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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ピット
試 ■ �ナン爪● �氏　名 �所　属 �1回目 �2回目 �3匡l日 �3回まで のt；■ �1回以降 の賢慮■ �4回昌 �5回自 �6回日 �記録 �蝿 

1 �9543 �平日　稔稀　（2） �さくら走■ �　m ＋●－ �椚 ◆■－． �　M ＋■一一 �　m 十・・一 � �　m ◆・一 �　h ◆‥－ �椚 十・一． �　m 十・一 � 

2 �2450 �中尾　和蝉　（3） �換南中 �　n 十・一 �　m ◆・－ �　m ＋●－ �　m ＋・－ � �　h ◆■一 �　h ＋‥－ �m 十・一． �　椚 ＋・－ � 

3 �505 �朱鳥　曹　　（1） �上遭中 �　巾 十・・・・・ �　m ◆■－． �　m ◆・－ �　m ＋●－ � �　h ＋●－． �　h 十●一． �m ◆●－． �　m ■●－ � 

4 �柑28 �佐々木　悠　（2） �久世中 �　巾 十・一 �　m 十・一 �　h 十・一 �　m ＋●一・ � �　m ◆い－ �　南 ＋・－ �　h ＋●一 �　h 十・一． � 

5 �1523 �蕩井　大嶋　（1） �金浦中 �　何 十●・■ �　m ◆・■－ �　h 十・一 �　巾 ◆・－ � �　m ＋・－ �　巾 ■・－ �　n ◆・－ �　■ 十・一． � 

6 �1耶柏 �後篇　徽斗　（2） �京山中 �　M 十・一 �　m ◆●一 �　h ◆・－ �　R ＋■－ � �　m ◆■－ �　m ■●り・・ �　巾 ◆●－ �　m ＋■－ � 

7 �1仰8 �濠野　拓樹　（1） �総社真申 �　b 十・一 �　m ◆■－ �　h 十・一一 �　巾 十・一 � �　n ＋●一 �　b ◆‥－ �　巾 ◆・－ �　M 十・・一 � 

2281 �川原　惰晋　（2） �哲西中 �m ＋■－． �m ＋■－． �　n ＋●－ �　m ＋・－ � �h ◆・－． �　h ◆・－． �h ＋●■． �　約 十・一． � 

2176 �武久　　鴫　（2） �邑久中 �　m 十・一 �　m ◆・・． �　m 十・一 �　m ◆・－ � �　m ◆●－． �　m 十・一 �m 十■－． �　m ◆●・－ � 

1 �柑26 �三村　傭兵　（2） �久世中 �　巾 ◆・－ �　巾 ◆●■ �　h 十・一 �　h ◆・・． � �　m ＋●■ �　M 十・一 �　m ◆・－ �　m 十・一 � 

11 �886 �西田　暮翔　（1） �井原中 �　巾 ＋・－ �m ＋●－． �　h ＋■・－ �　M ＋‥－ � �　h ■・●－ �h 十・一． �　h ＋■－ �　m ＋●－ � 

12 �2331 �小林　礼旺　（1） �北房中 �　M ＋・－ �　m ◆・・－ �　m ＋■－． �　h ＋・－． � �　h ＋・－． �　h ◆・一． �m ■●－． �　m ◆●－． � 

13 �1582 �須田　懲紀　（1） �鐘野中 �n ＋●一． �　m ◆●一． �　m ＋●－． �　b ＋■－． � �　h ＋●－． �巾 ◆■－． �　巾 ◆■－ �　m ＋■－ � 

14 �1720 �大事　蝿汰　（1） �新田中 �　n 十●■● �M ◆・－． �　h ＋■－ �　巾 十・一 � �　m 十・一 �　m ◆・－ �　n 十・一 �　m ◆・－ � 

15 �508 �失職　七斗　（1） �上道中 �　m 十・・■ �　m 十・一． �　n 十・一 �　巾 十・一一 � �　m ◆●・－ �　h ＋■・－ �　巾 ＋・－ �　h ＋●－ � 

16 �1007 �白神　蕩士　（1） �総社真申 �　m ＋■－ �　巾 ■■－ �　巾 ＋●－ �　巾 ＋●－ � �　h ◆‥－ �　m ◆●－ �　m ＋・． �　m 十・■－ � 

1 �1543 �小島　穂高　（2〉 �禎田南中 �m ＋・－． �　m ＋●一． �　h ◆■－． �　m ＋・－． � �　M ＋・－． �　h ＋・－． �m ◆・－． �　n ＋・－． � 

1 �2727 �森山　精霊　（2） �津山中 �　■ 十・一． �　m ◆・一 �　m 十●一 �　h 十・一 � �　h 十・・一 �　m ◆・－ �　m ◆●－ �　m 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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