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高田紳之佑 福大

[64] 2 中村海王 北九大

[33] 3 郡山渉 鹿国大

[32] 4 大串平 熊学大

[17] 5 徳永翔也 久工大

[48] 6 藤井拓海 熊学大

[49] 7 藤川蓮大 福大

[16] 8 芦刈寿貴 西工大

[9] 9 佐藤剛 鹿国大

[56] 10 山田夢比古 熊学大

[41] 11 弦川聖 九大

[24] 12 中村廉 福大

[25] 13 北御門将大 西工大

[40] 14 椿雄大郎 ウエスレ

[57] 15 牧山祐大 福大

[8] 16 福田瑛二 熊学大

[5] 17 針尾恭輔 ウエスレ

[60] 18 松石広人 佐大

[37] 19 竹尾玲 西工大

[28] 20 古波蔵翼 熊学大

[21] 21 年神大虎 鹿国大

[44] 22 田中亮介 久工大

[53] 23 土肥弘嗣 九大

[12] 24 長崎浩貴 福大

[13] 25 田坂優太郎 福大

[52] 26 松本諭 大分大

[45] 27 國武領有 九産大

[20] 28 新原友也 熊学大

[29] 29 福島晃弘 福大

[36] 30 有馬成紀 熊学大

[61] 31 仲座創 沖国大

[4] 32 竹尾幹 西工大

[3] 33 福大宇佐見涼太

[62] 34 鹿国大久木野智基

[35] 35 熊学大山本裕也

[30] 36 九大柿並遼

[19] 37 福大今村竜平

[46] 38 西工大猪俣和起

[51] 39 久工大福家大地

[14] 40 熊学大中川良太

[11] 41 福大原駿悟

[54] 42 沖国大喜納兼吾

[43] 43 大分大荒木慎司

[22] 44 西工大松出秀太

[27] 45 熊学大井上健太

[38] 46 九産大田中亮

[59] 47 福大飯田健吾

[6] 48 鹿国大平山翔大

[7] 49 西工大芝田一希

[58] 50 熊学大志垣俊樹

[39] 51 九医専田中裕人

[26] 52 鹿国大平原大成

[23] 53 福大兒玉和樹

[42] 54 久留米葭原丈洋

[55] 55 vv嶋崎佳郎

[10] 56 熊学大砂川泰晟

[15] 57 沖国大田場祥樹

[50] 58 志學館田中健

[47] 59 福大佐々木直人

[18] 60 ウエスレ松木准平

[31] 61 沖大稲嶺盛真

[34] 62 熊学大待鳥耕治

[63] 63 鹿大北雅一

[2] 64 福大川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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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中村・長崎 福大

[32] 2 萩原・松浦 九大

[17] 3 徳永・福家 久工大

[16] 4 政・田中 志學館

[9] 5 猪俣・芦刈 西工大

[24] 6 喜納・富本 沖国大

[25] 7 今村・原 福大

[8] 8 平山・平原 鹿国大

[5] 9 有馬・古波蔵 熊学大

[28] 10 竹尾玲・長尾 西工大

[21] 11 荒木・松本 大分大

[12] 12 川野・藤川 福大

[13] 13 中村・大野 北九大

[20] 14 平尾・石井 西南大

[29] 15 山口・山根 熊大

[4] 16 仲宗根・田場 沖国大

[3] 17 福大宇佐見・高田

[30] 18 西工大北御門・竹尾幹

[19] 19 鹿国大久木野・年神

[14] 20 久工大田中・小柳

[11] 21 ウエスレ針尾・松木

[22] 22 久留米葭原・田島

[27] 23 熊学大待鳥・丸山

[6] 24 沖国大仲座・座安

[7] 25 福大田坂・福島

[26] 26 西南大藤冨・龍

[23] 27 沖国大山根・川上

[10] 28 鹿国大佐藤・郡山

[15] 29 熊学大山田・山本

[18] 30 九大柿並・本田

[31] 31 佐大中野・石飛

[2] 32 西工大芝田・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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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玉城このみ 沖国大

[32] 2 大城晏菜 沖大

[17] 3 永野友希 志學館

[16] 4 巻木育美 東筑紫

[9] 5 齋藤智佳 福大

[24] 6 平松友架 東筑紫

[25] 7 西丸由唯 志學館

[8] 8 倉嵜真優 熊学大

[5] 9 野田美希奈 福大

[28] 10 桃原加奈 沖国大

[21] 11 福留由依夏 志學館

[12] 12 末吉佐也佳 鹿国大

[13] 13 中村理沙 北九大

[20] 14 安藤優奈 東筑紫

[29] 15 山口萌 熊学大

[4] 16 小田未央 大分大

[3] 17 志學館周小琛

[30] 18 福教大石田采

[19] 19 東筑紫藤村美来

[14] 20 沖国大仲宗根深月

[11] 21 福大築地絵実菜

[22] 22 東筑紫荒井沙月

[27] 23 熊学大白石千尋

[6] 24 長大大田愛佳里

[7] 25 宮大木村颯花

[26] 26 志學館常盤莉加

[23] 27 東筑紫石本理紗

[10] 28 熊学大福田美咲

[15] 29 東筑紫藤崎有香

[18] 30 熊学大森川千裕

[31] 31 沖国大大城愛乃

[2] 32 福大城間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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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城間・齋藤 福大

[16] 2 荒井・藤崎 東筑紫

[9] 3 銭瓶・西丸 志學館

[8] 4 森川・山口 熊学大

[5] 5 平松・石本 東筑紫

[12] 6 大田・山田 長大

[13] 7 橋口・高橋 大分大

[4] 8 永野・常盤 志學館

[3] 9 沖国大玉城・仲宗根

[14] 10 志學館福留・馬場

[11] 11 熊学大倉嵜・福田

[6] 12 東筑紫巻木・安藤

[7] 13 大分大小田・山口

[10] 14 北九大中村・永道

[15] 15 熊学大平石・出雲

[2] 16 福大築地・野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