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63 大分大菊池

[2] 64 福大下田

[31] 61 熊学大新原

[34] 62 九大本田

[47] 59 沖国大川上

[18] 60 福大川野

[15] 57 鹿大来田

[50] 58 西工大宇野

[55] 55 宮大中川

[10] 56 西工大芝田

[23] 53 福大藤川

[42] 54 西南大龍

[39] 51 北九大嶋崎

[26] 52 熊学大井上(晶)

[7] 49 鹿国大年神

[58] 50 久工大木下

[59] 47 久留米武田

[6] 48 ウエスレ針尾

[27] 45 西工大川崎

[38] 46 熊学大待鳥

[43] 43 熊学大藤井

[22] 44 鹿国大松野

[11] 41 福大飯田

[54] 42 鹿大岩

[51] 39 志學館田中

[14] 40 福大宇佐見

[19] 37 沖国大兼島

[46] 38 鹿国大久木野

[35] 35 西工大後藤

[30] 36 熊大山口(拓)

[3] 33 熊学大中川

[62] 34 九産大江藤

[61] 31 竹尾(玲) 西工大

[4] 32 髙田 福大

[29] 29 池田 熊学大

[36] 30 北 鹿大

[45] 27 生野 北九大

[20] 28 芦刈 西工大

[13] 25 田場 沖国大

[52] 26 下園 九産大

[53] 23 松木 ウエスレ

[12] 24 福島 福大

[21] 21 松谷 長県大

[44] 22 志垣 熊学大

[37] 19 西村 熊大

[28] 20 佐藤 鹿国大

[5] 17 竹尾(幹) 西工大

[60] 18 松本 大分大

[57] 15 猪俣 西工大

[8] 16 田坂 福大

[25] 13 福田 熊学大

[40] 14 山根 沖国大

[41] 11 甲斐 福大

[24] 12 平山 鹿国大

[9] 9 安藤 長大

[56] 10 長畠 鹿大

[49] 7 砂川 熊学大

[16] 8 松出 西工大

[17] 5 牧山 福大

[48] 6 弦川 九大

[33] 3 貴島 志學館

[32] 4 鹿子木 福大

男子シングルス

[1] 1 平原 鹿国大

[64] 2 熊谷 熊学大



  

[31] 31 福大佐々木・甲斐

[2] 32 熊学大中川・河津

[15] 29 志學館田中・貴島

[18] 30 鹿国大佐藤・中村

[23] 27 大分大松本・菊池

[10] 28 福大藤川・牧山

[7] 25 沖国大田場・兼島

[26] 26 久工大亀澤・武石

[27] 23 熊学大井上(晶)・藤井

[6] 24 福大髙田・田坂

[11] 21 鹿国大平山・松野

[22] 22 ウエスレ松木・針尾

[19] 19 北九大大野・嶋崎

[14] 20 久工大小柳・田中

[3] 17 西工大松出・猪俣

[30] 18 熊学大志垣・福田

[29] 15 川野・福島 福大

[4] 16 後藤・芦刈 西工大

[13] 13 年神・平原 鹿国大

[20] 14 川口・熊谷 熊学大

[21] 11 武田・出口 久留米

[12] 12 砂川・新原 熊学大

[5] 9 宇佐見・兒玉 福大

[28] 10 木下・小関 久工大

[25] 7 久木野・下迫田 鹿国大

[8] 8 待鳥・丸山 熊学大

[9] 5 飯田・下田 福大

[24] 6 高山・福家 久工大

[17] 3 江藤・下園 九産大

[16] 4 山根・川上 沖国大

男子ダブルス

[1] 1 芝田・竹尾(幹) 西工大

[32] 2 佐々木・吉髙 大分大



  

[31] 31 大分大橋口

[2] 32 福大野田

[15] 29 沖国大玉城

[18] 30 熊学大山口

[23] 27 福大赤尾

[10] 28 北九大戸田

[7] 25 沖大大城

[26] 26 東筑紫安藤

[27] 23 九大佐々木

[6] 24 志學館永野

[11] 21 熊学大倉嵜

[22] 22 沖国大仲宗根

[19] 19 西南大松尾

[14] 20 宮大木村

[3] 17 福大坂元

[30] 18 東筑紫近藤

[29] 15 中村 北九大

[4] 16 齋藤 福大

[13] 13 志垣 志學館

[20] 14 江見 佐大

[21] 11 藤崎 東筑紫

[12] 12 仲眞 沖国大

[5] 9 福田 熊学大

[28] 10 築地 福大

[25] 7 田中 熊学大

[8] 8 大田 長大

[9] 5 安田 福大

[24] 6 中村 沖国大

[17] 3 矢野 鹿国大

[16] 4 山口 大分大

女子シングルス

[1] 1 城間 福大

[32] 2 竹内 志學館



  

[15] 15 熊学大山口・田中

[2] 16 福大城間・坂元

[7] 13 東筑紫近藤・小林

[10] 14 大分大山口・橋口

[11] 11 九大佐々木・上村

[6] 12 沖国大仲宗根・中村

[3] 9 福大齋藤・赤尾

[14] 10 志學館常盤・志垣

[13] 7 木村・廣滝 宮大

[4] 8 西丸・永野 志學館

[5] 5 野田・安田 福大

[12] 6 枝元・矢野 鹿国大

[9] 3 藤崎・安藤 東筑紫

[8] 4 倉嵜・福田 熊学大

女子ダブルス

[1] 1 玉城・仲眞 沖国大

[16] 2 大田・角 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