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ダブルス

[1] 1 山下・有馬 鹿国大 [3] 17 松野・竹内 鹿国大

[32] 2 原・吉武 福岡大 [30] 18 平田・藤丸 西南大

[17] 3 末光・宅見 西工大 [19] 19 池田竜・井上 熊学大

[16] 4 澤田・山本 熊学大 [14] 20 寺崎・守田 福岡大

[9] 5 木村・川原 長崎大 [11] 21 砂川・磯村 鹿国大

[24] 6 岡田・田添 熊学大 [22] 22 村中・槇尾 西工大

[25] 7 石橋・生田 大分大 [27] 23 木許・時肢 大分大

[8] 8 下田・小鉢 福岡大 [6] 24 林原・平田 熊学大

[5] 9 坂崎・井上 西工大 [7] 25 村田・田端 熊学大

[28] 10 西岡・池田 福岡大 [26] 26 毛利・橋本 大分大

[21] 11 豊永・近藤 熊学大 [23] 27 来田・長畠 鹿大

[12] 12 中陦・今針山 北九大 [10] 28 後藤・橋田 西工大

[13] 13 河津・今村 熊学大 [15] 29 枝元・塗木 鹿国大

[20] 14 宇野・川崎 西工大 [18] 30 池田周・岡部 熊学大

[29] 15 兼島・伊沢 沖国大 [31] 31 貴島・安田 志学館

[4] 16 西・古川 鹿国大 [2] 32 熊本・濱田 福岡大



男子シングルス

[63] 63 鹿国大竹内海人

[2] 64 福岡大熊本流己

[31] 61 長崎大川原功太郎

[34] 62 西工大末光佳樹

[47] 59 沖国大野原勝太

[18] 60 九州大中垣渉

[15] 57 熊学大河津綾介

[50] 58 福岡大岡本宗一郎

[55] 55 北九大今針山陽斗

[10] 56 福岡大寺崎雅也

[23] 53 熊学大小原一真

[42] 54 西南大藤丸也

[39] 51 熊学大村田鴻平

[26] 52 九産大秋月雄斗

[7] 49 鹿国大松野正太郎

[58] 50 西工大宇野龍世

[59] 47 熊本大渕上聖矢

[6] 48 沖国大兼島竜平

[27] 45 鎮西大小松直輝

[38] 46 熊学大田端星那

[43] 43 西工大後藤秀虎

[22] 44 福岡大西岡勇哉

[11] 41 熊学大池田周平

[54] 42 鹿国大有馬大翔

[51] 39 福岡大守田優翔

[14] 40 西工大井上航平

[19] 37 鹿国大古川悠晟

[46] 38 九産大平田峻策

[35] 35 志學館馬場雅輝

[30] 36 熊学大井上怜

[3] 33 福岡大下田奨磨

[62] 34 鹿大長畠空良

[61] 31 兼島研斗 鎮西大

[4] 32 坂崎創伍 西工大

[29] 29 林原千東 熊学大

[36] 30 枝元勇翔 鹿国大

[45] 27 岡田星 熊学大

[20] 28 前村遼馬 福岡大

[13] 25 山下莉念 鹿国大

[52] 26 安田大希 志學館

[53] 23 小澤吾朗 九州大

[12] 24 池田侃司 福岡大

[21] 21 松木悠人 福岡大

[44] 22 川崎翔 西工大

[37] 19 田代勝己 西南大

[28] 20 伊沢拓郎 沖国大

[5] 17 平田成信 熊学大

[60] 18 佐々木涼 九産大

[57] 15 宅見悠杜 西工大

[8] 16 千葉響 琉球大

[25] 13 西雄介 鹿国大

[40] 14 小鉢純太 福岡大

[41] 11 平山良一朗 沖国大

[24] 12 原弘充 福岡大

[9] 9 木許怜 大分大

[56] 10 池田竜童 熊学大

[49] 7 岡部聡史朗 熊学大

[16] 8 橋田歩夢 西工大

[17] 5 小関雄平 久工大

[48] 6 砂川倖毅 鹿国大

[33] 3 来田光司 鹿大

[32] 4 今村俊介 熊学大

[1] 1 濱田佳基 福岡大

[64] 2 伊藤拓海 九産大



女子ダブルス

[15] 15 熊本大
下塩見理紗
鬼塚菜々子

[2] 16 福岡大
野原梨沙
松崎若葉

[7] 13 福教大
本村凜子
岡心優

[10] 14 長崎大
小鉢くるみ
山鹿真奈

[11] 11 熊学大
石橋優奈
佐伯充葵

[6] 12 東筑紫
平野友菜
中村舞子

[3] 9 福岡大
赤尾和夏
阿部紗弓

[14] 10 鎮西大
峰松倫子
山本紘菜子

[13] 7
渡七実
三浦万奈

福岡大

[4] 8
志垣成美
中西茄菜

志學館

[5] 5
中村陽菜
友寄綾香

沖国大

[12] 6
岩下華菜
鬼塚ちひろ

熊学大

[9] 3
岩永菜乃
江頭都侑

長崎大

[8] 4
山本みなみ
兒玉凛

熊学大

[1] 1
安田優佳
坂元睦月

福岡大

[16] 2
立山朱莉
木原由貴

志學館



女子シングルス

[31] 31 長国大井上琴菜

[2] 32 福岡大坂元睦月

[15] 29 志學館志垣成美

[18] 30 沖国大高山朝華

[23] 27 北九大工藤真愉

[10] 28 九州大渋谷亜矢子

[7] 25 福岡大赤尾和夏

[26] 26 熊学大山本みなみ

[27] 23 長崎大小鉢くるみ

[6] 24 熊学大石橋優奈

[11] 21 沖国大中村陽菜

[22] 22 東筑紫平野友菜

[19] 19 熊本大下塩見理紗

[14] 20 鎮西大山本紘菜子

[3] 17 福岡大松崎若葉

[30] 18 北九大戸田美穂

[29] 15 岩永菜乃 長崎大

[4] 16 野原梨沙 福岡大

[13] 13 兒玉凛 熊学大

[20] 14 中村舞子 東筑紫

[21] 11 松浦有優 鎮西大

[12] 12 阿部紗弓 福岡大

[5] 9 本村凜子 福教大

[28] 10 佐原さくら 北九大

[25] 7 杉内りく 鎮西大

[8] 8 三浦万奈 福岡大

[9] 5 中濱咲来 東筑紫

[24] 6 佐伯充葵 熊学大

[17] 3 山鹿真奈 長崎大

[16] 4 友寄綾香 沖国大

[1] 1 安田優佳 福岡大

[32] 2 徳田真衣 北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