（177） （0ﾟ 20'02"）

《173》 《2ﾟ 15'03"》

嵯峨　一志

（158） （0ﾟ 24'02"）

《171》 《2ﾟ 39'05"》

№131

ｲｲ汗かいて、楽しく飲もう！

172位 2ﾟ 39'45" 斎藤　廣俊

（165） （0ﾟ 36'34"）

《165》 《0ﾟ 36'34"》

嶋宮　遼平

（128） （0ﾟ 15'10"）

《164》 《0ﾟ 51'44"》

上村　憲生

（102） （0ﾟ 21'01"）

《155》 《1ﾟ 12'45"》

山平　路春

（129） （0ﾟ 15'58"）

《150》 《1ﾟ 28'43"》

今野　武俊

（159） （0ﾟ 25'04"）

《155》 《1ﾟ 53'47"》

渡辺　泉

（165） （0ﾟ 18'35"）

《167》 《2ﾟ 12'22"》

高橋　さとみ

（173） （0ﾟ 27'23"）

《172》 《2ﾟ 39'45"》

№5

AKB.F

173位 2ﾟ 41'12" 川村　利光

（137） （0ﾟ 34'13"）

《138》 《0ﾟ 34'13"》

斉藤　淳紀

（164） （0ﾟ 16'59"）

《161》 《0ﾟ 51'12"》

斉藤　駿吾

（175） （0ﾟ 26'56"）

《173》 《1ﾟ 18'08"》

秋葉　洋之

（146） （0ﾟ 16'44"）

《173》 《1ﾟ 34'52"》

渡辺　孝弘

（135） （0ﾟ 23'19"）

《173》 《1ﾟ 58'11"》

千浦　直美

（170） （0ﾟ 19'02"）

《174》 《2ﾟ 17'13"》

斉藤　雄飛

（156） （0ﾟ 23'59"）

《173》 《2ﾟ 41'12"》

№74

能代UMCC

174位 2ﾟ 42'06" 塚本　康次

（158） （0ﾟ 35'27"）

《158》 《0ﾟ 35'27"》

伊藤　靖彦

（133） （0ﾟ 15'17"）

《153》 《0ﾟ 50'44"》

袴田　恒雄

（169） （0ﾟ 24'29"）

《166》 《1ﾟ 15'13"》

佐々木　昭悦

（94） （0ﾟ 14'47"）

《159》 《1ﾟ 30'00"》

藤井　清和

（145） （0ﾟ 23'58"）

《156》 《1ﾟ 53'58"》

若狭　千登栄

（179） （0ﾟ 23'18"）

《175》 《2ﾟ 17'16"》

岸部　信雄

（165） （0ﾟ 24'50"）

《174》 《2ﾟ 42'06"》

№154

労災ハッスルズ

175位 2ﾟ 42'17" 湯瀬　幸訓

（176） （0ﾟ 39'08"）

《176》 《0ﾟ 39'08"》

三浦　良幸

（82） （0ﾟ 13'21"）

《169》 《0ﾟ 52'29"》

奈良　奈津美

（178） （0ﾟ 29'42"）

《177》 《1ﾟ 22'11"》

田中　浩之

（73） （0ﾟ 14'17"）

《177》 《1ﾟ 36'28"》

羽沢　晶子

（178） （0ﾟ 27'26"）

《177》 《2ﾟ 03'54"》

大島　康浩

（114） （0ﾟ 15'04"）

《176》 《2ﾟ 18'58"》

畠山　智子

（148） （0ﾟ 23'19"）

《175》 《2ﾟ 42'17"》

№153

動楽らんなあず「煩悩のﾗﾝﾅｰ」

176位 2ﾟ 42'41" 熊沢　誠智

（157） （0ﾟ 35'24"）

《157》 《0ﾟ 35'24"》

石岡　美咲

（172） （0ﾟ 17'27"）

《171》 《0ﾟ 52'51"》

松岡　卓美

（148） （0ﾟ 23'15"）

《169》 《1ﾟ 16'06"》

大谷　里香

（166） （0ﾟ 18'19"）

《171》 《1ﾟ 34'25"》

松岡　るみ子

（175） （0ﾟ 26'39"）

《176》 《2ﾟ 01'04"》

佐々木　美香子

（164） （0ﾟ 18'32"）

《177》 《2ﾟ 19'36"》

塚本　康弘

（140） （0ﾟ 23'05"）

《176》 《2ﾟ 42'41"》

№129

ｴﾛﾏｯｻｰｼﾞ師と被害者の会

177位 2ﾟ 45'21" 工藤　芳智

（97） （0ﾟ 31'27"）

《97》 《0ﾟ 31'27"》

相馬　美佐男

（143） （0ﾟ 15'46"）

《116》 《0ﾟ 47'13"》

工藤　政志

（177） （0ﾟ 27'50"）

《165》 《1ﾟ 15'03"》

三上　雅之

（177） （0ﾟ 20'13"）

《175》 《1ﾟ 35'16"》

田沢　定信

（158） （0ﾟ 24'56"）

《175》 《2ﾟ 00'12"》

猪股　哲也

（33） （0ﾟ 12'23"）

《168》 《2ﾟ 12'35"》

豊巻　賢治

（178） （0ﾟ 32'46"）

《177》 《2ﾟ 45'21"》

№166

五城目町役場競走部ﾁｰﾑKIKU

178位 2ﾟ 49'03" 斉藤　喜久也

（174） （0ﾟ 38'36"）

《174》 《0ﾟ 38'36"》

小松　正孝

（152） （0ﾟ 16'18"）

《174》 《0ﾟ 54'54"》

椎名　優太

（179） （0ﾟ 30'53"）

《178》 《1ﾟ 25'47"》

東海林　博文

（151） （0ﾟ 17'01"）

《178》 《1ﾟ 42'48"》

石井　正

（171） （0ﾟ 26'02"）

《178》 《2ﾟ 08'50"》

笹川　久美

（173） （0ﾟ 19'30"）

《178》 《2ﾟ 28'20"》

小林　忠和

（101） （0ﾟ 20'43"）

《178》 《2ﾟ 49'03"》

№101

石鳥谷・黒沢

途中棄権

大黒　祐樹

（179） （0ﾟ 52'01"）

佐藤　操

（0ﾟ 00'01"）

木村　広幸

（168） （0ﾟ 24'16"）

阿部　喜明

（91） （0ﾟ 14'36"）

藤原　巧

（174） （0ﾟ 26'17"）

阿部　和士

（51） （0ﾟ 13'15"）

戸舘　大介

（132） （0ﾟ 22'31"）

№29

秋田県走友会（C)あゝ男鹿半島

棄権

高橋　伸 高橋　定男 白石　匠 柴田　正 木島　秀智 木島　麻衣子 松井　優一

№56

荒町走友会

棄権

山崎　憲 鷹嘴　薫 佐藤　聡智 雲然　晃 佐々木　剛 斉藤　英人 荒田　直樹

№75

ヤルデネッガーズ

棄権

鈴木　卓也 柴田　廣英 山郷　裕央 小野　聡美 菅原　貴文 佐々木　恵理子 原田　なつみ

№84

谷藤板金（株）

棄権

佐々木　雄太郎 高堰　隼人 三沢　純也 菅原　徹 佐藤　博満 谷藤　克明 赤倉　和樹

№120

岩手大学　走友会

棄権

難波　海 山田　崇寛 箕浦　歩夢 正路　諭志 相馬　晃平 佐々木　達也 田中　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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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ﾟ 37'50"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4'03"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2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50"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43"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20"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9'30"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4'07"

～

№202

秋田北鷹高校

1位 1ﾟ 48'42" 畠山　航洋

（5） （0ﾟ 27'14"）

《5》 《0ﾟ 27'14"》

三澤　和季

（4） （0ﾟ 11'07"）

《5》 《0ﾟ 38'21"》

阿部　翔也

（1） （0ﾟ 15'55"）

《4》 《0ﾟ 54'16"》

阿部　寛雅

（1） （0ﾟ 10'23"）

《2》 《1ﾟ 04'39"》

津谷　幸希

（2） （0ﾟ 16'12"）

《1》 《1ﾟ 20'51"》

安藤　誠二

（3） （0ﾟ 11'21"）

《2》 《1ﾟ 32'12"》

佐藤　智一

（4） （0ﾟ 16'30"）

《1》 《1ﾟ 48'42"》

№204

明桜高等学校

2位 1ﾟ 48'54" 小笠原　創大

（4） （0ﾟ 26'37"）

《4》 《0ﾟ 26'37"》

高橋　祐貴

（3） （0ﾟ 10'35"）

《4》 《0ﾟ 37'12"》

田中　耕心

（3） （0ﾟ 16'09"）

《3》 《0ﾟ 53'21"》

鎌田　剛

（4） （0ﾟ 11'29"）

《4》 《1ﾟ 04'50"》

深澤　陸

（1） （0ﾟ 16'07"）

《2》 《1ﾟ 20'57"》

山田　凛汰

（2） （0ﾟ 11'03"）

《1》 《1ﾟ 32'00"》

三浦　和輝

（5） （0ﾟ 16'54"）

《2》 《1ﾟ 48'54"》

№203

金足農業高等学校

3位 1ﾟ 49'06" 吉田　駿

（2） （0ﾟ 26'15"）

《2》 《0ﾟ 26'15"》

茂木　祐太

（1） （0ﾟ 09'44"）

《1》 《0ﾟ 35'59"》

小熊　健斗

（4） （0ﾟ 17'20"）

《2》 《0ﾟ 53'19"》

佐藤　雄大

（2） （0ﾟ 10'34"）

《1》 《1ﾟ 03'53"》

森沢　勇紀

（5） （0ﾟ 18'27"）

《4》 《1ﾟ 22'20"》

大島　脩

（1） （0ﾟ 10'24"）

《3》 《1ﾟ 32'44"》

小玉　康平

（3） （0ﾟ 16'22"）

《3》 《1ﾟ 49'06"》

№200

秋田中央　A

4位 1ﾟ 49'45" 新号　健志

（1） （0ﾟ 24'02"） ◎

《1》 《0ﾟ 24'02"》

髙橋　克巳

（5） （0ﾟ 12'40"）

《2》 《0ﾟ 36'42"》

笹村　雄斗

（2） （0ﾟ 15'57"）

《1》 《0ﾟ 52'39"》

遠藤　優梨

（5） （0ﾟ 12'01"）

《3》 《1ﾟ 04'40"》

金田　祐巳也

（4） （0ﾟ 17'10"）

《3》 《1ﾟ 21'50"》

三浦　佳乃

（4） （0ﾟ 11'54"）

《4》 《1ﾟ 33'44"》

石田　和也

（2） （0ﾟ 16'01"）

《4》 《1ﾟ 49'45"》

№201

秋田中央　B

5位 1ﾟ 51'57" 杉本　日向

（3） （0ﾟ 26'22"）

《3》 《0ﾟ 26'22"》

髙橋　望

（2） （0ﾟ 10'27"）

《3》 《0ﾟ 36'49"》

栗山　稜平

（5） （0ﾟ 18'42"）

《5》 《0ﾟ 55'31"》

加藤　海音

（3） （0ﾟ 11'27"）

《5》 《1ﾟ 06'58"》

渡邊　恭介

（3） （0ﾟ 16'53"）

《5》 《1ﾟ 23'51"》

下斗米　陽和

（5） （0ﾟ 12'07"）

《5》 《1ﾟ 35'58"》

柴田　誠

（1） （0ﾟ 15'59"）

《5》 《1ﾟ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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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チーム記録
（）：個人記録

1ﾟ 51'06"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5'41"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0'02"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6'20"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0'43"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6'29"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1'16"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6'26"

～

№300

神代中学校　A

1位 2ﾟ 00'01" 佐々木　剛

（1） （0ﾟ 29'13"）

《1》 《0ﾟ 29'13"》

小林　柊哉

（2） （0ﾟ 12'03"）

《2》 《0ﾟ 41'16"》

藤本　涼雅

（1） （0ﾟ 17'30"）

《1》 《0ﾟ 58'46"》

平岡　恵太

（1） （0ﾟ 12'14"）

《1》 《1ﾟ 11'00"》

樋口　優輝

（1） （0ﾟ 17'26"）

《1》 《1ﾟ 28'26"》

藤村　大睦

（1） （0ﾟ 12'29"）

《1》 《1ﾟ 40'55"》

高田　京志郎

（3） （0ﾟ 19'06"）

《1》 《2ﾟ 00'01"》

№303

能代市立二ツ井中学校

2位 2ﾟ 07'12" 吉田　一生

（2） （0ﾟ 29'17"）

《2》 《0ﾟ 29'17"》

佐々木　友也

（1） （0ﾟ 11'19"）

《1》 《0ﾟ 40'36"》

佐藤　遥人

（3） （0ﾟ 20'18"）

《2》 《1ﾟ 00'54"》

越前谷　有彩

（2） （0ﾟ 13'19"）

《2》 《1ﾟ 14'13"》

武田　芽衣

（3） （0ﾟ 20'54"）

《2》 《1ﾟ 35'07"》

畠山　晴妃

（3） （0ﾟ 14'19"）

《2》 《1ﾟ 49'26"》

平泉　楓喜

（1） （0ﾟ 17'46"）

《2》 《2ﾟ 07'12"》

№302

大館市立比内中学校

3位 2ﾟ 11'13" 佐藤　蒼真

（3） （0ﾟ 29'32"）

《3》 《0ﾟ 29'32"》

佐藤　葵

（4） （0ﾟ 15'19"）

《4》 《0ﾟ 44'51"》

小棚木　凛太朗

（2） （0ﾟ 18'29"）

《3》 《1ﾟ 03'20"》

菅原　理子

（4） （0ﾟ 15'12"）

《3》 《1ﾟ 18'32"》

小棚木　航太

（2） （0ﾟ 19'07"）

《3》 《1ﾟ 37'39"》

畠山　梨那

（4） （0ﾟ 14'48"）

《3》 《1ﾟ 52'27"》

石垣　直人

（2） （0ﾟ 18'46"）

《3》 《2ﾟ 11'13"》

№301

神代中学校　B

4位 2ﾟ 16'06" 石川　大雅

（4） （0ﾟ 30'33"）

《4》 《0ﾟ 30'33"》

辻　楓汰

（3） （0ﾟ 13'40"）

《3》 《0ﾟ 44'13"》

藤井　優矢

（4） （0ﾟ 21'09"）

《4》 《1ﾟ 05'22"》

佐々木　駿也

（3） （0ﾟ 13'40"）

《4》 《1ﾟ 19'02"》

三浦　優音

（4） （0ﾟ 21'24"）

《4》 《1ﾟ 40'26"》

藤井　元輝

（2） （0ﾟ 14'01"）

《4》 《1ﾟ 54'27"》

會場　達希

（4） （0ﾟ 21'39"）

《4》 《2ﾟ 16'06"》

№304

田代中学校

棄権

田村　耀大 田村　零士 大川　翔 浅村　岳斗 佐藤　愛奈 髙橋　心優 鳥潟　龍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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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ﾟ 04'02"大会記録

32.3㎞

1区

トレセン（五明光回）

トレセン

8㎞ 0ﾟ 26'48"

～

2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1'40"

～

3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7'14"

～

4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1'55"

～

5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8'00"

～

6区

トレセン（漁港回）

トレセン

3.1㎞ 0ﾟ 11'49"

～

7区

トレセン（玉ノ池回）

トレセン

5㎞ 0ﾟ 17'38"

～

№403

大館Jrアスリート

1位 2ﾟ 06'50" 橋本　美加

（2） （0ﾟ 28'54"）

《2》 《0ﾟ 28'54"》

齋藤　舞子

（3） （0ﾟ 13'42"）

《2》 《0ﾟ 42'36"》

渡辺　望美

（2） （0ﾟ 18'43"）

《3》 《1ﾟ 01'19"》

石垣　真子

（1） （0ﾟ 12'21"）

《1》 《1ﾟ 13'40"》

濱松　咲楽

（1） （0ﾟ 20'02"）

《1》 《1ﾟ 33'42"》

片岡　春薫

（1） （0ﾟ 13'26"）

《1》 《1ﾟ 47'08"》

武田　桜

（3） （0ﾟ 19'42"）

《1》 《2ﾟ 06'50"》

№406

明桜高等学校

2位 2ﾟ 07'45" 三浦　舞

（3） （0ﾟ 30'04"）

《3》 《0ﾟ 30'04"》

船越　若葉

（2） （0ﾟ 13'03"）

《3》 《0ﾟ 43'07"》

三浦　佳奈

（1） （0ﾟ 18'09"）

《2》 《1ﾟ 01'16"》

船越　青葉

（2） （0ﾟ 12'27"）

《2》 《1ﾟ 13'43"》

工藤　紗雪

（2） （0ﾟ 20'41"）

《2》 《1ﾟ 34'24"》

伊藤　詩音

（4） （0ﾟ 14'24"）

《2》 《1ﾟ 48'48"》

佐藤　未歩

（1） （0ﾟ 18'57"）

《2》 《2ﾟ 07'45"》

№407

レリゴー能代

3位 2ﾟ 12'16" 鈴木　絵里

（1） （0ﾟ 27'29"）

《1》 《0ﾟ 27'29"》

大村　優奈

（1） （0ﾟ 11'54"）

《1》 《0ﾟ 39'23"》

伊藤　咲良

（3） （0ﾟ 21'05"）

《1》 《1ﾟ 00'28"》

小林　愛佳

（3） （0ﾟ 13'19"）

《3》 《1ﾟ 13'47"》

櫻井　睦子

（8） （0ﾟ 24'52"）

《3》 《1ﾟ 38'39"》

加賀谷　さくら

（3） （0ﾟ 13'58"）

《3》 《1ﾟ 52'37"》

加藤　咲子

（2） （0ﾟ 19'39"）

《3》 《2ﾟ 12'16"》

№405

え！！　あｼﾛｰﾄ？

4位 2ﾟ 18'18" 加賀谷　優

（4） （0ﾟ 33'25"）

《4》 《0ﾟ 33'25"》

市川　佳愛

（4） （0ﾟ 14'01"）

《4》 《0ﾟ 47'26"》

塚本　香織

（4） （0ﾟ 21'22"）

《4》 《1ﾟ 08'48"》

鎌田　恵理子

（6） （0ﾟ 15'02"）

《4》 《1ﾟ 23'50"》

長岡　智子

（3） （0ﾟ 20'43"）

《4》 《1ﾟ 44'33"》

堀井　美香

（2） （0ﾟ 13'37"）

《4》 《1ﾟ 58'10"》

堀内　曜子

（4） （0ﾟ 20'08"）

《4》 《2ﾟ 18'18"》

№404

あ！ｼﾛｰﾄ秋田　つめ★きれーず

5位 2ﾟ 25'54" 小笠原　信子

（6） （0ﾟ 34'56"）

《6》 《0ﾟ 34'56"》

北林　薫

（7） （0ﾟ 16'08"）

《7》 《0ﾟ 51'04"》

三浦　ゆう子

（5） （0ﾟ 22'01"）

《5》 《1ﾟ 13'05"》

佐々木　千秋

（4） （0ﾟ 13'35"）

《5》 《1ﾟ 26'40"》

猿田　和恵

（4） （0ﾟ 22'25"）

《5》 《1ﾟ 49'05"》

後藤　望

（5） （0ﾟ 15'15"）

《5》 《2ﾟ 04'20"》

杉渕　幹子

（6） （0ﾟ 21'34"）

《5》 《2ﾟ 25'54"》

№408

一っ森SMCレディース

6位 2ﾟ 31'40" 柴田　雪子

（7） （0ﾟ 35'46"）

《7》 《0ﾟ 35'46"》

青山　恵美子

（8） （0ﾟ 17'00"）

《8》 《0ﾟ 52'46"》

長澤　順子

（7） （0ﾟ 22'50"）

《8》 《1ﾟ 15'36"》

岩淵　千沙

（5） （0ﾟ 14'16"）

《7》 《1ﾟ 29'52"》

仙道　英千子

（6） （0ﾟ 24'25"）

《6》 《1ﾟ 54'17"》

羽渕　由紀子

（6） （0ﾟ 15'48"）

《6》 《2ﾟ 10'05"》

榊原　利江

（7） （0ﾟ 21'35"）

《6》 《2ﾟ 31'40"》

№402

比内アスリートMaMa's

7位 2ﾟ 33'49" 畠山　翠葉

（8） （0ﾟ 36'19"）

《8》 《0ﾟ 36'19"》

大黒　真由美

（5） （0ﾟ 14'41"）

《6》 《0ﾟ 51'00"》

渡辺　由紀子

（6） （0ﾟ 22'20"）

《6》 《1ﾟ 13'20"》

渡辺　歩美

（8） （0ﾟ 17'37"）

《8》 《1ﾟ 30'57"》

菅原　京子

（7） （0ﾟ 24'41"）

《7》 《1ﾟ 55'38"》

泉　久美子

（7） （0ﾟ 17'29"）

《7》 《2ﾟ 13'07"》

桜田　亜由美

（5） （0ﾟ 20'42"）

《7》 《2ﾟ 33'49"》

№401

秋田県走友会レディース

8位 2ﾟ 44'42" 大越　麻子

（5） （0ﾟ 34'44"）

《5》 《0ﾟ 34'44"》

秋本　のそみ

（6） （0ﾟ 15'19"）

《5》 《0ﾟ 50'03"》

斉藤　千賀子

（8） （0ﾟ 23'26"）

《7》 《1ﾟ 13'29"》

堀　叶佳

（7） （0ﾟ 15'48"）

《6》 《1ﾟ 29'17"》

佐藤　美咲

（9） （0ﾟ 28'05"）

《8》 《1ﾟ 57'22"》

宇佐美　いつき

（9） （0ﾟ 18'05"）

《8》 《2ﾟ 15'27"》

小野　真美

（9） （0ﾟ 29'15"）

《8》 《2ﾟ 44'42"》

№400

Ｒｕｎ！Ｒｕｎ！ベアーズ

9位 2ﾟ 54'06" 伊藤　真奈美

（9） （0ﾟ 42'43"）

《9》 《0ﾟ 42'43"》

石川　宏美

（9） （0ﾟ 20'47"）

《9》 《1ﾟ 03'30"》

渡会　恭子

（9） （0ﾟ 27'16"）

《9》 《1ﾟ 30'46"》

福原　千晶

（9） （0ﾟ 18'19"）

《9》 《1ﾟ 49'05"》

藤原　美樹

（5） （0ﾟ 24'23"）

《9》 《2ﾟ 13'28"》

阿部　由香里

（8） （0ﾟ 17'53"）

《9》 《2ﾟ 31'21"》

児玉　智子

（8） （0ﾟ 22'45"）

《9》 《2ﾟ 5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