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63 志学館土橋

[2] 64 福大長野

[31] 61 九大濵田

[34] 62 西工大奥

[47] 59 鹿国大湯野

[18] 60 熊学大古波蔵

[15] 57 九産大田原

[50] 58 福大原

[55] 55 福大江田

[10] 56 鹿国大傘

[23] 53 久工大徳永

[42] 54 熊大上村

[39] 51 熊学大信岡

[26] 52 西工大江口

[7] 49 福大友寄

[58] 50 九産大樽水

[59] 47 熊大南

[6] 48 久工大細井

[27] 45 熊学大山田

[38] 46 福大阿部

[43] 43 西南大小林

[22] 44 九産大山口

[11] 41 福大長崎

[54] 42 北九大中村

[51] 39 佐大桑園

[14] 40 西工大有延

[19] 37 鹿大松比良

[46] 38 九産大篠原

[35] 35 鹿国大山下

[30] 36 志学館高田

[3] 33 福大藤原

[62] 34 沖国大城間

[61] 31 久冨 佐大

[4] 32 中村 鹿大

[29] 29 小鉢 九産大

[36] 30 今村 福大

[45] 27 末永 志学館

[20] 28 厚地 鹿国大

[13] 25 桃原 福大

[52] 26 平尾 西南大

[53] 23 仲宗根 沖国大

[12] 24 緒方 西工大

[21] 21 林田 九産大

[44] 22 牛島 福大

[37] 19 井上 熊学大

[28] 20 加藤 熊大

[5] 17 中村 福大

[60] 18 冨山 長大

[57] 15 仙田 福大

[8] 16 大浦 熊学大

[25] 13 相葉 大分大

[40] 14 高羽 西工大

[41] 11 橋谷 九産大

[24] 12 砂川 福大

[9] 9 新山航 志学館

[56] 10 駒井 熊大

[49] 7 坂井 佐大

[16] 8 江上 久工大

[17] 5 戸次 九産大

[48] 6 河島 福大

[33] 3 谷元 西工大

[32] 4 平田 九大

[1] 1 鎌田 福大

[64] 2 鳥越 鹿国大



  

[29] 15 山口・篠原 九産大

[4] 16 仙田・桃原 福大

[13] 13 山下・鳥越 鹿国大

[20] 14 竹永・池田 西工大

[21] 11 田原・橋谷 九産大

[12] 12 牛島・藤原 福大

[5] 9 山本・山田 熊学大

[28] 10 濵田・平田 九大

[25] 7 萩原・湯野 鹿国大

[8] 8 鎌田・長野 福大

[9] 5 新山大・高田 志学館

[24] 6 有馬・古波蔵 熊学大

[17] 3 伊藤・松原 西南大

[16] 4 中村・長崎 福大

[1] 1 高羽・江口 西工大

[32] 2 小鉢・戸次 九産大

[3] 17 福大阿部・砂川

[30] 18 佐大桑園・中尾

[19] 19 九大奥村・太田

[14] 20 鹿大松比良・中村

[11] 21 福大友寄・原

[22] 22 志学館隈元・新山航

[27] 23 九産大林田・樽水

[6] 24 西工大有延・緒方

[7] 25 熊学大大浦・信岡

[26] 26 志学館樋高・比嘉

[23] 27 福大河島・江田

[10] 28 久工大江上・細井

[15] 29 九産大辻村・入尾

[18] 30 熊大小俣・駒井

[31] 31 沖国大與古田・仲宗根

[2] 32 鹿国大傘・厚地



  

添田 東筑紫

[4] 16 小野詩 東筑紫 [2] 32 濱口 福大

[29] 15 西田 熊学大 [31] 31

伊勢崎 熊県大

[20] 14 銭瓶 志學館 [18] 30 小川 熊学大

[13] 13 舛田 熊学大 [15] 29

木村 九大

[12] 12 内山 福大 [10] 28 牛嶋 熊学大

[21] 11 大城 沖国大 [23] 27

永山 志學館

[28] 10 赤星 熊学大 [26] 26 永道 北九大

[5] 9 中嶋 崇城大 [7] 25

飛良 精華女子

[8] 8 周 志學館 [6] 24 小野瑞 東筑紫

[25] 7 吉田 東筑紫 [27] 23

末永 福大

[24] 6 薮田 熊学大 [22] 22 松村 熊学大

[9] 5 谷口 福大 [11] 21

鈴木 熊学大

[16] 4 金城 沖国大 [14] 20 野中 志學館

[17] 3 和田守 北九大 [19] 19

仲真 沖国大

[32] 2 甲斐 九産大 [30] 18 眞籠 九産大

[1] 1 矢野 熊学大 [3] 17



  

吉田・添田 東筑紫

[4] 8 内山・末永 福大 [2] 16 濱口・谷口 福大

[13] 7 大城・洲鎌 沖国大 [15] 15

松村・小川 熊学大

[12] 6 小野詩・小野瑞 東筑紫 [10] 14 山内・杉山 北九大

[5] 5 薮田・白石 熊学大 [7] 13

石田・銭瓶 志學館

[8] 4 西本・伊勢崎 熊県大 [6] 12 舛田・鈴木 熊学大

[9] 3 西田・赤星 熊学大 [11] 11

田原迫・末吉 鹿国大

[16] 2 永山・野中 志學館 [14] 10 仲真・桃原 沖国大

[1] 1 矢野・牛嶋 熊学大 [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