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3歳以下男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庄司　 （三川） 1

A

齋藤快（立川） 2

畠山　 （鶴三） 3

五十嵐 (櫛引) 4

安食    (余目) 5

五十嵐 (鶴.二) 6

佐藤大 (藤島) 7

松浦    (三川)  8

小花    (鶴五)  9

佐藤    (鶴一)10

本間巧(温海) 11

土屋   (鶴二) 12

阿部輝(鶴三) 13

三浦渉(櫛引) 14

佐藤亮(藤島) 15

菅原聡（三川）16

長谷川(黄金ス少)17

菅原    (鶴一)18

菅井    (鶴二)19

本間   （鶴五）20

大川   （鶴三）21

 齋藤(城北ス少)22

23 佐久間(鶴三)

24 成澤   (三川)

25 三浦   (鶴一)

26 菅原  （鶴二）

27 渡部  （櫛引）

28 本間裕(温海)

29 富樫   (藤島)

30 伊藤   (鶴五)

31 前田  （三川)

32 細井   (鶴一)

33 齋藤卓(鶴三)

34 庄司   (鶴四)

35 工藤   (余目)

36 松浦(黄金ス少)

37 五十嵐(三川)

38 奥山   (鶴二)

39 高野   (立川)

40 阿部卓(鶴三)

41 石栗   (鶴一)

42 諏訪   (鶴五)

43 石川  （櫛引）

44 本木  （鶴二）

45 菅原央(三川)

決　勝
庄司　 （三川） 1

松田   (三川) 90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3歳以下男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B

 齋藤達(黄金ス少) 46

大井   （三川）47

秋野   （鶴一）48

上野貴(鶴三) 49

安野   (櫛引) 50

小池   (鶴一) 51

戸林   (藤島) 52

佐藤   (鶴五) 53

佐々木(余目) 54

亀井   (鶴三) 55

伊藤   (鶴二) 56

諏訪   (三川) 57

齋藤堅(立川) 58

小林   (鶴一) 59

小久保(鶴三) 60

柴田   (鶴五) 61

疋田  （温海） 62

水尾   (余目) 63

山口  （櫛引） 64

田村   (鶴三) 65

日向   (藤島) 66

亀井   (三川) 67

68小野寺(双葉ク)

69 井上   (櫛引)

70 志藤   (三川)

71 鈴木  （温海）

72小野寺幸(鶴三)

73 岡部   (鶴一)

74 和田(黄金ス少)

75 沖野   (余目)

76 富樫  （櫛引）

77 菅原和(鶴五)

78 難波   (鶴一)

79 斎藤   (鶴二)

80 佐藤圭(鶴三)

81 板垣   (鶴二)

82 石川   (三川)

83 阿部   (藤島)

84 牧　   （鶴一）

85 木村(暘光ス少)

86 菅原大(鶴五)

87 三浦大(櫛引)

88 小野寺(鶴二)

89 上野大(鶴三)

90 松田   (三川)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3歳以下女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今野       （三）１

熊田       （川）２

石田       （一）３

佐藤       （余）４

金内里   （立）５

佐藤栞   （五）６

柳原果（陽ス）７

水野      （三）８

和田      （温）９

荒木      （一）10

齋藤      （立）11

渋谷      （四）12

柿崎　    （余）13

橋口 （三川ス） 14

佐藤光   （五）15

島貫      （余）16

山科      （立）17

伊藤      （一）18

五十嵐   （温）19

中村      （一）20

西田      （二）21

前田津   （川）22

富樫      （余）23

五十嵐   （三）24

村上      （四）25

26 木村     （四）

27羽根田   （五）

28 高橋     （一）

29 菅原 （三川ス）

30 森屋     （余）

31 金内智  （立）

32 柳原楓（陽ス）

33 鈴木     （五）

34 長谷川  （三）

35 富樫     （一）

36 楳津     （川）

37 長南     （余）

38 前田英  （川）

39 舩見     （三）

40 榎本     （温）

41 深澤     （立）

42 伊藤     （五）

43 藤谷     （一）

44 上野     （余）

45 大沼     （二）

46 本多     （川）

47 吉田     （一）

48 丸山     （立）

49 秋葉     （余）

50 和田     （三）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4歳以下男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鈴木       (三)  1

A

決　勝

菅原       (二)  2

伊藤       (一)  3

亀田       (余)  4

松田       (藤)  5

石田       (五)  6

松浦       (川)  7

田村       (余)  8

渋谷       (一)  9

渡部       (二)10

渋谷       (三)11

難波       (一)12

佐藤       (温)13

鈴木       (余)14

日向       (藤)15

大井       (櫛)16

本間       (五)17

佐藤剛    (余)18

青柳       (一)19

20 齋藤      (一)

21 髙橋      (余)

22 渋谷      (藤)

23 松浦      (二)

24 本間      (五)

25 岡部      (余)

26 髙橋      (一)

27 富樫      (藤)

28 本間      (温)

29 伊田      (五)

30 阿部      (余)

31 田村      (櫛)

32 戸田      (一)

33 山口      (藤)

34 渡部      (三)

35 大川      (二)

36 五十嵐   (一)

37 長谷川   (五)

38 佐々木   (余)

鈴木       (三)  1

菅原      (一) 58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4歳以下男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B

小野塚    (三)39

常山       (藤)40

田澤       (一)41

渡部雅    (余)42

五十嵐    (二)43

大滝       (五)44

五十嵐    (温)45

中野       (余)46

佐藤克    (一)47

瀬尾       (四)48

栗本       (三)49

奥山       (五)50

早川       (一)51

佐藤克   (余)52

今野      (藤)53

佐藤耕   (一)54

 小松      (五)55

青山       (二)56

黒田       (川)57

58 菅原      (一)

59 阿部      (川)

60 本田      (温)

61 斎藤      (五)

62 渡部平   (余)

63 小野寺   (二)

64 阿部      (三)

65 若生      (一)

66 大澤      (余)

67 斎藤      (藤)

68 丸山      (三)

69 稲田      (余)

70 佐藤      (藤)

71 本間      (一)

72 三浦      (櫛)

73 秋山      (二)

74 成澤      (一)

75 佐藤      (五)

76 菅原      (藤)

77柿崎       (余)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14歳以下女子シング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今野若    （三）１

齋藤智    （余）２

土佐林    （藤）３

石原       （一）４

藤原       （余）５

牧野       （四）６

渡部       （二）７

渡邉       （川）８

岡田       （三）９

梅木      （余）10

西村      （立）11

上林      （四）12

長谷川   （一）13

佐藤      （温）14

菅原愛   （余）15

三浦      （三）16

奥山    　（五）17

齋藤栞   （余）18

宮川　    （余）19

佐藤一   （三）20

伊藤      （二）21

鈴木　    （四）22

菅原彩   （余）23

齋藤　    （二）24

佐藤衣   （三）25

乙坂　    （温）26

高田　    （余）27

佐藤　    （川）29

柴田　    （一）28

30 中村　   （一）

31 大井　   （川）

32 菅沼　   （余）

33 松本　   （五）

34 金内　   （三）

35 佐藤　   （四）

36 加藤　   （余）

37 後藤　   （三）

38 遠田　   （余）

39 渡部舞  （一）

40 木村     （二）

41 中村     （余）

42 地主　   （四）

43 大滝　   （川）

44 齋藤美  （四）

45  石川　  （三）

46 阿部　   （温）

47 押切　   （余）

48 黒沼　   （立）

49 佐藤　   （五）

50 下野　   （二）

51 小松　   （余）

52 渡部優  （一）

53 佐藤　   （余）

54 齋藤千  （四）

55 佐々木  （川）

56 菅原　   （二）

57 田桑　   （余）

58 嶺岸　   （三）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男子ダブ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鈴木　佐久間   (三)  1

代表決定

日向朗　富樫国(藤） 2

五十嵐　佐藤　(温）  3

渡部　斎藤     (二)   4

渋谷 　本間 　(一)   5　

黒田　松浦昭  (川)  6

柿崎　佐藤克  (余)  7

斎藤 木村 (城北/暘光ス)   8

青柳　佐藤克 (一)   9

斎藤　高野    (立)  10

小野寺智　五十嵐洸 (二) 11

菅原央　亀井 (川) 12

13 菅原和　斎藤 　(一)

14 亀井　大川      (三)

15 今野　松田      (藤)

16 本間光　本田　(温)

17 佐々木卓　岡部 (余)

18 丸山　佐藤      (三)

19 松浦　土屋      (二)

20 斎藤　山口      (藤)

21 瀬尾　戸田  (四/一)

22 大澤　亀田      (余)

23 庄司　松田      (川)

庄司　松田      (川) 23

鈴木　佐久間   (三)  1



平成17年度全日本選手権田川地区予選会カデットの部

女子ダブルス

日時　：平成17年8月７日
場所　：鶴岡市朝暘武道館

今野若　峰岸   (三)  1

斎藤　金内　    (立)  2

伊藤　斎藤      (二)  3

鈴木　牧野      (四)  4

乙坂　五十嵐   (温)  5

菅原彩　長南   (余)  6

 齋藤美　木村  (四)  7

柳原果　柳原楓 (暘光ス)  8

 後藤　佐藤衣  (三)  9

柴田　石原      (一) 10

深澤　山科      (立) 11

佐藤　大滝      (川) 12

13 中村美　渡部優 (一)

14 佐藤　村上       (四)

15   阿部　和田     (温)

16 前田英 橋口 (川川ス)

17 菅原愛　加藤   (余)

18 渡邉　佐々木   (川)

19 　黒沼　西村    (立)

20   木村　渡部    (二)

21 渡部舞　長谷川 (一)

22 佐藤彩　宮川   (余)

23 今野絵　和田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