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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84 フフフフフITS  加加 喜喜喜 [1]

2  Bye 1

3 JSSジフフジITS  白白 佑佑

4 158 長長長長Jr  酒白 悠悠

5  Bye 17

6 144 寺寺FTC  細細 静静

7  Bye 15

8 138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新古 佑佑 [15]

9 131 マフフテマフTS  岩柿 優佑 [11]

10  Bye 9

11 T&S新新新ITS  森 央央

12  Bye 24

13 フフフフフITS  高新 凌凌凌

14 158 YeLL  神神 奏

15  Bye 7

16 119 新新グフフフITS  堀堀 朝悠 [6]

17 109 フスフススフスフ新新  五五五 佑佑 [3]

18  Bye 3

19 マフフテマフTS  水新 凪凪

20 158 JSSジフフジITS  池新 怜怜

21  Bye 20

22 138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木木 冬佑

23  Bye 13

24 135 フフフフフITS  新田 悠凪 [13]

25 131 T&S新新新ITS  新田 壮壮 [12]

26  Bye 11

27 フフフフフITS  米米 未未未

28  Bye 21

29 マフフテマフTS  風風 海海

30 三三フフフフフTC  皆加 敏敏

31  Bye 5

32 126 JSSジフフジITS  田静 禎 [7]

33 116 JSSジフフジITS  大大 遼凌 [5]

34  Bye 6

35 144 フスフススフスフ新新  桑桑 拓敏

36 マフフテマフTS  田中 武武

37  Bye 22

38 144 T&S新新新ITS  犬白 咲

39  Bye 12

40 131 フフフフフITS  小小 諒諒 [10]

41 138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内米 蓮 [14]

42  Bye 14

43 フフフフフITS  小木 健凌凌

44  Bye 19

45 JSSジフフジITS  植木 千千

46 138 T&S新新新ITS  森 堪堪

47  Bye 4

48 110 YeLL  浦浦 伊伊 [4]

49 129 マフフテマフTS  米山 順順 [8]

50  Bye 8

51 T&S新新新ITS  桑新 雄凌

52  Bye 26

53  Bye 23

54 158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須新 悠陽

55  Bye 10

56 130 柏柿JTS  佐佐 弘武 [9]

57 138 フフフフフITS  小桑 凌太 [16]

58  Bye 16

59 144 JSSジフフジITS  永永 亮亮

60  Bye 18

61 マフフテマフTS  阿長 紘敏

62 長長長長SCTA  佐佐 奨奨

63  Bye 2

64 91 新新グフフフITS  小小 尚尚 [2]

Round 2

 加加 喜喜喜 [1]

 #1: 

 白白 佑佑
 #2: 7-5 

 細細 静静
 #3: 

 新古 佑佑 [15]

 #4: 

 岩柿 優佑 [11]

 #5: 

 森 央央
 #6: 

 神神 奏
 #7: 6-1 

 堀堀 朝悠 [6]

 #8: 

 五五五 佑佑 [3]

 #9: 

 池新 怜怜
 #10: 6-0 

 木木 冬佑
 #11: 

 新田 悠凪 [13]

 #12: 

 新田 壮壮 [12]

 #13: 

 米米 未未未
 #14: 

 皆加 敏敏
 #15: 6-4 

 田静 禎 [7]

 #16: 

 大大 遼凌 [5]

 #17: 

 桑桑 拓敏
 #18: 6-0 

 犬白 咲
 #19: 

 小小 諒諒 [10]

 #20: 

 内米 蓮 [14]

 #21: 

 小木 健凌凌
 #22: 

 森 堪堪
 #23: 6-0 

 浦浦 伊伊 [4]

 #24: 

 米山 順順 [8]

 #25: 

 桑新 雄凌
 #26: 

 須新 悠陽
 #27: 

 佐佐 弘武 [9]

 #28: 

 小桑 凌太 [16]

 #29: 

 永永 亮亮
 #30: 

 佐佐 奨奨
 #31: 6-1 

 小小 尚尚 [2]

 #32: 

Round 3

 加加 喜喜喜 [1]

 #33: 6-2 

 新古 佑佑 [15]

 #34: 6-4 

 岩柿 優佑 [11]

 #35: 6-2 

 神神 奏
 #36: 6-0 

 五五五 佑佑 [3]

 #37: 6-2 

 新田 悠凪 [13]

 #38: 6-0 

 新田 壮壮 [12]

 #39: 6-2 

 田静 禎 [7]

 #40: 6-2 

 大大 遼凌 [5]

 #41: 6-2 

 犬白 咲
 #42: 6-0 

 内米 蓮 [14]

 #43: 6-0 

 浦浦 伊伊 [4]

 #44: 6-1 

 米山 順順 [8]

 #45: 6-4 

 須新 悠陽
 #46: 7-5 

 小桑 凌太 [16]

 #47: 6-2 

 小小 尚尚 [2]

 #48: 6-1 

Quarterfinals

 加加 喜喜喜 [1]

 #49: 6-1 

 神神 奏
 #50: 6-0 

 五五五 佑佑 [3]

 #51: 6-3 

 田静 禎 [7]

 #52: 6-4 

 犬白 咲
 #53: 6-0 

 浦浦 伊伊 [4]

 #54: 6-4 

 須新 悠陽
 #55: 6-2 

 小小 尚尚 [2]

 #56: 6-2 

Semifinals

 加加 喜喜喜 [1]

 #57: 6-0 

 五五五 佑佑 [3]

 #58: 6-0 

 浦浦 伊伊 [4]

 #59: 6-1 

 小小 尚尚 [2]

 #60: 6-0 

 五五五 佑佑 [3]順順 3-4

 浦浦 伊伊 [4]

Final

 加加 喜喜喜 [1]

 #63: 6-4 

 小小 尚尚 [2]

 #64: 6-3 

 浦浦 伊伊 [4]

 #67: 6-2 

 加加 喜喜喜 [1]

 #6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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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Round 2 Round 3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神神 奏順順 5-8

 田静 禎 [7]

 犬白 咲

 須新 悠陽

Final

 神神 奏
 #61: 6-3 

 犬白 咲
 #62: 7-6(3) 

 田静 禎 [7]順順 7-8

 須新 悠陽

尚勝

 神神 奏
 #66: 6-2 

 須新 悠陽
 #6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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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80 JSSジフフジITS  石石 麗麗 [1]

2  Bye 1

3 T&S新新新ITS  佐佐木 美美

4 柏柿JTS  安安 望望

5  Bye 9

6 長長郡TAジジジジ教教  五五五 新野

7  Bye 7

8 98 YeLL  渡田 心心 [8]

9 93 フフフフフTA  青木 遥 [4]

10  Bye 3

11 長長長長SCTA  米山 莉莉

12  Bye 13

13  Bye 12

14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杉杉 小小莉

15  Bye 5

16 98 T&S新新新ITS  円米 望結 [7]

17 95 YeLL  小神 心遥 [5]

18  Bye 6

19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加佐 愛望

20  Bye 11

21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加佐 姫姫

22 JSSジフフジITS  佐新 公公

23  Bye 4

24 93 T&S新新新ITS  金米 叶叶 [3]

25 96 JSSジフフジITS  阿長 花 [6]

26  Bye 8

27 フスフススフスフ新新  米杉 史夏

28  Bye 10

29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土新 美美

30 T&S新新新ITS  脇新 想姫

31  Bye 2

32 92 フフフフフTA  石新 貴貴 [2]

Round 2

 石石 麗麗 [1]

 #1: 

 佐佐木 美美
 #2: 6-0 

 五五五 新野
 #3: 

 渡田 心心 [8]

 #4: 

 青木 遥 [4]

 #5: 

 米山 莉莉
 #6: 

 杉杉 小小莉
 #7: 

 円米 望結 [7]

 #8: 

 小神 心遥 [5]

 #9: 

 加佐 愛望
 #10: 

 佐新 公公
 #11: 6-4 

 金米 叶叶 [3]

 #12: 

 阿長 花 [6]

 #13: 

 米杉 史夏
 #14: 

 脇新 想姫
 #15: 6-1 

 石新 貴貴 [2]

 #16: 

Quarterfinals

 石石 麗麗 [1]

 #17: 6-1 

 渡田 心心 [8]

 #18: 6-0 

 青木 遥 [4]

 #19: 6-1 

 円米 望結 [7]

 #20: 6-2 

 小神 心遥 [5]

 #21: 6-2 

 金米 叶叶 [3]

 #22: 6-0 

 阿長 花 [6]

 #23: 6-0 

 石新 貴貴 [2]

 #24: 6-0 

Semifinals

 石石 麗麗 [1]

 #25: 6-3 

 青木 遥 [4]

 #26: 6-1 

 小神 心遥 [5]

 #27: 6-1 

 石新 貴貴 [2]

 #28: 6-2 

 青木 遥 [4]順順 3-4

 小神 心遥 [5]

Final

 石石 麗麗 [1]

 #31: 6-2 

 石新 貴貴 [2]

 #32: 6-2 

 小神 心遥 [5]

 #35: 6-2 

 石石 麗麗 [1]

 #3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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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Round 2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渡田 心心 [8]順順 5-8

 円米 望結 [7]

 金米 叶叶 [3]

 阿長 花 [6]

Final

 渡田 心心 [8]

 #29: 6-3 

 阿長 花 [6]

 #30: 6-2 

 円米 望結 [7]順順 7-8

 金米 叶叶 [3]

尚勝

 阿長 花 [6]

 #34: 6-3 

 金米 叶叶 [3]

 #3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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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71 フフフフフITS  前堀 凪翔 [1]

2  Bye 1

3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土新 喜一

4 長長郡TAジジジジ教教  石桑 悠凌

5  Bye 17

6 サササフジフテテテ  齋佐 豊

7  Bye 15

8 118 T&S新新新ITS  加佐 大大 [14]

9 105 JSSジフフジITS  新田 逢亮 [10]

10  Bye 9

11 144 長長長長SCTA  堀新 丈丈

12 T&S新新新ITS  金米 凌凌

13 122 YeLL  池新 叡怜

14 155 マフフテマフTS  加新 順凌

15  Bye 7

16 101 新新グフフフITS  朝日 亮佑 [8]

17 76 フフフフフTA  吉堀 凌千 [3]

18  Bye 3

19 138 マフフテマフTS  茂木 瞬

20 131 三三フフフフフTC  横米 竜竜亮

21  Bye 20

22 144 T&S新新新ITS  米新 楓

23  Bye 13

24 117 長長長長Jr  近佐 晟海 [13]

25 104 マフフテマフTS  米山 開未 [9]

26  Bye 11

27 新新グフフフITS  保保 浩浩

28 122 フフフフフITS  宮桑 悠

29 新新グフフフITS  斉佐 優凌

30 JSSジフフジITS  新田 八八

31  Bye 5

32 89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浅新 泰陽 [6]

33 91 マフフテマフTS  岩柿 日佐陽 [7]

34  Bye 6

35 JSSジフフジITS  長細堀 怜海

36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片片 佑凌

37 144 フフフフフITS  桑新 佳央

38 126 T&S新新新ITS  前新 凪翔

39  Bye 12

40 106 柏柿JTS  佐佐 大浦 [11]

41 120 フスフススフスフ新新  佐佐 航航 [15]

42  Bye 14

43 125 YeLL  島細 海海海

44  Bye 19

45 T&S新新新ITS  杉神 佑

46 新新グフフフITS  滝浦 樟佑

47  Bye 4

48 87 JSSジフフジITS  小小 隼喜 [4]

49 88 T&S新新新ITS  佐佐木 弘弘 [5]

50  Bye 8

51 長長長長SCTA  高高 浩央

52 マフフテマフTS  新保 利佑

53  Bye 23

54 JSSジフフジITS  田郡 凌千

55  Bye 10

56 107 マフフテマフTS  小小 大 [12]

57 120 長長長長Jr  小郡 煌 [16]

58  Bye 16

59 135 フフフフフITS  新田 絢凪

60  Bye 18

61 144 フフフフフTA  西西 愛凪

62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新山 爽爽

63  Bye 2

64 73 新新グフフフITS  新野 悠海 [2]

Round 2

 前堀 凪翔 [1]

 #1: 

 石桑 悠凌
 #2: 6-2 

 齋佐 豊
 #3: 

 加佐 大大 [14]

 #4: 

 新田 逢亮 [10]

 #5: 

 金米 凌凌
 #6: 6-1 

 加新 順凌
 #7: 6-3 

 朝日 亮佑 [8]

 #8: 

 吉堀 凌千 [3]

 #9: 

 横米 竜竜亮
 #10: 6-3 

 米新 楓
 #11: 

 近佐 晟海 [13]

 #12: 

 米山 開未 [9]

 #13: 

 宮桑 悠
 #14: 6-2 

 新田 八八
 #15: 6-3 

 浅新 泰陽 [6]

 #16: 

 岩柿 日佐陽 [7]

 #17: 

 長細堀 怜海
 #18: 6-2 

 前新 凪翔
 #19: 6-4 

 佐佐 大浦 [11]

 #20: 

 佐佐 航航 [15]

 #21: 

 島細 海海海
 #22: 

 杉神 佑
 #23: 6-1 

 小小 隼喜 [4]

 #24: 

 佐佐木 弘弘 [5]

 #25: 

 高高 浩央
 #26: 6-4 

 田郡 凌千
 #27: 

 小小 大 [12]

 #28: 

 小郡 煌 [16]

 #29: 

 新田 絢凪
 #30: 

 新山 爽爽
 #31: 6-1 

 新野 悠海 [2]

 #32: 

Round 3

 前堀 凪翔 [1]

 #33: 6-0 

 加佐 大大 [14]

 #34: 6-0 

 新田 逢亮 [10]

 #35: 6-2 

 朝日 亮佑 [8]

 #36: 6-4 

 吉堀 凌千 [3]

 #37: 6-1 

 近佐 晟海 [13]

 #38: 6-2 

 宮桑 悠
 #39: 6-1 

 浅新 泰陽 [6]

 #40: 6-1 

 岩柿 日佐陽 [7]

 #41: 6-1 

 佐佐 大浦 [11]

 #42: 6-3 

 島細 海海海
 #43: 6-3 

 小小 隼喜 [4]

 #44: 6-3 

 佐佐木 弘弘 [5]

 #45: 6-1 

 小小 大 [12]

 #46: 6-0 

 小郡 煌 [16]

 #47: 7-5 

 新野 悠海 [2]

 #48: 6-1 

Quarterfinals

 前堀 凪翔 [1]

 #49: 7-6(5) 

 新田 逢亮 [10]

 #50: 6-4 

 吉堀 凌千 [3]

 #51: 6-0 

 浅新 泰陽 [6]

 #52: 6-2 

 岩柿 日佐陽 [7]

 #53: 6-4 

 小小 隼喜 [4]

 #54: 6-4 

 小小 大 [12]

 #55: 6-4 

 新野 悠海 [2]

 #56: 6-0 

Semifinals

 前堀 凪翔 [1]

 #57: 7-6(1) 

 吉堀 凌千 [3]

 #58: 6-4 

 岩柿 日佐陽 [7]

 #59: 6-3 

 小小 大 [12]

 #60: 6-0 

 前堀 凪翔 [1]順順 3-4

 小小 大 [12]

Final

 吉堀 凌千 [3]

 #63: 6-2 

 岩柿 日佐陽 [7]

 #64: 6-3 

 前堀 凪翔 [1]

 #67: 6-3 

 吉堀 凌千 [3]

 #6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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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Round 2 Round 3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新田 逢亮 [10]順順 5-8

 浅新 泰陽 [6]

 小小 隼喜 [4]

 新野 悠海 [2]

Final

 新田 逢亮 [10]

 #61: 6-3 

 小小 隼喜 [4]

 #62: 6-3 

 浅新 泰陽 [6]順順 7-8

 新野 悠海 [2]

尚勝

 新田 逢亮 [10]

 #66: 6-3 

 新野 悠海 [2]

 #6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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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76 長長長長Jr  髙新 喜一 [1]

2  Bye 1

3 85 フフフフフITS  永島 里里

4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佐米 汐美

5 79 JSSジフフジITS  内米 望結野 [4]

6 91 フフフフフTA  滝滝 美優

7 マフフテマフTS  新新 夏夏

8 JSSジフフジITS  佐佐 瑠瑠

9 JSSジフフジITS  浩海 世夏

10 長長長長SCTA  小神 咲

11 90 マフフテマフTS  貝貝貝 心心

12 78 フフフフフTA  三三 長佑 [3]

13 マフフテマフTS  田中 寛公

14 柏柿JTS  伊佐 栞

15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岸新 美美姫

16 77 JSSジフフジITS  小小 実実 [2]

Quarterfinals

 髙新 喜一 [1]

 #1: 

 永島 里里
 #2: 6-0 

 内米 望結野 [4]

 #3: 6-3 

 新新 夏夏
 #4: 6-4 

 浩海 世夏
 #5: 6-0 

 三三 長佑 [3]

 #6: 6-0 

 田中 寛公
 #7: 6-0 

 小小 実実 [2]

 #8: 6-2 

Semifinals

 髙新 喜一 [1]

 #9: 6-3 

 内米 望結野 [4]

 #10: 6-0 

 三三 長佑 [3]

 #11: 6-3 

 小小 実実 [2]

 #12: 7-5 

 永島 里里順順 5-8

 新新 夏夏

 浩海 世夏

 田中 寛公

Final

 内米 望結野 [4]

 #15: 6-2 

 三三 長佑 [3]

 #16: 6-1 

 髙新 喜一 [1]順順 3-4

 小小 実実 [2]

 永島 里里
 #13: 6-1 

 田中 寛公
 #14: 6-4 

 新新 夏夏順順 7-8

 浩海 世夏

尚勝

 内米 望結野 [4]

 #20: 6-4 

 髙新 喜一 [1]

 #19: 6-1 

 永島 里里
 #18: 6-2 

 浩海 世夏
 #1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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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21 フフフフフTA  桑 爽叶 [1]

2  Bye 1

3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佐佐木 寛

4 93 YeLL  五五五 煌

5 フフフフフITS  橘 温大

6 85 JSSジフフジITS  新柿 遼大

7  Bye 7

8 53 三三フフフフフTC  渡渡 晴木 [5]

9 42 東東東東新新高  小小米 晴 [3]

10  Bye 3

11 フフフフフITS  米米 優怜

12 108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高高 匠

13  Bye 12

14 81 JSSジフフジITS  松新 大太

15  Bye 5

16 81 長長長長Jr  酒白 志央 [8]

17 56 三三フフフフフTC  河河 佑 [6]

18  Bye 6

19 112 YeLL  佑山 右右

20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濱山 央静

21 83 長長長長Jr  新島 漣心

22 93 JSSジフフジITS  伊新 葵

23  Bye 4

24 43 小千細高  安桑 信信 [4]

25 73 新新グフフフITS  澁細 拓静 [7]

26  Bye 8

27 155 フフフフフITS  佐佐 英英

28  Bye 10

29 糸糸堀フジフ連連  安新 亮凌

30 フフフフフTA  杉新 拓敏

31  Bye 2

32 39 さささフジフスフスフ  米柿 嘉凌喜 [2]

Round 2

 桑 爽叶 [1]

 #1: 

 五五五 煌
 #2: 6-1 

 新柿 遼大
 #3: 7-5 

 渡渡 晴木 [5]

 #4: 

 小小米 晴 [3]

 #5: 

 高高 匠
 #6: 6-2 

 松新 大太
 #7: 

 酒白 志央 [8]

 #8: 

 河河 佑 [6]

 #9: 

 濱山 央静
 #10: 6-4 

 伊新 葵
 #11: 6-3 

 安桑 信信 [4]

 #12: 

 澁細 拓静 [7]

 #13: 

 佐佐 英英
 #14: 

 安新 亮凌
 #15: 6-0 

 米柿 嘉凌喜 [2]

 #16: 

Quarterfinals

 桑 爽叶 [1]

 #17: 6-1 

 渡渡 晴木 [5]

 #18: 6-1 

 小小米 晴 [3]

 #19: 6-1 

 松新 大太
 #20: 6-3 

 河河 佑 [6]

 #21: 6-2 

 安桑 信信 [4]

 #22: 6-2 

 澁細 拓静 [7]

 #23: 6-2 

 米柿 嘉凌喜 [2]

 #24: 6-0 

Semifinals

 桑 爽叶 [1]

 #25: 6-2 

 小小米 晴 [3]

 #26: 6-0 

 河河 佑 [6]

 #27: 6-3 

 米柿 嘉凌喜 [2]

 #28: 6-4 

 桑 爽叶 [1]順順 3-4

 米柿 嘉凌喜 [2]

Final

 小小米 晴 [3]

 #31: 6-4 

 河河 佑 [6]

 #32: 6-1 

 米柿 嘉凌喜 [2]

 #35: 6-2 

 小小米 晴 [3]

 #3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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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 1 Round 2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渡渡 晴木 [5]順順 5-8

 松新 大太

 安桑 信信 [4]

 澁細 拓静 [7]

Final

 渡渡 晴木 [5]

 #29: 7-5 

 澁細 拓静 [7]

 #30: 6-3 

 松新 大太順順 7-8

 安桑 信信 [4]

尚勝

 澁細 拓静 [7]

 #34: 6-3 

 松新 大太
 #33: 0-0 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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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所所所所 Round 1

1 8 フフフフフITS  尚勝 尚加 [1]

2  Bye 1

3 88 フフフフフTA  凌新 静希

4 長長長長Jr  佐佐 実佳

5 34 マフフテマフTS  白堀 一 [4]

6  Bye 3

7 JSSジフフジITS  清桑 史野

8 長長長長Jr  陶米 萌里美

9 マフフテマフTS  阿長 七心

10 54 フフフフフTA  前堀 里里

11  Bye 4

12 30 YeLL  佐佐木 武理 [3]

13 JSSジフフジITS  遠佐 梨加

14 41 柿柿フジフテテテ  田郡 由貝

15  Bye 2

16 28 長長長長Jr  半滝 優佑 [2]

Quarterfinals

 尚勝 尚加 [1]

 #1: 

 凌新 静希
 #2: 6-2 

 白堀 一 [4]

 #3: 

 清桑 史野
 #4: 7-5 

 阿長 七心
 #5: 6-2 

 佐佐木 武理 [3]

 #6: 

 田郡 由貝
 #7: 6-4 

 半滝 優佑 [2]

 #8: 

Semifinals

 尚勝 尚加 [1]

 #9: 6-1 

 白堀 一 [4]

 #10: 6-2 

 佐佐木 武理 [3]

 #11: 6-0 

 半滝 優佑 [2]

 #12: 6-4 

 凌新 静希順順 5-8

 清桑 史野

 阿長 七心

 田郡 由貝

Final

 尚勝 尚加 [1]

 #15: 6-1 

 佐佐木 武理 [3]

 #16: 6-3 

 白堀 一 [4]順順 3-4

 半滝 優佑 [2]

 凌新 静希
 #13: 6-4 

 田郡 由貝
 #14: 6-1 

 清桑 史野順順 7-8

 阿長 七心

尚勝

 尚勝 尚加 [1]

 #20: 7-6(5) 

 半滝 優佑 [2]

 #19: 6-0 

 田郡 由貝
 #18: 6-1 

 清桑 史野
 #17: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