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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 �わ汀 �氏　名 �断　■ �1回目 �2回日 �3回日 �3回まで の1蔦 �咽以l■ の賞技t �4回日 �5回自 �6回日 �記録 �■ 

1 �2270 �丸山　輪業　（2） �邑久中 �　h 十●・－ �　m ●●－ �■ 十■■． �■ 十●－． � �　m ＋，一・ �　n ■●・－ �　冊 ◆●－ �　m 十●－ � 

377 �加暮　立花　（2） �山南中 �　h ◆●・－ �　h ◆■－ �　b ◆●－ �　鴨 ◆●一 � �m ◆●－． �　h＿ ◆●一 �　M ◆●一・ �　M ◆●一 � 

3 �1871 �i■　はな　（2） �■山人■●●● �　h ◆■－ �　h ◆■■－ �　■ 十・一 �　n 十・一 � �　h ◆■－ �　b ＋●一一 �　け 十・一 �　n ◆●一・ � 

4 � �川野　■暮　（3） �邑久中 �　b 十●－ �　m ◆■－ �　仇 ◆●・－ �鴨 十●－． � �　m ◆●－ �　■ ＋■●． �　m ◆一■ �　m 十・一 � 

5 �076 �本　陣■　（ユ） �丼山東中 �　何 十●－ �h ◆●－． �　舶 十●－ �　わ ＋●－ � �　m 十■－ �　n 十●－ �　糟 ■●－ �　m 十●－ � 

6 �172 �小嶋　生臭　く3） �総社西中 �　m 十●－ �　m ◆■一 �　椚 ◆●・－ �　¶ ◆●・－ � �　h ◆●－ �　れ ◆■・－ �　■ ■■・－ �　m ◆■－ � 

7 �Hl �●壊　ゆめり（a） �繍南中 �　■ ◆●－ �　h ◆●－ �　巾 ◆●■ �　■ ◆●■ � �　M 十●一 �　■ ◆●・－ �　¶ ■●■ �　h ■・●－ � 

謝 �三谷　葉書　（3） �上道中 �　鴫 ＋●■ �　M ◆■－ �　■ ◆■■ �　椚 ◆●－ � �　FI ■●■ �　■ ◆■■ �　積 ◆●－ �　■ ◆●・． � 

書 �柑柑 �河内　琳書　（3） �音義中 �　■ 4日＝■ �　椚 ◆●－ �　b ＋●－ �　b ＋●－ � �　m 十■・－ �　闘 ◆●－ �　■ ●■一・ �　n ＋●－ � 

1 �1018 �大円　鐘♯　く2） �中道中 �　■ ＋●－ �　m ◆●－ �　m ＋●■ �　b ＋■－ � �　n ■■一 �　■ ＋●－ �　■ ＋■－ �　何 十●－ � 

1I �1710 �事野　書手　（3） �中山中 �　m ◆‥－ �だl ◆■－． �　■ ◆・・■ �　巾 ◆●一 � �　m 十・一 �　蘭 ■・一 �　m ◆●－ �　m ◆■－ � 

1 �川7 �田中　　蔓　（3） �繰禽中 �　■ ◆●一 �　巾 ◆●－ �　巾 ■・●－ �　b ◆●・－ � �　b ■■－ �　h ＋■－ �　■ ◆●－ �　Fl ◆●－ � 

」 �3㈲ �光本　朱書　（3） �山南中 �　膚 ◆■一・ �n ◆・－． �　b 十・一 �　い ◆■－ � �　m ◆●・－ �劇 十■－， �　■ ◆■－． �　椚 十・・一 � 

川 �173 �安田　集塵　（2） �総社西中 �　m ◆●－ �　b ◆●－ �h ＋■一． �　b ◆■－ � �b ◆▼－． �　b ◆●－ �九 十■－． �　h 十●●■ � 

16 �3‘06 �曲禾　生血　くわ �倉敷TFC �　檜 ◆■一 �　m ◆●－ �　■ ◆●－ �　h ◆●－． � �　n ＋◆－ �　M ◆●－ �　h 十・一 �　m ＋●－． � 

16 �0720 �永井　綿　（2） �耶ng－16 �　m ◆■■ �　m ◆●－ �　b 十●－ �　h 十・一 � �　h 十●－ �　n 十●－ �　■ 十・一 �　巾 ＋■－ � 

17 �854 �五首■なごみ（3） �纂集中 �　h ＋●■ �　何 十●－ �　■ 十●一 �　愴 ＋●● � �　h ＋●一・ �　■ ◆●－ �　巾 ◆●－ �　n 十●■ � 

1 �7 �安柵　書鎗　（2） �円山中央中 �　鴫 ◆●－ �　M ◆■－ �　■ ＋■－ �　書l ＋■－ � �　M 十■－ �　■ ◆●一 �　鴫 ◆●－ �　n ◆■・－ � 

l �鵬3 �i靡　官▲　（1） �土光攣■中 �　血 ◆■■ �　h ◆■t－ �　椚 ■■－ �　巾 ◆●・－ � �　m ◆●一 �　愴 ＋●－ �　け ◆■－ �　b ◆■－ � 

2 �1286 �大月　とわ　（3） �絶景中 �　け ＋●一 �　H ＋●一 �　可 ◆■－ �　椚 ■●・－ � �　m 十日－ �　h ＋●■・ �　h ■■－ �　椚 ◆●－ � 

21 �1125 �靡事　荊★　（3） �勝央中 �　隋 ＋●－ �　h ◆・－ �　椚 ◆●－ �　b ■●一 � �　h 十●－ �　劇 ＋●－ �　■ ◆■一． �　h ◆■－ � 

名紆βピット
試 l■ �カの● �氏　名 �断　轟 �l図日 �2匡18 �3回自 �3回雷で の■纂 �咽以I■ の♯技■ �4回日 �5回日 �6回自 �記録 �■ 

l �鵜8 �池上　手書　は） �総社真申 �　■ ◆‥● �h ◆●●． �　b ◆・－ �　■ ◆●■ � �　m ◆▲－ �　れ 十・一 �　■ ◆●・－ �【l ◆●一・ � 

2 �510 �臼中　書羽　（3） �書■縞甘中 �　愴 ◆●■ �何 十■一 �　b 十●■ �　b ◆●－ � �　h ◆●● �　■ 十●－ �　h ◆●－ �　h 十●－ � 

柑5 �■欄Il覿江　（3） �事野中 �　h ◆●一 �　h ◆■－ �　か 十■－ �　b 十・一 � �　m 十●一 �　h ◆●－ �　n 十・一 �　何 十■－ � 

4 �郎7 �■円　繭量　は） �総社集中 �　■ 十●－ �　m ◆●－ �　■ 十■－ �　b ◆●■ � �　M ◆●－ �　劇 十■－ �　■ ◆●－ �　m 十●－ � 

110 �光R　鶴稟　（2） �濃山真申 �　血 ◆●■ �　M ◆■■ �　椚 ◆●－ �　n 十●－ � �　巾 ◆●－ �　■I ＋●－ �l■ ◆■一 �　tl ＋■－ � 

896 �杉山　ちづる（1） �津山西中 �　■ ◆●■ �　m ●■■ �　■ ◆●－ �　鴫 ◆い■ � �　m ◆■● �　巾 ◆■■ �　什 ＋■■ �　什 ◆■・■ � 

7 �1513 �片山　ありき　任） �義野中 �　¶ ＋■－ �　竹 ◆一一 �　■ ◆●－ �　断 ＋●－ � �　M ■●－ �　■ ■■－ �　¶ ■●－ �　円 ＋●一 � 

l �83＄ �専烏　賊　（2） �里庄中 �　什 ＋●－ �　M ◆■－ �　山 ■●－ �　b ＋■－ � �　h ◆■－ �　Tl ＋●¶■ �l■ ◆・－ �　m ◆●－ � 

○ �1約1 �1明　庇珠　（3） �荘内申 �　帽 ◆●－ �　n ◆●－ �b ◆■－． �　■ ◆●－ � �　巾 ◆●－ �　h ■●－ �■ ◆■■． �　巾 ◆●－ � 

1 �1287 �tJ　集■書　く3） �旭真申 �　h ◆・－ �　れ ■●－ �　h ◆・－ �　h ＋■一． � �　b ＋・－ �　h ＋・－ �憮■ ◆●一． �　h 十・一 � 

11 �520 �■康　花義子（2） �書儀中 �1 ◆・－ �　m ◆■－． �　■ ◆●－ �　■ 十・一 � �　n ◆■－． �　h ◆●－ �　覆 ◆●－， �　m ■●一 � 

12 �1餉2 �鵡　　生月　（1） �■山大暮●中■ �　m ◆●－ �　由 ◆●－ �　n 十日－ �　■ ◆■一・ � �　m 十■－ �　れ ＋■■ �　几 ◆●－ �　m 十●－ � 

1 �745 �大戸　農月　（幻 �庄中 �　n ◆■－ �ln 十■－ �　■ ◆●－ �　れ ◆■－ � �　n ◆■－ �　鴨 十・一 �　■ ◆●－ �　n 十●－ � 

14 �川8 �松本　佳1　（2） �味野中 �　m ◆■・－ �　M ◆●－ �　b 十・一 �　b ◆●一 � �Ih 十■－ �　b ◆●－ �　■ ◆●■ �　M ◆●－ � 

15 �1011 �松本　沙轟　け） �義山中 �　糟 ◆■■ �　鵬 ◆■■ �　m ◆■・■ �　れ ＋■● � �　m 十・一 �　■ 十・一 �1 ◆●・－ �　椚 ◆●■ � 

1 �0555 �1爛　千書　く1） �さくら彙■ �　h ＋●一・ �　h ◆■■ �　■ ◆■■ �　h ◆●■ � �　b ◆●－ �　b ◆●－ �　h ◆●－ �　m ・ト●－ � 

1 �733 �石川　乃彰　（2） �i昭一l¢ �　Ⅷ ◆■－ �lJ ■●・－ �　■ ■●－ �　m ◆●一 � �　欝l 4・■－ �　巾 ■●－ �　■ ■●－ �　円 十・一 � 

18 �柑3 �土員　抽鶉　は） �荘内申 �　¶ ◆●－ �　M ◆●－ �　■ ＋●－ �　b ◆●・． � �　内 ＋■－ �　■ ■●－ �　什 ■●－ �　M ＋■－ � 

1 �相場 �三村　身心■（1） �邁島闊中 �　血 ◆●一 �　■ ●●－ �　■ ■←－ �　b ◆●－ � �　巾 ◆■－ �　h ＋●－ �　■ ◆●－ �　巾 ＋・－ � 

‾2 �1別l �音8　心人　（2） �桜が丘中 �　廿 ＋■－ �　M ◆●－ �　■ ＋●一 �　椚 ＋■－ � �　M ◆●一・ �　椚 ◆●－ �　柵 ◆■－ �　椚 ＋・－ � 

21 �3川 �1■　峡暴　投） �曇船中 �　d ■●・－ �m ◆■一・． �　b ◆■－ �　b ◆・－ � �山 ◆■－， �　山 ◆■－ �　b ◆・－ �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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