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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0．16　岡山県中学校秋季大会

淵βピット
駄 ■ �すが �氏　名 �斬　1 �l同日 �2固日 �3回日 �3回まで の1纂 �l四以l■ のす撞■ �4回8 �5回日 �8回日 �紀縫 �■ 

t �502 �上J　t暮　（2） �鶏山中 �　h ◆■一 �　h ◆●－ �　■ ＋■－ �　b ■■■－ � �　M ＋●・－ �　m ◆●・－ �　疇 ◆●・－ �　m ◆■－ � 

2 �2403 �■R　　■　（1） �久世中 �　膚 ■■－ �　h ●●一・ �　m ◆■－ �　b ◆●－ � �　n ◆●－ �　■ ◆■一 �　m ◆■－ �　巾 ◆■■ � 

3 �20 �上坂　昭　（2） �石井中 �　帽 十●一． �　h 十・・一 �　申 ◆●－ �　n ◆・－ � �　内 ◆●－ �　h 十日－ �　m ◆●－ �　m ＋■－ � 

4 �1817 �■円　　■　（む �桜が丘中 �　n 十・一 �　m 十・・一 �　m 十・一 �　b 十・一 � �　m 十・一 �　■ ＋●－ �　m 十■●． �　h 十・一 � 

1515 �坂口　■触手（1） �鐘野中 �　■ 十●一 �　■l 十・一 �　m 十●－ �　h 十●－ � �　巾 ◆●■ �　b 十●－ �　h ◆■－ �　m 十・一 � 

7鵬 �虞田　寺★　（1） �灘嶋中 �　h ◆■■ �　h ◆■－ �　斬 十●－ �　b 十一一 � �　h ◆■－ �　b ◆●－ �　柵 ◆■一 �　巾 ◆●－ � 

7 �2糾 �今井田　♯佳　く1） �讐和中 �　m ◆●－ �　m ◆■■ �　∬ ◆●－ �　h ◆●一 � �　h ◆■● �　■ ◆●・■ �　n ◆●一 �　n ◆■・■ � 

¢ �2212 �野上　彩羽　（2） �■山帥■中 �　け 十・■ �　n ◆●一 �　岬 ◆■－ �　七 十■－ � �　巾 十●一・ �　■l ◆■－ �　巾 ◆●－ �　何 十●－ � 

387 �本臼　t賽　0） �上道中 �1 ◆●一 �　M ◆■■■ �　打 ◆●－ �　岬 ◆●一・ � �　M ◆●－ �　M ◆●－ �　H ◆●－ �　m ◆●－ � 

1 �041 �暮井　稟々手（2） �束山中　■ �　用 ◆●－ �　M ●・－ �　憫 ◆●－ �　鴫 ＋●・■ � �　内 ■・一・ �　臍 ＋・－ �　■ ◆●－ �　M ＋●－ � 

11 �lOtl �安■　事　　（2） �山中 �　■ ＋■一・ �　M ■●・－ �　断 ◆●－ �　b ＋●－ � �11 ◆■－ �　b ＋■－ �　m ＋〇一 �　n ＋●－ � 

1 �1描 �平井　そよ　（2） �訪日中 �　膚 ＋●－ �　m ◆●■ �　■ ◆●● �　■ ◆■■ � �　n ＋●－ �　鴨 ◆■－ �　け ◆■－ �　n ◆●－ � 

1 �糾 �鶴野　八黛　（1） �石井中 �　什 ＋●－ �　M ◆●一 �　b ＋■－ �　b ◆1－ � �　h ◆●－ �　個 ◆●・■ �　m ◆■－ �　M ＋●■■ � 

14 �3価 �宮▲　■夢　くり �番和中 �　帽 ◆●－ �　m ＋■－ �　五 十■‾－ �　b ＋■■－ � �　何 十●－ �　れ 十・一 �　h 十・■－ �　m 十■・－ � 

15 �胡控 �九本　成東　位） �久世中 �　■ ■い－ �　M ◆●一 �　巾 十・一 �　■ 十■－． � �　n ＋●－ �　■ ◆■一． �　何 十■－ �m 十●－． � 

1 �18 �鞍山　千書手（む �輌北中 �　■ 十●一・ �　h ・■■－ �　椚 ◆●一 �　働 十・一 � �　m 十■－． �　b 十●・－ �　句 ◆■■ �　何 十●■ � 

1 �2馴5 �川井1矢細目1） �錮禽中 �　け 十■一 �　M ◆■－ �　蘭 ◆■● �　和 ＋■■ � �　h 十●－ �　h ◆■－ �　h ◆●● �　巾 十■■ � 

柑 �2仙 �上1　野々花（2） �震山中 �　h ◆▼－ �　h 十■－ �　わ ＋●－ �　蘭 十●－ � �　h ◆■一 �　■ 十●一 �　m ◆■一 �　何 十■－ � 

柑 �柑25 �嚢本　心書　（2） �癒日中 �　■ ◆■－ �　n ◆■－■ �　■ ＋■● �　h ◆●－ � �　m ◆■－ �　h ◆●－ �　h ◆■－ �　■ ◆●－ � 

2 �8 �t鋼　なつみ（1） �卿南中 �1 ◆■－ �　¶ ●■－ �　■ ◆●－ �　■ ＋●－ � �　何 十●－ �　■ ＋●－ �　什 ◆■－ �　仁l ◆●－ � 

21 �7鵬 �暮井　虹鱒　（1） �灘崎中 �　け 十・一 �　椚 ◆■－ �　椚 ◆●－ �　■ ◆●－ � �　M 十・一 �　■l ◆●－ �　疇 ◆▲－ �l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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