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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 �ナン〟 �氏　名 �所　属 �1回日 �2回目 �3回日 �3計豪で の最高 �4回以降 の試技■ �4回日 �5回目 �6回目 �記録 �蠣 

1 �3604 �小松庫　千騨（2） �倉敷TF（； �m ◆・－． �m ＋・－． �　m ＋・－ �m ＋●一． � �　巾 ◆・一 �m ◆・一・． �　m ◆・－． �巾 ◆・－． � 

1585 �佐義　　絶　（3） �旭真申 �　口 十・・一 �　m ＋●一 �　m 十・一 �　m ＋●－ � �h ◆●■・・． �　m 十・一 �　m ・■・－ �　b ◆■一 � 

1537 �濃濃　縮輝　く3） �権日韓中 �m ＋■－． �　m ◆■－． �　h ＋●一 �h ＋●－． � �　h ＋■●． �　h ◆●－． �　h ＋■－． �　h ＋●－． � 

l �1063 �池上　　轟　く3） �興除中 �　わ ◆■－ �m ◆●－． �　m ＋●－ �　m ＋■一・． � �n ◆■－． �　m ◆●－． �　れ ＋●－． �　n ＋・－ � 

5 �401 �羽嶋　漬鹸　（2） �山南中 �　m 十・一 �　m ◆・－ �　m ◆・－ �　m ◆・－ � �　m ◆・－． �　h ◆・－ �　肘 ◆・一 �　b ◆・－ � 

2459 �小川　凛乎　（3） �繰南中 �　h ＋●－ �　m ＋●－ �　b ＋●● �　n ＋●－ � �　巾 ＋●－ �　h ◆■－ �　心 十日■ �　m ＋●一 � 

7 �2591 �大月　鷹責　（3） �円山穐山中 �　m 十●－ �　m ＋■一 �　h ＋●－ �　m ＋●■ � �　n ＋●■ �　m ◆●・－ �　椚 ＋■－ �　m ＋●一一 � 

8 �485 �百雷　優那　（2） �山南中 �　m 十・一 �　m 十・一 �　h 十・一 �　闊 ＋・－ � �　b 十●－． �　巾 ＋・－ �　m 十・一 �　h 十・・一 � 

○ �1685 �小寺　嬢晴　（3） �金光攣■中 �m ◆・－． �　m ◆■－． �　M ◆▼－． �椚 ◆■－． � �巾 ◆●－． �一m ◆・－． �　m ◆・－． �　m ◆・－． � 

1 �0711 �伊鼻　輪央　（3） �in‘－16 �　m ＋・－ �　m ＋・－ �　m ＋・・－ �　m ＋●－ � �　n ＋●一 �　h ◆・－ �　巾 ＋・一・ �　れ ◆●一 � 

11 �272＄ �岩嶋　醜光　（2） �濡山中 �　巾 十・一一 �　m 十・一 �　円 十●一 �lI ・ナ●－ � �　h ◆・一一 �　n ◆■－ �　m ◆■－ �　m 十・一 � 

l �3貼 �濃野　稟亡　（3） �中山中 �b ＋●一． �　m ＋●－． �m ＋●－． �m ＋●一・． � �　h ＋■－． �　n ◆●・・． �　m ◆●－． �　m ◆・一・． � 

1 �401 �安田　鷹暮　（3） �番和中 �　巾 ◆・・－ �　椚 ＋‥－ �　m ＋・－ �　h ＋‥－ � �　m ◆‥－ �　n ◆●－． �　m ＋・－ �　m ◆・－ � 

1 �25tH �石川　大域　（3） �岡山中 �　巾 十・一 �　m ◆一一 �　n ■・－ �　れ ◆・－ � �　h ◆＝－ �　m ◆‥－ �　m一 十・一． �　m 十・一 � 

1 �671 �高木　嘉生　（2） �倉敷南中 �　n ＋●－ �　m ◆●■■ �　m ◆●■ �　m ＋●■ � �　h 4・■－ �　h ＋■■ �　h ■＝■ �　m ◆●■ � 

16 �15t柑 �薇井　薄介　（3） �旭真申 �　h・ ＋●－ �　m ＋■－ �　h ＋●－ �　n ＋●・－ � �　h ＋・－ �　m ・■●・－ �　巾 ◆●一 �　h ＋・1． � 

17 �232 �す分　集塵　（2） �荘内申 �　m ＋●－ �　m 十・一 �　h 十・一 �　m 十・一 � �　m 十・一一 �　m ◆・－ �　巾 ◆・－ �　m ＋・一・ � 

勿好 ��βピット 
試 】■ �ナ加● �氏　名 �所　属 �1回自 �2回日 �3回白 �3国手で の量慕 �4回以韓 の賦測 �4回目 �5回目 �6回日 �記録 �蠣 

1 �542 �二上　特大－（2） �さくら走せ �　h ＋●－ �　椚 ＋・－ �　巾 ＋†・－ �　巾 ＋●－ � �　職 ◆・■－ �　m ＋●－ �　m 十・一． �　m ＋・－ � 

2 �407 �榊疇　大心　（3） �番和中 �　巾 ＋・－ �m 十・一． �　m ＋‥－ �　m ＋●－ � �　Rl 十・一 �　m 十・一 �　m ＋■－． �　m ＋・－． � 

3 �1638 �田尻　未刊　（2） �御南中 �　m ＋‥－ �m 十・一． �　m ◆■－ �　h 十・一 � �　h ◆・－ �　h ◆●－ �　m ◆●－ �　m ◆・－ � 

9720 �守安　　聖　（2） �ing－16 �　h ＋●・－ �　m 十●－ �　¶ ＋■－ �　m ＋●－ � �　m 十・一． �　m ＋■－ �　b ◆●－ �　m 十・一． � 

2162 �谷貪　　仙　（3） �邑久中 �巾 ＋・－． �　m 十・一． �　m ＋・－ �　m ＋・・・・ � �　h 十・一． �巾 ◆・－． �　■ ◆・－． �　m ◆・－． � 

23印 �佐官　儀表　（3） �山大讐●●■ �m ＋●－．1 �m ◆●－． �　m ＋・－ �m ＋・－． � �m ＋●一． �　m ＋・－． �　m ◆●－． �　申 ＋●－． � 

11姑 �三宅　梓斗　（3） �庄中 �闊 ◆・一． �　m 十・一． �h ＋●－． �　m ＋●一． � �h ◆●－． �　m ◆●－． �　m ＋・－． �m ◆●－． � 

1朗 �岡田　瞳斗　（2） �手野中 �■ 十・一． �　h 十・一 �m ◆■一． �h ＋●－． � �　h 十・一． �　m 十‥－． �　m 十・一． �　M 十日－ � 

9 �2365 �木村　亮太　（3） �山大褒●中● �　■ 十・一． �　m ＋‥－ �　n 十・一． �　M 十・一． � �h ＋・－． �巾 十・一． �■ ＋・－． �m 十・一． � 

1 �111 �肴五　大貴　く3） �玉島集中 �　h ＋●－ �　m ＋■－ �　m ＋‥－ �　巾 ＋●・－ � �　m ＋■一 �　m ◆●－ �　巾 ＋・－ �　内 ◆■－ � 

11 �658 �尾嶋　友翔　（1） �倉敷南中 �　h ＋■－ �　m ＋・－ �　m ■・一・ �　b ◆■－ � �憫 ◆・－． �　m 十・一． �　b ◆一一 �　m ◆●－ � 

12 �1銅3 �櫓嶋　晴瀧　（3） �京山中 �　m 十・一 �　m ◆・－ �　m■ 十・一・ �　m 十・一 � �　m ◆・． �　m ◆・． �　n ◆・－ �　m 十・・一 � 

13 �2549 �四元　　鴫　（3） �遽島南中 �　何 十●－ �　m 十・一 �　M 十●－ �　九 十・一■ � �　m 十・一 �　m ■‥－ �　巾 十・一 �　鞠 十・一 � 

1 �2581 �古麓　凄大　（3） �抑南中 �n ＋●－． �　m ＋・一． �　m ＋・－． �　巾 ＋・－ � �　b ◆・－． �　h ◆・・－ �n ◆●－． �h ■・－． � 

15 �1引柑 �萩原　正人　（3） �金光事1中 �打 ◆・－． �　m 十・一． �　m ＋・－ �m ◆・－． � �　m ＋‥－ �　n ■・－ �n ＋・－． �m ＋■－． � 

16 �1580 �内田　優斗　（2） �鐘野中 �m 十・一． �　m 十・一． �　h ＋●・－ �内 十●t． � �　h 十・一． �　m 十・一． �m 十■－． �　m 十・一． � 

l �3602 �伊鼻　且薫　（1） �倉敷TFC �椚 十・一． �　m 十■一． �　m 十・一 �　m ＋・－ � �　h ◆●一． �わ ＋●－． �■ ＋●－． �　m 十・一 � 

1 �1491 �1円　睦斗　（2） �芳泉中 �　m ＋・－ �　m ◆・－ �　m ＋・■－ �　n ＋●一 � �　h ■●■－ �　m ■・■－ �　m ◆・一 �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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