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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際武術連盟支援

署名・募金活動の大成功に感謝，歴史に残る貢献に自信と誇りを!!

本誌10月号，11月号でお知らせの通り，「2008年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太極拳を」署名・募金
活動は，都道府県連盟，加盟団体と全国の愛好者，関係者のご尽力の結果，７月下旬から９月
30日までの２ヵ月余りの極めて短い期間にもかかわらず，署名191,699通，募金届出数32,782口，
総額32,771,500円を達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の活動にご参加いただいたすべての方々に
あらためて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オリンピック種目化と太極拳の採用に絶大な効果を発揮：

本誌11月号で既報の通り，2008年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での武術太極拳の採用問題は，2003年７
月にチェコ・プラハで開催されるIOC総会で決着がつけられる情勢となってきました。既存種
目の削減と新種目の採用という，広範な国際競技団体の要望が交錯する複雑な情勢のなかで，
国際武術連盟（IWUF）と中国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中国関係各方面は，現在，全力を挙げて，
武術太極拳採用のための宣伝活動と外交交渉に全力を傾注している最中であります。
日本連盟が署名でIOCに訴えかけ，募金でIWUFを支援することを決定し，行動をとったこと
は，現在のオリンピック種目問題に関する国際情勢のなかで，まさに正しい時機に行われたと
言えます。IWUFは来年７月までに，採用に向けてさらに一層強力な活動を持続し，展開する
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ます。
この時機に，私たちは，署名・募金活動の大いなる成果をIOCとIWUFに提示し，提供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とりわけ，IWUFは日本からの募金を活用して，この11月のIOC総会対策と
それ以後のIWUFの活動を展開することを通知してきました。
現時点で，私たちの武術太極拳採用の可能性は十分に残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ます。
太極拳を必ず種目化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も，私たちは希望を持っています。日本の協力と貢献は
IWUFに大いに評価され，感謝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あらためてお伝えします。

2008年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太極拳を!!

募 金 芳 名 簿



菅野紀子，山岸昭一，山岸秀子，高橋啓子，内田悦子，箭内節子，岩倉京子，鎌田よ志み，武田則子，一戸甲子，根本千鶴子，
加藤郁子，遠藤淑子，伊藤サチ，弘瀬美和子，中塚成子，清水恵美子，山根佳子，下川部ひとみ，西鳥羽真弓，千葉千賀，安

濃玉子，澤田和江，田中節子，岩田満里子，清野弘子，旭由佳，阿部珱子，辻道子，橋本美代，長闢悦子，闍橋智恵子，上野富子，成田すみ，葭谷
逸子，太田静子，千葉幸子，北沢啓子，佐藤裕子，佐藤初男，郷野和子，河野玲子，畑島智恵子，榊原めぐみ，荒川昭子，荒川利一，沢口逸子，斎
藤恵子，阿部悦子，藤島厚子，森久美子，長谷川一子，板垣晨，金野カツ子，佐々木香奈子，佐々木よし子，倉島澄子，河奥静子，小潟愛子，佐藤
昌作，海谷篤男，海谷智英子，伊藤恭子，林清美，加藤アイ子，飯田淑子，滝田敬子，河奥洋美，赤神良子，赤塚京子，工藤英二，菅谷喜久，上西
正子，品川さわ，佐藤チヱ，佐藤恵子，鈴木幸子，鈴木勝子，片桐アサ子，阿部洋子，松浦レイ子，前田好子，藤井扶美子，長谷川秀次郎，長谷川
和子，山田智子，松本綾子，奥村章子，林宏子，古平美知子，古平富久治，能登千鶴子，亀岡富信，渡辺佳代子，金田容子，唯浦智恵，柴田千鶴子，
眞壁明代，原田稔，花井茂，花井孝子，掛田弘子，佐藤美智子，闍木香織，藤井幸子，佐藤よし子，佐野美智子，三上喜美子，山本美津枝，西岡勇
吉，山田厚子，根津とし，堀貯子，川又テル，川又信喜，阿部サイ，西悦子，佐々木サヨ，篠原アキヱ，加藤千津，楽木信子，永井君江，菅野富子，
武内澄子，阿部ヨシ子，田中詔子，斉藤しづゑ，松本澄子，松本郁子，相澤京子，榎せき，國田耕平，末永節子，小川ヱミ，隱橋芳枝，山本敬子，
山本キクヨ，山本博，松竹谷和子，中祥子，佐藤千鶴子，高橋信子，蝦名牧子，杉本伸子，斎藤博，斎藤和恵，佐藤睦子，佐藤信夫，大友知子，宮
崎順子，木村信子，菅原廣子，大倉弥生，白石敏広，横川碩子，木村郁子，古谷桂子，古谷光太郎，中川和子，金森廣司，冨谷きみよ，清水紀代子，
清水直人，船田芳子，菊地国子，遠藤十良夫，林洋子，林伸次，末次亮治，松田耀子，長幡和子，石井弘吉，遠藤やよい，形本フクヱ，幸村信子，
久保田恭一，仲山智也，樋渡満善，千田徳子，池田順子，堀部時子，畑本トミ子，秋田一夫，森田真智子，藤田祐美子，久保千代子，神野ひふみ，
松山映子，吉田典子，伊藤英子，浅沼恵美子，上西英子，渡辺絹代，松谷靖子，原田美恵子，西朝子，加納幸子，小林英子，石井裕子，渡辺好美，
配川純子，岡部文子，津幡京子，佐藤千佳子，森本多恵子，葉翔水戸，渡辺和恵，中嶋瑠美子，福士幸子，今成栄子，鐡原あおい，葉翔関，佐々木
栄子，工藤和子，田中文子，清水民子，川村渥子，忍関昭子，吉田惠子，長谷川雅子，闍村勝子，札木朝子，加藤節子，広沢文代，奥山ゆかり，金
岡和子，中川澪子，瀬川桂子，山口玲子，片山晶子，篠原優子，浜彰子，杉山美千代，笹木幸子，道順博明，道順弓子，山本栄子，松本和子，工藤
栄子，吉田順子，木全悦子，広田三千，亀田淑子，田中美子，斉藤元子，武者時子，阿部深雪，藤田敏子，酒井良子，加藤裕子，古田真知子，米田
清美，阿部芳子，大西千恵子，棒手由美子，棒手正行，福井由美，黒川みえ子，細川保子，小寺瑛子，岩間明子，土屋和朗，藤倉二美江，大川佑子，
闍田園子，宮本富美子，児玉明子，田村ヤス，今井浩之，櫛田驪久，高橋悦子，闍橋正彦，能村富子，柚田洋子，佐藤栄子，入倉久美子，今井ひと
み，岡本静子，石井みよ子，泉明美，白石ヱミ子，大槻宣子，三浦栄子，米川津賀子，石崎敏子，小野寺むつ子，木村芳子，才治真由美，田中明子，
舟津陽子，嵯峨勝枝，浅利幸子，戸田ヤエ子，石川義春，田中美保子，新谷文子，倉田慶子，工藤麗子，佐藤由起子，中川紀子，闍国経子，小鹿美
都穂，武藤昇，大西洋子，矢嶋千都子，小松悌子，内村陽子，安瀬静子，佐々木豊子，平間キミエ，新田廣子，木村宣大，伊藤桂子，須田房恵，荻
原静子，野口伸子，杉本久，千葉鴻子，伊藤義夫，畑山一義，丹羽信一，黒澤真由美，谷口陽子，中條優子，和田ミサ子，室橋祐子，足立淑子，伊
藤恵美子，鈴木慶子，中村サヨ，池田悦子，土肥洋子，廣田明子，小野寺ヤエ子，古郡裕子，國分裕子，鈴木勢都子，佐藤珠江，西浦功，西浦千穂
子，大澤ソノイ，阿部和子，佐藤映子，金森敏子，及川千代子，村上美知子，栗林久美子，本間清子，川島幸子，堂千惠子，前田美奈子，高橋昭治，
四釜照美，山本保美，土師富美子，福田美香，林栄子，富沢登美，中村幸子，斉藤美紀枝，高野勝子，内海悦子，長谷川久美子，長谷川充，樋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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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連盟】

同心一致で挙げた成果を誇りとし，自信を持って活動をすすめよう：

日本連盟の呼びかけに応じて，都道府県連盟と加盟団体，愛好者の皆さんが心を一つにして
迅速かつ強力な行動をとっ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は，内外から大きな評価を得たことにとどまりま
せん。県連盟，加盟団体，教室・サークル等から愛好者の友人，ご家族にいたるまでの各段階
で，すべての方々が労苦を惜しまず行動され，署名・募金用紙の受け渡しと管理，募金の授受
の管理，郵送手数等にすべての団体と個人が見返りを求めず，人手と費用を自弁して参加され
ました。このことに重ねて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私たちが武術太極拳の将来の発展に向けて，今しかできないことを実行し，成功させたこと
は，歴史に残る快挙であります。日本連盟と都道府県連盟・加盟団体の傘下にいないその他の太
極拳組織や団体の人たちにとっても，オリンピック問題の成否は大いなる影響をもたらします。
私たちは，これらの人たちの利益も代表し，将来の無数の武術太極拳の愛好者のためにも，
「人事を尽くして天命を待つ」こと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を，ともに慶びたいと存じ
ます。
武術太極拳の発展の道は開かれています。多くの困難や忍耐を要する事柄があっても，私た
ちは，誇りと自信を持って着実にすすんで行きたいと願います。
募金活動にご協力いただいたすべての方々のお名前を記して，感謝申し上げます。

なお，お１人で多数口の募金をいただいた方々も多数おられますが，できるかぎり多くの方々の熱意

を集めるため１口１千円の募金とした趣旨に沿って，他の方々と区別せず同様に記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

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ご了解下さ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　　　 ＊　　　　 ＊　　　　 ＊



保子，中村篤子，今井郁子，新堀隆子，植野喜代子，中村孝一，小田切秀男，種田憲子，小林洋子，草皆和子，藤井ツヤ子，小野寺美智代，木村良
惠，窪田ノリ，佐藤栄子，砂盛裕子，深川勝子，守谷武伸，坪井雅敏，押野京子，田中厚子，斉藤るみ子，亀谷文雄，香西哲也，香西絹子，鈴木敦
子，山本浩未，雪田道子，早瀬玲子，石田弥寿子，高橋志保子，木津谷勲，闍杉栄子，斎藤静江，川井照子，宮闢ミツヱ，坂口幸子，宮前礼子，小
田和子，上野トミ，長岡泰市郎，畑沢礼子，小倉貞子，岡崎慎也，菅原静子，加藤敏子，楠田千恵，佐々木英巳子，杉山博子，近藤紀子，橋本和江，
佐々木美恵子，志賀美津代，原田せい子，木村健吾，中川達己，田村啓子，桑原八重子，千葉貞子，高浜マヤ子，野闢幸作，矢口美津子，太田礼子，
千葉豊子，実平ミノル，山崎陽子，千葉晴美，高橋ツヤ，曽山礼子，山本光子，柿本智子，宮下桂，雄谷道子，鐚西千鶴子，鐚西勉，松本弘子，綱
渕節子，上田隆，田沢清治，舩木勲，奈良正勝，小柴陽子，越戸ハル子，渡部美栄子，加賀扶美子，佐藤光孝，竹本良子，村上恵子，稲原幸子，相
馬秀雄，村井静子，鎌田陽子，加藤武，佐藤誠子，坂下玲子，成田セツ，大聖ハツヱ，矢吹和子，番坂昭，山内美代子，竹内幸子，竹内靖子，加藤
孝子，船木ミツ子，岩泉順子，小泉敏光，矢野美恵，阪田辰子，吉田明美，小野律子，ICHIMIYA YOSHIKO，上原弘子，後藤弘美，並河静子，小林
千恵子，平野信子，原田美智子，下村博子，西野敦子，佐藤直枝，吉田テルミ，伊藤信子，樋渡サワヨ，池谷房子，佐藤清子，杉原仁，原邦夫，三
上恵美子，得地キクエ，佐藤弘子，田中トミ子，赤松真紀子，池田初枝，安武瀞子，石井章子，闍橋禮子，小杉多恵子，山闢啓子，太田恵子，秋昌
子，升元典子，佐藤美千代，村林夏代，石垣栄子，堀田育子，高橋弘子，北絢子，安川美智子，加瀬谷照子，工藤正義，大村良治，春日清，石川忠
重，西村節子，中沢よせえ，川辺フサエ，大野外三，大野スエ，福家博，福家三和子，加賀綾子，武藤伸子，川島晃子，松浦蓉子，中村京子，高田
穎子，芳賀尚枝，石澤美子，松永照子，伊藤恭子，三谷弘子，島田ムツ子，宮岡智子，竹田紘子，横山盛子，竹内ヒロ子，山口淑子，吉田真記，吉
田咲子，闍木正昭，栗山佳代，宮崎和子，田中ヤス，池田愛子，後藤節子，後藤矩明，奥芫敬子，留分智恵子，留分孝夫，中村和恵，高田三喜子，
早坂節子，柴田京子，米田実，相場惠子，小野澤由紀子，高橋幸子，闍橋英美子，徳畑唯吉，鈴木澄子，竹内時子，闍橋伸子，西森芳子，近藤昌子，
浅岡進，程島龍雄，吉井マサ子，辻半次郎，山田幸子，岡部志美子，浅岡春子，佐藤由美，益満希枝子，益満義躬，角野瓔子，成田ゆう子，日根久
美子，佐藤恵子，藤原真知子，黒沢タイ子，堀井美智枝，川端ミサ子，鎌倉昌子，大坪里美，谷口富子，坪井康子，二口紀子，及川綾子，小部亮子，
竹内利奈，竹内修，榊茂，武藤マス，谷内美智子，谷内康浩，谷内真佐子，前谷洋子，遠藤以知代，松原敏子，寺下登代子，今伸子，大森美津子，
後藤玲子，上田カネ，福永純子，滝川ゆかり，森園昌代，魚住温子，塩原登志子，石戸谷町子，中谷米子，小山真理子，片桐嶺子，今村正一，吉岡
斉，中林淳子，吉田陽代，佐藤佑子，井原俊子，前田伸子，松山智子，三島隴，竹矢郁子，寺島智恵子，鐘ヶ江弘子，吉口敦子，鈴木孝和，村上恵
津子，黒岩敏子，大森彪，山田平九郎，辻昭治，今野久美子，黒田美恵子，黒田哲男，大須賀千津子，千田礼子，萩原珠生，稲井百合子，横江昭子，
堀洋子，今野テイ子，藤原真知子，山岡直枝，中目ヤスコ，小山真理子，坪田美代，山下トヨ子，平田鞠，土井真由美，吉谷地千枝子，田口和子，
横江義雄，堀正義，菊池節，新免豐，新免環，青木弘，笹原 佐子，藤沢ヤス，松田操子，米山昭二，近藤芳枝，近藤貞次，福原康，清水セツ，本
川佳那子，小川法子，本川喜夫，伊藤紘子，中村良子，古矢美江，山野芳子，奈良良子，宮本一弘，武者寿子，川守田具子，市川晶子，青木路夫，
青木悦子，嵯峨行子，嵯峨貴典，長浜孝弘，長浜秀子，坂本勇，坂本驪子，佐々木寛子，三浦恒雄，佐々木光司，浜俊夫，宮西幸子，赤松志美子，
井上蓉子，菅原恵子，花摘千恵，福田小夜子，青柳礼子，岩館槙子，大橋美枝子，岩館英康，清水真理子，松岡久美子，三浦芙美子，三井のり子，
遠藤ハル，石橋豊，石橋桂子，吉田英子，石清水秋子，中村次子，渡部英子，松本恵美子，古川光子，古川栄久子，荒井景子，中村正子，伊藤福雄，
伊藤裕美，伊藤君枝，川上清美，越前屋清一，越前屋洋子，猪苗代幸子，小栗了之，山崎ミヨ，山崎千鶴子，新妻清美，渋谷真美，村田寿子，倉田
泰次，池田光栄，青田美沙恵，会田信子，会田顕忠，相賀鑪子，林あさ子，玉木照江，宮田あや子，盛一夫，盛こずえ，新井山俊道，小栗トシ，山
崎勝二，谷口聖子，倉部しな子，池田修，林みつる，盛加代子，新井山美保子，桶野幸枝，磯尾冷子，不京薫，中林秀子，中林光雄，伊藤寿子，八
坂田喜枝，伊藤勝康，渡辺ひろ子，大宮寛子，秋山弘子，村上久惠，山田ひろみ，浜谷年三，松田智子，松田良子，杉村陽太郎，杉村紘子，杉村和
美，長谷川ナツ子，佐藤光恵，三浦守，三浦榮子，本間尚子，小寺瑛子，坂本正子，工藤和子，小林敬子，鎌島純子，石倉ひろみ，山岸邦子，西村
喜夫，畠山千代子，高橋静男，豊原和子，齋藤雅彦，渡部修子，川田二三子，今村寿美子，高橋靜子，羽部朝男，羽部哲朗，羽部千景，長尾典枝，
経田圭介，山本公子，川田恵理子，畠山由起子，上坂朝子，鈴木スイ子，三浦睦子，梅澤弘子，坂本恵，森豊貴，森真理子，もりひなた，もりひか
る，森山須美子，瀬川のりこ，神野綾子，小林史郎，西村晋一，西村武男，村上静子，神野昌代，安田晴江，佐藤幸子，梅内百合子，佐藤光子，佐
藤瑛子，浜上豊子，闍野啓子，二本松聖子，板垣静枝，兵藤富美子，古沢節子，相坂祥子，平尾滝予，若山和子，浅岡萠子，羽賀道子，渡邊邦雄，
原環，吉川えり，大井タケ，藤田節子，西森尚子，竹林せい子，石塚恵子，田中幸子，老川洋子，阿達晴則，芝田賢一，伊本順子，菅原真知子，川
崎美智子，酒巻樹三子，山本裕子，河野洋子，明嵐安早子，伊藤美奈子，西森光子，深井満貴子，闍島力，山谷ヒサ子，鈴木陽子，林英樹，阿部廣
子，佐々木美木，白鳥節子，石沢彰子，小林和佳子，金子るみ子，畠中亮，竹内寛，吉田百合恵，近江なよこ，竹内和夫，小野良子，武隈花枝，飯
島勝文，鳥本恵子，佐竹弥志子，赤澤幸子，嶋闢セツ子，佐藤令子，菊地栄子，有馬洋子，野沢香代子，東志京子，大玉文子，宮本紀子，菅原良子，
藤田壬巳，西谷暎子，岩城マキ子，西村光恵，猫宮裕子，本間幸子，村田瞳，闍橋洋子，斎藤好光，立花このみ，片岡一郎，坂田薫，中川秀子，中
川知香子，有末太郎，中内雅子，岩崎雅子，亀田徳子，稲葉謹也，宇佐美彰子，桑島幸枝，山室知晴，前田慶子，田村喜美子，茂木繁，茂木賢一，
石塚真千代，水沢真奈美，加藤弘子，加藤義則，三村鶴子，森令子，長澤立志，久米愛子，加藤則子，垣内充子，山際万里子，南部則子，樋口珠枝，
黒沢伶子，山根巳己生，山根加津子，松浦有希子，大川梅乃，大川弘美，大川春彦，鈴木知美，斉木嘉勝，加藤喜和子，丹羽照美，石塚万里子，長
谷智恵子，笹井トシ子，北野仁，酒井栄子，鐚西進，横山考，岩木豊一郎，石原昭子，市呂道江，南るい子，市川伸幸，北孝子，佐々木良子，小柳
英子，丹藤清子，瀬川智恵，杉野喜美枝，水島美登利，三本木博，山田正明，湊しげ子，増田孝子，鐚西和子，竹島清子，大杉千恵子，藤森ノリ子，
城地照子，松浦雅子，長瀬恒子，千嶋華代子，中村チヱ子，西出光岐，鈴木紀江，三浦郁子，田口志津子，石川亜希子，古谷美智子，浅野目美和子，
清水玲子，吉田弘子，本田保世，佐藤ナオ子，阿部幸子，和田陽子，川村笑子，杉山久子，佐藤麗子，福井由利子，原田龍一，佐々木佑子，川端一
子

五十嵐典男，五十嵐時男，五十嵐郁男，五十嵐かつゑ，工藤セツ子，鎌田祥悦，菊池良平，森内登志子，熊谷良子，熊谷一敏，
白川典子，小林明子，大嶋典子，大嶋壮介，大嶋千早，和田玲子，野田雅子，森愛子，森康彦，藤原史華，田村正義，田村恒

子，角田玲子，角田純一，角田むつ子，角田和歌子，沢頭明子，沢頭正人，中西節子，加賀央樹，加賀利生，加賀教子，工藤歌子，工藤猛夫，播磨
真砂子，田中ちえ，鈴木健司，闍橋千鶴子，闍橋トシ，闍橋武司，高橋武司，山内一哉，法量三枝，石井八重子，松浦満子，宮古育子，加賀薫，岩
間恵子，遠田京子，加賀れつ子，秋元和子，沢目正俊，雪田義人，田沢すみ子，沼田宏子，古舘あつ子，小野恭子，海上静枝，尾形節子，尾形直家，
木村ムツ子，小橋一夫，夏堀桂一，橘礼子，沢谷紀美子，大久保孝義，千葉みどり，倉岡京子，沖沢とわ子，蒔田フク，高井ユカ，宮沢崇子，松本
京子，平田恵美子，武井さつ子，佐々木秀美，雪田義昭，川村ふさ，石倉雅子，石倉聡子，成田薫，成田誠，沼田康，沼田美穂，石倉利博，佐々木
ミヨ，小笠原牧子，佐々木たき，西村綾子，太田栄子，佐藤たけ，古舘タケ，佐々木みゑ，下川原タミ，秋元貞子，五十嵐てい子，佐々木明子，土
崎由香子，高橋美代子，工藤みつ，田中サイ，山端和子，杉沢朝子，東きくえ，布施泰子，山田功，元木キン子，豊坂勝雄，豊川喜代子，竹ヶ原悦
子，橋本俊子，下山ヤス，闍渕康子，和島茂穂，小笠原栄子，小笠原光男，小枝克子，田村きみえ，下村一枝，鶴賀泰美，鶴賀恵子，吉岡政和，堰
野端みつ，立石孝治，貝森慶一，石岡るり子，横内栄子，藤田逑子，奥村吉昭，奈良虎光，長谷川弘子，野坂恵津子，小山順造，浜中啓子，加藤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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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木立つよい，手倉森眞喜子，前田早苗，川村和，池田健一，大澤みち子，根市敏子，田中舘リヱ，菊田広子，西舘一恵，三浦真知子，三浦文子，
山口恵美子，渋谷光子，渋谷達也，渋谷純子，渋谷公子，渋谷敦子，渋谷博，古本昌子，中島加代子，沼沢京子，蛯沢貞子，三浦淑子，鐡川かず子，
石田由紀子，熊谷浩美，熊谷剛，熊谷睦美，三浦宏子，佐々木桂子，鈴木寿子，瀬川俊宏，鳥谷部弘子，鈴木滋子，上山文男，明戸利一，一山義夫，
佐々木周子，上野せつ子，小笠原チセ，鐡田由子，川村美智子，闍橋弘子，山田キヨ，吉岡龍子，中田理恵，笹原典子，中田文雄，久慈悦子，石橋
久子，大上赫子，高橋恵，高橋由香里，木村三千代，阪西あけみ，鳴海ミキ，林マサ，鐚西保，川原イツ子，金康子，兼田富子，新毛ミヤ，木村進，
松ヶ崎トミ，松村欣一，山内テル，闍橋フミ，大崎アイ子，松橋フヨ，松橋千尋，田中信子，大場ミワ，沼山はるみ，木村弘子，菊池トシ子，細越
祐子，金平せい，赤坂ミサ，大久保トヱ，田名部トシナ，高村幸雄，高木早苗，小谷地榮，中澤とき子，中出ミチ，岡前トミ，横道ヨシ，高橋洋子，
鈴木信子，中城京子，川勝和子，木村トキ，加藤弘志，村井タマ，大貝富士子，滝沢利子，金田順子，鐡川チエ，大井徳子，中山節子，下斗末光，
渡辺君子，清水美知子，荒木田マツ，鈴木光，名久井京子，小泉容子，Etsuko Hatabira，長内カヅエ，古川京子，山本いつ子，福井のり子，佐藤美智
子，舘前定鐡，椛本アイ，星一郎，坂本幸，野沢紀美子，野沢光義，和田ヒデ，山本紘子，稲垣苗栄，金村育雄，新屋敷光代，新屋敷廣，五日市勉，
堀合清廣，立原勝子，吉村かち，佐々木和子，神勝幸，音喜多久美子，藤澤陽子，佐藤トキ子，丸山知子，小山廣治，立花靖子

沼田攝子，大坪福子，岡市弘子，阿部ひさ，阿部守雄，小笠原 子，藤原テイ子，近藤美恵子，泉川弘子，柴田ケイ，高橋園
子，菅原ノリ子，佐々木セン，片方玲子，菊池昭子，阿部美代子，松岡康子，菅沼睦子，川原幸子，千田新子，嶽間澤朔子，

嶽間澤守，浅野かず子，昆野太子，後藤朋，稲野恵美子，林崎光，志村イソ，三上範雄，三上けい子，細屋鐡子，細屋謙藏，志田佳民，古川登喜，
斉藤カツ子，大島ひとみ，八重樫マリ，小原京子，木村愛美，大沢君子，闍橋暁子，田村昌達，田村庸子，藤井康宏，藤井温子，昆佐津子，瀬川愛
子，遠藤和男，遠藤アサ，遠藤三和，吉田三佳，田村光枝，関山幸子，津志田寿悦，津志田富士子，田村千鶴子，田川幸恵，田川信雄，五日市幸子，
五日市博，畠山フミ，伊藤典子，工藤レイ子，加藤由美子，加藤直子，工藤孝子，邊見麻紗子，佐々木美枝子，戸津英男，馬場栄子，佐々木クニ，
佐々木敞，闍橋キヌ，闍橋操，戸津薫，澤野スミ子，澤野耕一，村田エミ，米田牧子，藤野栄一，河野千恵子，小川幸子，佐藤時子，佐藤京子，滝
浦豊吉，山口雄二，村上サダ子，千葉洋子，鈴木佐登子，鈴木ヤス，川村文芳，田村君江，小野沢京子，小田島アサヨ，熊谷ワカ子，菅野幸子，鹿
野美保子，阿部良子，柴田とし子，福永洋子，星山美恵子，長岐文子，山崎征亮，山崎早智子，高橋マス子，櫻井美枝子，佐々木詔子，菅原利子，
佐藤京子，浅沼道成，浅沼昌子，成迫やえ子，伊藤幸子，中野和子，古屋敷郁子，雪ノ浦京子，高野トミ，及川瑠美子，斉藤希恵，高橋敏，佐藤利
重，尾田テイ子，佐々木素子，昆祥子，田中倶子，山屋和平，境田房子，浅沼和子，松橋律子，水本明子，水本栄光，多田栄子，佐藤キエ子，佐藤
典子，宮恵美，伊藤英樹，伊藤京子，佐藤時夫，伊藤テル，伊藤亜希子，鈴木スズ子，長闢ヨシ，長闢綾子，長崎幹雄，岡村勝子，金野喜美子，菅
野喜一郎，小山陽子，小田尚孝，小田セチ子，日野美佐子，金野勉，横澤省三，菊池喜八，大槻久子，藤沢 子，植村生子，田村のぶ，伊藤喜美子，
須賀原アヤ子，熊谷芳子，古澤信子，澤村幸子，赤坂千枝子，菅崎祐弘，元木トモ，菅崎守，斉藤幸子，八角和子，高橋紅子，佐藤タカ，八角順子，
八角有紀，武田フユ子，寒河江律子，菅崎タノ子，坂本フサ，伊藤喜久子，伊藤須美江，加藤勝子，武井和枝，闍橋絢子，高橋弥須子，八重樫ルミ，
菊池正見，佐藤幸栄子，佐々木律子，金野チヨ，白藤千恵子，石渡鉄信，石渡よし子，千葉愛子，高橋国男，阿部鈴子，清水麗子，菅崎祐弘，菅崎
弘典，菅崎久子，菅崎興七，菅崎フク，菅崎久恵，菅崎敦子，咲山幸男，咲山正明，菅崎弘幸，菊池洋子，志村東司，遠藤健，高橋アキ子，梶田美
保子，小笠原博司，吉村かおる，遠藤勝哉，遠藤きぬ子，及川信次，山本カツ子，佐々木松江，中田たか子，猪狩耕一，猪狩富郎，猪狩捷子，長瀬
惠実子，宇夫方正義，宇夫方博子，及川昌子，佐藤陽子，小原のり子，松橋セツ，氣田英子，川上ちゑ，長沢憲助，小川鈴子，東條君子，小田島明
子，山本智美，長岡セツ子，村田保夫，中村カヨ，及川英俊，附田和歌子，小田由紀子，釜道浩，千葉真喜子，八木澤アヤ子，千葉美津子，山崎明
子，山崎卓治，工藤眞智子，工藤豊，工藤路美，栃内泰子，八幡孝行，八幡ヤエ子，川崎真里，卯月崇良，川崎邦夫，加藤喜美子，宮田久仁子，工
藤満里子，堀田光子，畠サヨミ，佐々木芳子，鈴木喜恵，鈴木和彦，根口良子，長沢憲助，及川英子，玉澤ヒナ，玉澤繁行，野闢在子，佐藤松二，
佐藤洋子，杉浦太，杉浦冨美，千葉俊子，冨岡慶子，大森承子，関口ユカ，照井民子，小瀬川ちはる，闍瀬朝子，平賀悦子，平賀睦美，小形笑子，
五内川由紀子，小笠原育子，佐々木タヨ，柳原愛子，外舘恵，菊池靖子，伊藤冨貴子，小沢洋子，青木英博，青木みつ，高橋セイ子，高橋秀男，闍
橋秀紀，木村幸三，木村美由紀，久保好宣，闍橋利昌，藤原憲子，小田島茂子，盛岡秀代，佐藤カツヱ，藤原エイ子，八百板良造，佐藤圭子，佐藤
将展，佐藤恭子，大沼満喜子，戸田三枝，佐藤カヅ子，豊山れい子，豊山成春，千葉カヨ，田中トモ子，寺沢正直，寺澤泰子，吉田テル子，東充子，
菅原光子，佐々木丸子，工藤キクエ，村山敦子，遠藤大和，加藤 栄，三田村弥生，工藤静江，小綿節子，小綿理佐，昆野光子，崎山綾子，吉田久
志，吉田ミオ子，黒田玲子，黒田隆治，軽石志津子，武田伸子，佐々木理，佐々木浩一，佐々木聡，佐藤隆，高坂恵理子，志村正博，斉藤順子，高
橋恭治，清水和子，田代稔，田代恵美子，内田英夫，八幡文和，所博幸，池田スミ子，阿部尚武，阿部千鶴，佐藤ゆかり，安藤チヨ，郡司彬子，闍
橋サヨ，平賀満子，小原清孝，小原節子，佐々木仁美，大場和子，平澤美英子，河本範子，三田光子，菊池弘子，金子哲夫，金子忍，金子哲仁，阿
部由紀子，照井法子，管野潮子，藤原妙子，山口鑒子，阿部ミツ子，阿部正典，阿部ミホ，阿部匡四郎，田村和子，堤麗子，堤光夫，工藤美智子，
工藤次男，工藤明人，伊藤恵美子，松村恵美子，橋場憲子，松村好子，滝口スミ，伊藤ヤス，皆川ミエ子，澤口恭子，澤口充，野沢冨貴，野沢昭勇，
田中静子，田中進，及川孝子，及川彰，佐藤和子，藤野瑞惠，星智子，星衛，関沢道子，細屋麗子，藤澤マサ，畑中敏子，千葉ヒロ子，菅美智子，
小野寺ふく子，小原正代，出羽式子，菅谷京子，山本しづ江，佐々木洋子，遠藤ハル，小野寺岩子，佐々木妙子，堤世知子，室月洋子，上村ふみ子，
太田素代，太田直利，谷藤倶子，工藤昌一，工藤恵美子，小川和枝，樋口了子，谷藤テイ子，村上清子，星川光枝，今渕鰓子，今渕正，渡辺佐知子，
関洋子，山田泰子，山内睦子，澤口和子，菊地佳子，重茂輝子，村井裕里子，石井正子，小野寺左妥子，小山田マサヱ，三浦トヨ，五十嵐としえ，
川代みち子，伊藤千枝子，伊藤イマ，梅原弘訓，梅原清子，昆範子，伊藤從子，小原文子，高橋敏子，高橋英子，高橋淳，闍橋参四郎，川崎文子，
川崎泰，佐々木利子，蜂谷淳子，古舘盛男，古舘静江，西堀洋子，袴田千恵子，菊地松子，米倉和子，清水京子，藤澤匡，藤澤サヨ，藤澤亘，藤澤
香織，藤澤清，藤澤裕子，工藤早智子，小山田滋子，松江芳江，寺田陽子，後藤正子，菊池久美子，斉藤美代子，長澤洋子，斉藤キクエ，藤田ツヤ
子，小原省佑，小原一穂，関里佳，松尾睦子，川崎文子，川崎雅子，阿部マス子，川村順子，花坂裕見子，田中節子，小宮曠左，原田康宏，福島純
子，福島大地，福島茜，菊地ミネ，菊地素子，工藤佐一，工藤 ，近谷光子，本舘悦子，兒玉光郎，兒玉加壽子，志水武子，蝦名將甫，日向幸，冨
岡慶子，岩渕フジエ，根口良子，前角地美代，三浦弘明，阿部逞，松澤牧雄，菊池由喜子，川村和子，菊池荘三，菊池ユミ子，吉田昌子，大山典之，
茂野幸子，佐藤有子，中野芳子，佐久間ミツ，三輪喜代子，及川アサ，関村華子，都築ミヤ，田村昌子，斉藤弘子，鈴木勝也，柴田旬弘，松本千枝
子，柏茂，柏紀子，高橋美子，及川陸男，田村千鶴，田村耕子，田村征夫，平出リツ，根本泰子，盛合伸子，横田栄子，中島和子，雫石健，雫石伸，
原口紅子，内山洋子，雫石三佳，雫石トシ，雫石達，伊藤ミキ，横手みちる，横手清，佐々木幾子，赤坂郁子，金田信子，多田悦子，佐藤トメ子，
工藤泰子，細川佳子，北キミ，北敏昭，伊藤哲雄，伊藤隆，熊谷富美子，山口マサコ，池野蓉子，佐々木ふさ子，新里善，石井當麻乃，川島道雄，
川島潔子，向栄子，石川奈奈子，佐藤敬，松本麗子，佐藤カスミ，菅原洋一，伊藤カズ子，後沢捷子，高橋キヨ子，佐々木良子，菅原圭子，橋本英
明，及川弘子，石川千賀子，千田道子，千葉アツ子，鑞本和子，菅原晶子，千葉由香利，千葉優，砂子田智堅，佐々木英子，高橋知子，及川紀子，
千葉幸子，懸田美代子，佐藤和子，洞口喜子，佐々木陽子，及川英子，遠藤栄一，菅原成子，小林保，斎藤桂子，鈴木久子，吉田キミ，佐々木邦子，
佐々木勉，臼木里美，一戸みよ，川村妙子，高橋清治，佐々木松之助，岩根節子，吉田キミ， 村利雄，菅村晶子，吉田トシ子，田中軍時，田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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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美，藤原淑子，藤澤シゲ子，伊藤義明，佐々木匡，木村英一，高橋蘭子，千葉善治，梅田直子，小林禮子，杉村志津子，田中智子，田中正栄，星
川裕幸，岩渕英子，佐藤ハチミ，高橋タマ，熊谷アキ子，佐々木邦子，佐々木ユキ子，郷右近サツ子，菊池一夫，宮澤秀子，三浦康江，小原テル，
伊藤リン，佐々木ケイ子，小沢とみよ，田代稔，高橋宏子，大闍喜与子，北村宮子，高橋禎子，菊地美江子，高橋岸子，松岡トク子，千葉眞佐子，
小野寺春代，関村定子，立花幸子，立花美智，阿部末子，菊地哲治，斎藤カツ子，岩渕美智代，及川みどり，菊池文子，闍橋玲子，荒沢ミキ子，沓
澤栄子，沓澤圭之，前東スヱ，藤原俊子，坂入専司，本田陽子，田口照子，鈴木トセ，伊東あつ子，伊東光成，小笠原恵美子，星合祐子，少路まり
子，高橋恵美子，櫻野節子，太野照江，佐間山けい子，小山内智科子，石川美智子，上村裕子，小野寺久仁江，渡辺郁子，佐藤たえ子，佐々木敬子，
遠藤ハツミ，森トキ子，関山定義，兒玉康史，松坂タケ，鈴木博子，浅沼節子，三宅俊明，三宅敦子，佐藤喜美子，川村陽吉，白土幸子，本宮和子，
佐々木時子，藤田良江，菊池恵子，寺地弘一，寺地友子，近江秀子， 村アヱ， 村勇，渡辺昭司，伊藤ミチ，内藤律子，村上テル，両川寛，高橋
孝司，盛田實，佐藤れい子，多田里子，遠藤純子，高橋セツ子，下村昭治，下村美穂，村田光史，村田陸子，本宮洋子，皆川キヌエ，欠端ナミ，中
村富佐子，村山正子，荒谷光江，中嶋正子，小野寺貞子，田中久子，森岡隼祐，村松亜希子，大向小奈枝，森岡孝朗，森岡久美子，森岡隼人，下坂
道代，五十地定吉，五十地時子，五十地吉信，田中三枝子，坂入千恵子，竹内律子，小笠原勇次郎，伊藤茂，沼田昭助，井上多恵，阿部良子，細川
豊喜子，松村淳子，黄川田純子，田口礼子，香森美代子，飛沢五十子，堀養子，大坪京子，吉田益子，小笠原キヌ子，久慈至弘，坂下名作，小野寺
康，穴澤京子，佐々木秀子，大屋キミ

前田直美，富樫富喜，富樫由美，大槻さち子，大槻信大，鴨池治，大友孝子，武井忠昭，佐々木クミ，鴨池シヅエ，闍橋利子，
中沢みつゑ，島裕子，阿部光子，千葉恵子，松村千枝子，中里とき子，阿部マキ子，闍橋ひとみ，北村丈生，山田郁子，相澤

秀子，松川愛子，吉田恵子，斉藤かつ江，大橋早苗，鈴木とも，木村信子，永沼かう，檀闢りき，小野忠昭，和泉広子，工藤泰子，山内みさを，闍
橋明子，遠藤かつ子，半沢多美子，梅木三枝子，高橋佳子，中島通博，大山孝子，山名昌子，吉田かづ子，清田秀子，大村照子，宮澤尚子，佐藤恵
子，鈴木琴美，細倉幸子，加藤光一，柴田きみゑ，笠原多香，笠原元彦，鷲見佳胡，加藤圭子，渡辺芳枝，石川瑛，我妻ヤイ子，銭谷由希子，渡辺
紀子，加茂ひろ美，山岸良子，住吉曉子，三浦栄子，佐々木栄子，及川正子，嶺岸美津子，佐藤道，國賀恵久子，浅川春美，埣浦美枝子，岩間郁雄，
三浦晴美，桜井京子，杉山ひろ子，宍戸浩次郎，阿部チヨ，遠藤利子，丹野桂子，菊池多美子，闍橋すい子，田中多喜子，岩金紀子，佐藤好伸，阿
部満喜，三浦孝，青池節子，渡辺良子，境慶子，藤原広子，佐藤高子，南雲庄治，岡きい子，鈴木みつ子，星豊子，木村八重子，渋川ともえ，古山
千恵子，山内あき子，菊田美之，永沼かう，石田さと子，高橋たみ，小西征子，渡辺隆夫，坂井厚介，佐々木翠，菅原玲子，大槻浩二，塚原キヨ，
塚原保夫，塚原淳史，塚原弘子，奥山眞理子，佐藤豊子，松野順子，安藤正江，菅原智行， 原京子，小林敦子，石田美和子，斉藤テツエ，寺嶋眞
子，鈴木志津子，畠克子，細浦新子，横山栄，吉藤澄子，宮本勝子，闍橋マリ子，伊藤京子，半田幸子，桜井康子，久瑤子，舟山淳子，遠藤よしゑ，
中沢きく子，伊藤まつ江，千葉道子，川村英子，川村通博，山口チサ子，山口浩，紺野有為子，西尾年子，後藤陽子，舟山昭子，舟山勇，阿部英貴，
小野沢昭一，菅原幸子，荒関富子，及川かつえ，星直子，高橋孝子，阿部マサ子，佐藤芳子，菅原なち子，菊地ヨシノ，徳山清子，中沢かつ子，二
瓶靜子，木村よし子，寒沢チエ，市川秀子，市川信夫，公平みつ子，西木典子，西木博幸，斎藤孝子，馬渕佐枝子，大竹洋子，進藤正子，千葉英子，
山本淳子，斎藤禎子，永澤要子，永澤マリ子，阿部タエ子，及川延子，荒井眞左栄，佐藤伸子，丸山れい子，大越陽子，福田幸子，豊田みつよ，鴻
巣俊子，多田早苗，高橋正志，川原恵美子，佐藤英子，佐藤勝，小野寺玉江，三浦一人，三浦由美，安東信，青島斐子，青島勇，斎藤てる子，鈴木
一子，小野寺京子，伊藤幸子，尾形マキ子，斉藤登美子，神邊たい子，神邊金次郎，三野宮光子，村上かつ子，奥原かづ，小山玲子，吉田カツコ，
大坂安子，村上かち子，星野一子，星野宏幸，佐藤たみ子，高橋良子，畠山恵子，阿部恵子，阿部つぎ子，阿部かほる，森田悦子，三浦よし子，今
野昭，加藤祐一，藤谷貴子，亀山美津子，今野栄子，大竹秀男，熊谷睦男，大森富美，大森康市，山口誠一郎，森田なおみ，佐藤かほる，白鳥わく
り，本郷伶子，佐々木八重子，斎藤光子，村井和子，闍橋いわ，山岸妙子，丹栄，佐々木幸子，千葉きよ，浅野敏子，佐々木理恵子，丹節子，上沼
勝子，鹿島眞理，岡野範子，松田博恵，小川和泉，菅原霜子，堀妙子，阿部弘子，阿部和子，児玉妙子，児玉晋作，中村正輝，門傅晴夫，小島文雄，
阿部芳吉，阿部章子，菅野ふじゑ，大瀧ツネヨ，及川勝子，大友善樹，大友万由美，岡野静子，岡野れい子，吉田龍八郎，宇津井彰子，大山敬子，
鹿島五郎，倉田洋子，丹野紀子，山田わか，高橋美津江，宇津井良子，矢部雪子，能美文江，鹿島芳子，山田幸男，佐藤泰子，菅井キクノ，上石い
ち子，萱場多津子，大町紗智子，伏見きえ子，中野盛子，星野ひろ子，伊藤巖，円谷静枝，大島啓子，大島縄，川上文子，高山きゑ子，佐藤隆夫，
古田周子，橋本久子，桜田けい子，山田俶子， 原幸子，畑山優子，桜田けい子，佐伯美佐子，闍橋富子，闍橋和子，荒川孝子，川守田正男，小鐐
桂子，久慈サキ，山田成子，相原とも子，會田禮子，山崎光男，山崎清子，渋谷康子，高橋アサ，高橋寛，小野寺浩子，小野寺東一郎，小野寺東太
郎，闍橋一悦，草野和子，山崎良子，千代田紀美子，早坂文子，早坂義雄，宇野一枝，斉藤つや子，我妻礼子，沼田幸子，小野寺徳子，駒谷三枝子，
小森弘子，駒谷悟，西倉康二郎，西倉草子，西倉かおり，尾形タキ子，西倉大太郎，窪田和子，窪田美鈴，窪田武雄，清野栄子，星里美，星善二，
小田川良雄，小田川かつ子，今泉信子，加藤光子，遠藤美恵子，国副澄子，笠松正隆，笠松ひさ子，高橋恵美，千 民雄，佐々木秀子，千 昭夫，
花渕美喜枝，佐藤一子，市川宏，佐々木千賀子，森谷丈夫，市川利光，小野寺恵美子，千葉トミ子，二瓶喜代子，岩佐スエ，鈴木愛子，工藤文義，
今村幸子，藤田秀人，石田邦雄，佐々木信男，竹山百合子，佐々木妙子，高橋芙沙子，闍橋多恵子，堀良昭，星幹子，若生裕達，蒲沢雪子，加藤あ
きよ，河村輝子，木村明子，若生和子，若生裕二，赤羽秀子，吉田恵美子，白石美代，若生喜与子，佐藤隆夫，堀きよの，佐藤せつ子，佐藤みつ子，
千葉房子，首藤俊一，菅原文子，高田登喜子，西村玲子，松井恵美子，小野寺幸子，伊藤京子，菊池洋子，菊田敬子，水上香苗，藤野敏男，伊藤明
子，佐藤愛子，丹野かよ，稲冨まき，千葉幸子，本間しづ子，大内倉子，廣野幸一，廣野幸夫，広野茂代，河野裕子，岩間弘邦，岩間京子，川崎洋
子，沢登尋子，真山江美，大場きよ，二科潤平，磯陽子，青島ちか江，磯久保，磯恵子，池田照子，増井久夫，三瓶章続，池田友美，吉田恵子，塚
本絢子，狩野藤江，小幡谷京子，小山満里子，竹内敏子，川波一秋，松浦恵里，赤津民子，河東田ノブ子，庄司かじ子，及川江さ子，林崎きみよ，
相澤淳子，石田睦惠，石田瑞惠，森芙貴子，鈴木かつ子，箕輪和子，相原磯雄，相原あけみ，森トモ子，河村政子，峯岸とし子，小柴徹修，小柴勢
津子，猪又征夫，川波慶子，井出愛子，平島敏夫，坂本佳隆，平塚里美，沼田とし子，沼田さち子，大村稜威雄，松浦美智子，本郷礼子，桜庭民子，
多田京子，栗野和枝，粟生田三男，清野美智子，宍戸恒明，菅野幸子，加藤てる子，藤井直貞，太田ふじ子，石岡邦子，板垣征夫，荒川廸子，星峯
子

田中征一郎，藤原ジュン子，畠山ケイ子，鈴木あつ子， 道子，加藤貴美子，吉川由美子，稲荷チヨ，町本弘子，藤井イヨ
子，杉山誠子，鈴木トキ子，高橋郁子，藤田一枝，柴田吉子，高橋陽子，鳴海誠子，栗山明子，坂田久子，小山元子，加藤洋

子，山田則子，矢吹治子，佐藤良辰，佐藤和子，片野まり子，讃岐谷省一，福田邦雄，高橋悦子，桐越由美子，渡部陽子，高橋薫，原かねゑ，鎌田
紀子，松野叡子，酒出兄悦，町本榮子，渡辺良子，桝寿子，井上房子，黒沢克子，楢岡真佐，藤村カツ子，熊谷三郎，畠山浩道，赤羽岸郎，寿松木
直子，闍瀬知子，戸松時子，坂本絢子，渡部小喜子，山崎恵子，石川京子，鎌田クニ，湊光弘，本山照美，武田紀，闍山カヂ子，仙北屋ミヨ，湊ト
シ，大曲太極拳同好会，最上許子，沢田栄子，西村朋子，千葉真里子，大川彰子，鈴木儁子，石河悦子，古家牧，小原八重子，斎藤美雪，佐藤久子，
内山節子，築地恭子，鈴木歳巳，阿部トク，熊谷ハル子，相沢貞，佐々木百合子，伊勢谷裕子，富樫キミ，大島利子，笹岡哲，笹岡泰，笹岡峻，吹
浦紀雄，吹浦東子，加賀谷典子，田森厚子，小林幸子，渡部光夫，渡部満子，小川恵子，高桑朱実，高桑隆，武藤スミ，鐡田まり子，佐藤栄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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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八重子，高橋あや子，高橋一雄，高橋てつえ，渡辺ヤヘ，工藤護，佐藤剛，佐藤京，鈴木昭良，笹岡昭平，笹岡恵子，清水八重子，清水信夫，
佐藤あき，林みき子，林紘次，佐藤カ子ノ，柴田キミ子，信太多栄子，信太秀四郎，横山智也子，横山治夫，工藤孝子，大泉裕子，中泉和人，石井
洋子，山川一郎，藤原篤子，花田泰子，木内満，木内靖子，菅原愛子，富樫美和子，国枝あつ子，楠見清，山口隆弘，菊地冴子，闍橋ゆき子，伊藤
主計，伊藤道子，楠見恭子，中泉ひな子，国枝あつ子，佐藤サヨ子，小塚満里子，船木昭子，長浜谷智子，相川信子，千葉洋子，佐川武，斎藤絹子，
川辺教子，柴田昌子，荒川三雄，近藤雪恵，舘岡公男，石川俊子，大森民人，富樫美和子，斉藤エシ子，橋本才子，江幡幸子，平山勇，平山周子，
渡部敏子，石戸谷郁子，笹館正子，水谷照子，伊藤真里子，島田アイ子，田代テル，黒渕恵子，星美智子，田原圭子，小林昌子，藤井フミ，大和ス
ヱノ，大野重雄，柳田彰子，秋山リツ，三浦ミチ，本間生，佐々木祐子，佐藤智子，柳沢昌子，三浦和雄，桑原キサ子，石村照子，堅固山ミドリ，
須田由希子，川村則子，大日向孝喜，三浦政一，三浦祐子，鈴木和子，藤谷正，奥山鈴子，小野節子，小棚木栄子，新目和子，安藤栄子，鎌田淳子，
佐々木ミヱ子，後藤ユリ子，奥山和子，伊藤奈名子，伊藤征男，石村昭三，後藤眞紀子，北條ケイ，高橋宮子，本庄弥寿雄，闍橋久美子，渡邉洋子，
猿田桃子，畠山良子，伊藤功恵，熊田節子，中嶋はつ子，高橋薫，稲庭秀司，澤田石京子，渡部恵美子，安井英幸，桑原孝三，三浦洋子，榊田惇子，
松橋里美，塩田安子，佐藤まり子，小笠原優子，町井久良，岡田敬，岡田紀子，吉田利花，鐡田和枝，川口俊男，須田眞規子，斎藤寿子，富田洋子，
吉原美菜子，佐々木幸子，斉藤晴美，須田ヨシ，桜庭彩子，信太勝子，相原紀子，門間美智子，村上ユリコ，小玉珂那子，小玉泰彦，石川志保子，
小野峰子，畠山芳子，菊地邦子，松田久子，村上敬二，伊藤カネオ，伊藤志保子，齊藤江利子，佐藤節子，京野雄子，石井千世子，佐藤郁子，上杉
ヒロ，闍堂史子，加藤雄治，加藤洋子，鈴木咲子，大井文子，鈴木典子，星野和子，長沼栄子，工藤滋子，熊谷昭男，熊谷敏子，菊地玲子，鐡澤禎
子，根本ハナ，松橋泰子，千葉徳子，鈴木了子，佐藤洋子，小原千昭，毛利敦子，仙北屋妙子，渡辺茂雄，相馬薫，加賀谷早苗，青谷トミ，鈴木豊
子，池田啓子，中野厚子，加賀谷敏子，金森千佳子，小田嶋ヤヱ，三浦憲子，藤井芳郎，佐々木久子，池田令子，米谷綾子，闍橋貞，松田京子，加
賀谷ミヨ子，闍橋正子，田口忠雄，滝沢妙，今野エイ子，小野八重子，仁部靜子，秋本聖子，今野愛子，鈴木恵美子，今野美也子，鈴木リツ子，高
橋豊，桧山澄雄，堀井敦子，三浦ミヨ，仁部キヨ，下間キミ，木村テイ子，畠山昭子，泉洋子，佐藤弘子，鈴木栄治，杜陽子，湊カズ，吉川満里子，
長雄昌子，高橋優子，伊藤陽子，谷藤紘治，鈴木栄治，高橋久子，村上サト子，伊藤啓子，小川賢悦，佐藤勝行，奈良ヒロ子，奈良昭夫，真田英子，
沼倉美子，高橋光子，福土繁蔵，佐々木ミホ子，小野寺アツ，加藤アサ子，坂本レチ子，藤原フミ，川原弘義，田尻順子，山脇ミヱ，武石テツ，闍
橋幸子，大友悦子，佐々木信子，牛上厚子，渡部憲子，日比野牧子，阿部アヤ子，土場ヒデ子，闍橋ヤエ子，泉侑子，加 信一，小玉冴子，伊藤幸
彦，佐々木悦子，矢野知子，佐藤豊子，柴田ヒデ，鈴木智子，松井美木子，高橋ノリ子，佐藤トク，渡部美智子，田原忠男，北嶋寿美子，舘岡良子，
京野ミワ子，佐藤悦子，沢田石礼子，阿部キヨ，石川昭子，小玉泰成，栗山トシ，栗山弥一郎，佐々木玲子，藤田尚子，堀井鷹子，伊藤洋子，今野
恵子，佐藤経子，佐藤アツ子，佐藤カネミ，加藤和子，縄野了二，鈴木悠子，池田アキミ，佐藤さち子，三浦明子，鈴木和美，千葉昭子，柴田道子，
木村由紀子，佐々木文子，渡辺綾子，伊藤幸子，伊多波玲子，佐藤菫子，加藤イマ，西岡百合子，照井ユキ，加賀谷恭子，保坂フミ子，佐々木京子，
小笠原ミヤ子，佐藤順子，菅原和子，藤原捷子，本田ユリ子，山口鐵治，山口カネノ，佐藤節，中田幸子，藤島公子，森厚子，阿部妙子，小田原制
子，小野良子，大日向敏子，黒澤悌子，棟方誠子，斎藤ミツ，進藤峰子，鎌田テルヨ，青山みち子，内藤光枝，佐々木チル子，伊原タカ，成田圭子，
相場博，相場法子，大石和加子，松川チヨ，佐藤京子，安田和子，闍廣昌子，加賀谷道子，大坂孝子，金坂慶子，加藤アキ子，沢木カツ子，藤原郁
子，奈良弘子，高橋祐子，照井陽子，工藤恵美子，沼田セツ，三浦幸子，小野ゆき子，田口和子，中田律子，玉井寿子，塩屋公子，奈良連子，佐々
木淑子，福田珈代子，伊藤順子，高橋マユ子，渡部恵子，小武海美枝，鎌田春江，高橋達雄，猪俣惠美子，桜田寿子，佐藤明美，闍橋公美子，闍橋
千春，渡部良子，樋口和広，佐々木郁子，大場愛子，闍野幸子，樋口文子，若狭金子，若狭良一，若狭弘子，川上裕子，武田ちか子，沼田久美子，
城文子，堀井純一，堀井田鶴子，佐藤忠志，八柳洋子，田中紀代美，千葉陽子，TIM ERNST，草 玲子，渡部真理子，佐藤桂子，田村ひとみ，田村
俊子，小森香代子，村山朋子，政岡良子，福田弘子，三浦洋子，八巻俊子，相馬良子，河田知子，齋藤幸一，小松由美子，亀井沢栄子，小原サツ，
島田久子，福土テイ子，矢野幸雄，阿部凉子，藤原トモ子，斉藤嘉代，塩田加代子，堀井ノリ，竹内イネ，田口和子，深谷信子，金森久子，佐藤喜
和子，渡部末子，佐々木キヌ子，土田治兵衛，土田蝶子，土田裕志，船山睦子，土田邦子，柴田タケ子，佐藤直美，宮崎順子，小城鋭子，原田節子，
千田マサ子，矢野キミ，矢野徳治，川崎靜夫，斎藤順子，佐藤句美子，三村英子，三浦盛子，杉本節子，伊藤栄子，首藤喜久子，東海林瀲子，岡見
サツ子，田中和子，河原蓉子，小松文子，伊藤政子，佐々木リン，永田勝代，小泉リツ，菅原京子，闍橋 夫，竹村睦，今野澄子，加藤歌子，鈴木
啓子，鎌田チエ，佐藤テル子，小西弘明，小西寿美子，小林美代子，村上ハツ子，竹内貞子，大石千絵，鈴木進，能登屋茂，佐藤和子，闍田光子，
児玉喜美子，佐藤育子，笹村貞子，長門智重子，菅生栄子，新池幸夫，新池裕子，長門章，闍井フサ，闍井吾朗，田口節子，伊藤トモ子，鈴木ミエ，
大友啓子，堀井喜久雄，闍橋利男，浅妻トミ，進藤千幸，今野英一，今野嘉代子，宮本厚子，石川トミ，今野憲二，今野チヱ，佐々木恵美子，後藤
浪子，高橋晴美，大石香弥子，大石勝征，高山祐子，松塚幸子，松塚廣志，高橋ケイ子，藤井照子，雄物川町太極拳愛好会，佐藤文子，信田恵美子，
泉田幸子，後藤千恵子，後藤一雄，若松朝子，若松祐子，大塚喜代子，清水テル，鎌田八十三，須藤安子，闍田郁子，加賀屋ユリ子，佐藤真知子，
後藤伸子，小野ミヱ，佐 セツ，平沢次子，佐藤哲子，高橋ツナ，阿部公子，佐々木和夫，日野千恵子，高橋トシ，内藤良子，二瓶智恵，佐藤光，
三輪淑子，平川純子，腰山千佐子，勝原節子，二瓶日出男，川間靖子，加賀真喜子，菊池恵美子，鈴木豊，安岡富美子，茂呂忠，越前陸子，武石令
子，佐藤友子，大久保國，加藤美智子，田村カツ子，原田良子，藤田玲子，田村陽子，赤塚整子，相沢百合子，原田千代子，大高瑠璃子，田中富貴
子，今村トシ，越後圭子，小松ヤヱ，石黒美恵子，伊藤章子，阿部艶子，野呂純子，斉藤ちよ，石崎梢，藤田恵美子，中嶋叶子，松田美枝子，佐藤
比奈子，関根良一，保坂フミ，関根和子，平田安，小泉はつ江，野口よしえ，花下美智子，能上栄子，渡部邦子，久松タケ子，三浦仲子，中野哲夫，
菊地鐵志，佐々木久美子，庄司利恵子，佐々木睦子，斉藤紀子，伊藤テイ子，植田タキ子，下居美江子，石川伸子，斉藤裕美子，佐藤京子，佐々木
光子，子吉亮子，子吉三郎，長田至美，深井幸子，西村喜和子，高橋正子，勝浦勝子，進藤征子，安保京子，眞坂圭子，佐藤チヨ子，広島美智子，
竹内稔，西村朝子，堀洋子，鈴木弘子，菅原キサ子，朝香和也，朝香美保子，竹内ヨシ子，荒川澄子，幸坂由美子，佐々木明子，本田富美子，高橋
威志子，鷲尾あつ子，鈴木加代子，鈴木昌，加藤志ほ，山口優多子，高橋久，榎京子，田中紀紅子，鎌田一雄，竹内キン，河田静子，日景照子，小
林みさ子，田中敦子，澤口陽子，村木レイ，工藤幸子，佐藤イツ子，伊藤アサ，伊藤次男，佐々木節子，石川栄子，高橋アヤ子，佐藤ミツ子，藤原
淳子，阿部タツ子，柴田恵津子，柿崎睦，菊地チヨ，高橋栄子，佐藤俊子，長岩いく子，佐々木昭二，高橋篤子，藤原寿子，三春恒子，新山京子，
高久いく子，樋渡征子，高久幸子，後藤康子，井上八千子，三上田鶴子，佐藤八重子，麻生恵美子，市川俊子，佐藤文夫，沓沢克征，沓沢和子，佐
藤弘美，佐藤一樹，高橋裕子，柴田みよ子，藤木真美，阿部宗之，阿部真之，藤木明美，佐藤聖子，柴田恵子，鈴木テル，石山多美子，松井せつ子，
大森民子，阿部純一，阿部公達，藤原幸子，佐藤トミ，佐藤文雄，飯田カツヱ，飯田利蔵，西田史郎，星幸子，伊藤照子，黒川薫，下山彰一郎，俵
谷隆一，小松誠治，佐藤勇作，伊藤松五郎，奈良ナミ，大岡睦子，三ケ田敦子，柳原キヨ，佐々木ゆかり，須藤明美，小松三枝子，堀内理玖，佐々
木三見，能勢智子，堀内薫，馬場惠子，鎌田和子，小松京子，小松昭，佐々木錫子，鈴木勝子，伊藤賢二，畠山こづゑ，佐々木ひな子，村上明子，
武田一人，武田繁子，加藤洋子，矢野カネ子，藤原弘子，秋元清子，柴田静子，闍橋いつ子，闍橋勇治，高橋ミツヱ，佐々木姓，日野浩宣，日野美
智子，高橋昭信，高橋かをる，黒政和子，西村由美子，渡部佳子，石川糸子，井川すま，太田玲子，小松アサ子，瀬川久美子，今野英一，佐々木留
美，斉藤力男，工藤信子，谷口カネ子，斉藤百合子，小松幹雄，江幡寿子，堀江節子，齋藤ミサ子，上家弘子，大曲太極拳朋友会代表者　太田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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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大曲太極拳朋友会，目賀多明，高橋惠子，児玉智恵子，土田信子，小川広子，柴田久美子，柴田和久，小松サチ子，樋口あつ子， 惠美子，菅
貴美子， 誠廣

伊藤美枝子，五十嵐京子，桑原久，高橋ツルエ，開沼則子，鈴木トメ子，伊藤洋子，武田千代子，秋葉由紀子，大嶋しづ子，
秋葉正子，石垣修一，石垣多喜子，荒木邦，藤原和子，安孫子ひろみ，安孫子志乃，春田節子，松澤マツヨ，伊藤好子，闍原

寿子，滝口芳美，椎名幸子，久米本きし子，遠藤照子，佐直隆子，闍橋愛子，須貝四郎，渡辺美代子，須藤ミチ子，佐藤ミエ子，武田文子，関川俊
子，本間キク，押切和枝，鈴木久米子，小山田洋子，海藤秋子，武田俊子，白田くに代，原田康子，白田しづ子，後藤里宇子，押野政俊，滝澤トミ
エ，武田勇喜，武田トミコ，小松俊子，小松真一，栗田茂，佐藤国幸，志賀恒憲，都筑良子，枝松定夫，枝松千代，斉藤寛子，斉藤由紀子，相良美
代子，佐藤以久子，塩谷弘子，杉本成隆，杉本弘子，須藤千代子，闍橋やゑ，闍橋与吉，夏井幸子，夏井武雄，廣瀬綾子，廣瀬和弘，安藤美千子，
金山憲一，金山のり子，菊地光子，木村正志，小島幸子，児珠千代，今野俊夫，菅原令，櫻田順子，櫻田豊，田村恒一，豊田郁江，中村綾子，中山
順子，布見政助，矢ノ目瑛子，山崎真理子，山中恵子，中山脩助，舩山恵美子，安部美佐子，新開民代，斎藤利子，佐藤アキ子，金子擴子，渡辺幸
子，森田今子，滝口栄美子，笠原コト，森快子，鈴木竹子，元木富美子，熊谷孝子，土谷泰子，杉浦圀蔵，塩野量子，砂田佑子，佐藤ナツ子，闍橋
スヅカ，斎藤ツヤ子，金野禮子，元木若子，伊藤照江，村川るり子，佐藤弘，闍橋大八，闍橋昭代，鈴木栄子，相澤智子，佐々木千弘，佐々木早苗，
闍橋悦子，小野俊博，伊藤妙子，平勇一，多田みき子，佐藤ヨシ，寺内京子，小泉綾子，佐藤真理子，神尾由紀子，戸内超，近野きぬ子，松尾達也，
松尾富雄，松尾千枝子，小林幸子，佐藤敏子，村上悦子，高橋和子，中山勝雄，大河原理佐，大河原英樹，佐藤美枝，佐藤長衛，大河原登，大河原
房子，寺嶋ノブ，渡部節子，清野モト，小国トクヱ，佐藤万吉，井上和嘉子，斉藤ヨシ子，黒田節子，黒田三郎，新田さよ子，大泉健一，奥山美佐
子，亀谷千代子，菊池啓子，須貝驪子，村田由美子，鈴木政一，島貫実，橋本輝美，鈴木ヒロ子，五十嵐幹夫，小国瀬市，山川林三郎，山川多美枝，
中鉢昌子，中鉢利弘，長谷川三栄子，大泉周子，後藤瑞穂，今田範子，近野雅子，桜井チエ子，平田明子，阿部次男，後藤奎三，小松早苗，佐藤玲
子，渋谷美智子，土田静枝，土屋直美，中村友子，早坂周子，早坂ひで子，宮林幸子，長岡洋子，青柳功一，菅野瑞子，菅野長策，鈴木千重子，小
関繁子，渡辺栄，佐藤つや子，國井保男，國井ひろ子，宮嶋恵美子，生駒克子，山口仁，山口桃子，佐藤りゑ，斉藤千代，小室美智子，大場信子，
闍梨スミ，奥山優子，坂部茂子，大沼とし子，渡辺睦子，渋谷勢津子，佐藤直世，小野良子，堤千恵子，海和幸雄，山川雅，遠藤きく子，矢ノ目寛
彰，木口幸子，鈴木善三郎，平間久美子，澁谷まつ子，中鉢恭子，伊藤ケイ子，結城裕三，中鉢芳子，斎藤のぶ，黒坂静子，鈴木重則，菅原辰之助，
鈴木アサ子，黒澤茂，佐藤トシ，東海林汪江，武田みき子

佐藤安正，佐藤洋子，小野京子，山形洋一，山形敏子，田中幸子，江花邦子，鈴木武子，古山慎一，滝沢千鶴子，東海林昌子，
神田マツ子，佐藤ユキ子，安倍三郎，佐藤和子，新谷義隆，引地初子，黒羽幹子，加藤喜伊子，渡部美智子，吾妻ナミ子，泉

千佳子，猪狩弘子，伊藤律子，田崎勇，佐藤倶子，小林廣治，菊田紀子，亘理洋子，鈴木たか子，根本卓美，菅野省子，安彦昭子，本田慶子，菅野
悦雄，鈴木政史，鈴木澄江，伊藤美枝子，根本米子，藤枝佳誉子，神田敬次，井上普，松崎裕美，佐野静子，鈴木アサ子，星陽子，大島稲子，江口
キヨ，斉藤肇，堀江春美，太田富子，藤枝充，山本春代，山本忠夫，渡辺久美子，安田操子，小林典子，関トシ子，大川弘子，三浦博，田中智恵子，
内山正三，佐藤敬子，奥村弓子，岡部登志子，石沢サツ，松田良子，沖野弘子，鐡沢裕子，本田明美，篠崎道夫，篠崎瑩子，郡司澄子，水野十糸子，
木目沢義一，伊東征子，澤田文，田中一子，鳥場 ，根本美喜子，大山ヒデ子，吉田和子，伊達節子，星野恵美子，沖田としゑ，鈴木瑞枝，実沢，
星野，柚木美和子，佐藤よし，木村，松本，星信子，池田惠子，神山一，海東美奈子，荒孝一，佐藤光明，鈴木瑞枝，杉本田鶴子，飯塚道子，閑林
玲子，杉本広，杉本田鶴子，加藤キミ子，鈴木タミ子，新井千代子，冠木ミヨシ，佐藤福子，関本政子，柴田葉子，石綿鐡男，大竹孝雄，松崎美枝，
橘元次郎，小林幸子，木村きみ，木村登，小野エサ，八巻裕美子，八巻美恵子，土橋幸子，工藤万里子，浅田トシ子，赤井みつえ，水野恵美子，三
富光市，三富喜美代，村上洋子，村上善治，武藤光雄，武藤エイ子，二階堂キヨ，小松登貴子，渡辺明子，菖蒲谷伶子，宍戸成子，永山俊子，菅野
ノリ，江花房子，鈴木宣子，鈴木眞子，黒須和子，佐藤幸子，関貴志，梅原ミヨ子，木村精子，石原のり子，渡辺文子，中村久子，渡辺代里子，後
藤孝子，本田孝子，藤木道子，福田徳子，吉野春子，佐藤啓子，菅野信子，吉野美雪，西村ヒサ，渡辺テイ子，小手森正，小手森ヒロ子，斎藤シゲ
子，山岸佐助，吉野芳弘，吉野ミドリ，斎藤武雄，安田秀昭，坂井武，坂井トシ，坂井香，齋藤栄子，佐藤ミイ子，竹石武司，竹石玲子，畑山マサ
子，嵯峨テル子，丹治保子，篠木美和，矢部良子，矢部真，阿部さち江，深沢陽一，深沢芳子，深沢圭，斉藤兼子，畠利子，河内トキ子，金子光子，
山口教雄，長谷部裕子，愛澤寛，渡辺ヒデ，森妙子，河越慶子，紺野信子，佐藤キサ子，佐藤洋子，後藤トキ，中込保子，先闢武七，半田金雄，湯
浅治子，遠藤重雄，遠藤美智子，大竹泰子，北村千代子，松本美代子，佐藤和子，闍橋嘉雄，闍橋美智子，黒沢清，黒澤京子，黒澤清，菊地敏子，
Smith Harry，沼澤祐子，沼澤果絵，武藤寛信，石澤久芳，佐藤ヨネ子，武藤寛信，遠藤叔子，闍橋孝子，吉田朝子，斎藤麗子，畑栄子，安田きっ子，
安田イセ子，木口絹子，川田健子，服部紀代，矢吹キイ，皆川道子，帖佐京子，空岡玲子，木瀬君，新関隆子，菅野洋子，田村友子，斎藤キサ子，
吉井清子，斎藤静子，伊藤美也子，阿曽ミチ子，菅野和子，伊東恵子，後藤妙子，石川恵美子，石森久雄，吉岡裕枝，紺頼優子，岩崎光子，瓶子ヤ
ス子，田崎久美子，阿部喜一，三浦秀夫，阿部義明，須田幸男，佐藤歌，朝倉ヤス子，阿部恵子，伊藤千恵，齋藤留利子，高野久美子，高野田鶴子，
高野ヨシ子，藤野千恵子，八島ヨシ，薄井セツ子，安斎節子，三浦キミ，安斎すみ，遠藤真広，大久保重幸，新開陵一，鎌田てる子，鎌田則子，白
川秀子，佐藤美枝子，大杉佐知子，遠藤仁子，升山のり子，片山ゆみ子，渡部宏子，星崇文，浅野陽二郎，片山義雄，古内妙子，鈴木スギイ，田原
仁子，佐藤友子，杉栄子，闍野敏雄，森岡貞子，佐藤洋子，山岡雪子，祖一由美子，大槻一美，田中初子，大槻教子，山田貞子，大槻有香，鈴木美
恵子，福山政子，渡部ヒロ子，田村トメ子，天野清子，加藤和子，原敬子，木幡康子，平カツイ，志賀須美子，遠藤孝子，三瓶文子，高野良，渡部
範明，香野英信，佐藤邦夫，塙香，馬場キヨ子，五十嵐孝夫，木村定信，門馬浩二，竹内雄一，日下部ひろ子，平野かね子，入道きく，小松高清，
根井由美子，邉見正治，星礼子，安倍ナオ，石森鐡栄，船山キク，山本イヨ，山田泉，川勝伉，鈴木正志，蓬田昭子，後藤浩夫，安彦千恵子，亀岡
徳子，佐藤啓子，菅野悦子，佐藤栄子，二階堂洋子，北澤浩，佐藤美枝子，阿部トシ，近藤正喜，山内真弓，小林房子，栗城信子，成田富子，大石
雅子，大川優子，山口恵子，目黒義一，渡部満智子，大堀由起子，西潟弘子，歌川光一，平賀るみ子，長原嘉子，高木ゆう子，神保マリ子，角田な
おみ，遠藤敬子，木村教子，長嶺幸子，大竹和子，遠藤正子，芳賀博子，広田洋一，闍橋多美子，闍橋定孝，満山光紀，渡辺ひろ子，北見トシ，矢
田部澄子，佐々木君子，柏倉千代子，山田キミイ，大久保智子，佐々木征子，尾崎静枝，菊地慶子，藤田文枝，森口フミ，森口善一，古山裕子，古
山友希，古山ツキ子，染谷優太，染谷裕子，橋本千代美，蛭田英明，渡辺恵子，宮内圭子，佐藤芳子，永山重子，角田ミヨ，遠藤剛記，岩瀬栄子，
長谷川力子，小原イセ子，伊藤ヨシ子，福島チヨノ，唐橋信江，佐々木洋子

相馬史子，鈴木洋子，石塚礼子，小倉久江，金子富美，三田恵子，千代間節子，田部井静代，椎名和子，浅沼由枝，清水総子，
相場二三子，相場実，辻篤子，武井千代子，早川真知子，前野洋子，長竹絹江，長竹公二，清水登，清水総子，小林志津子，

川田廣子，清水律子，小曽根せつ子，船田千恵，八長毅，八長絹江，清水総子，小林喜久美，清水総子，北詰節子，清水俊行，清水克美，正田博康，
鐡岡始子，小林多美枝，亀井起世，相場綾乃，柳田正，小和田みち子，湧井恵子，中島理恵子，小林多美枝，長井絹枝，菊地シズヱ，菅原茂代，清
水利枝子，松島馨子，加瀬浩子，山本明子，鴇田和歌子，清水玲子，矢沢明美，木村節子，二宮和子，寒澤つや子，戸塚雪枝，村松知子，初谷よう
子，闍畑チヨ，大屋一枝，金井ヒロ，螺良順子，中井俊子，早田キヨ，山田博子，富永すみ子，栃木宮子，鈴木洋子，青木俊子，大塚一美，木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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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宮和子，早田キヨ，大塚一美，市川悦子，岩澤理夫，岩澤ヨシ子，江原美都恵，金井直美，小島正晴，矢沢明美，小林倭文枝，上武政枝，羽
田美江子，杉江富江，樋下田千恵子，蔵口恵津子，木村房子，加藤喜代次，牧田澄江，櫻井伸枝，新井マサ，小島尚子，山本つね子，栗原南枝，坂
上利男，小林美知子，落合環，落合清人，吉田美枝子，亀田寿雄，亀田久江，渡辺眞知子，石田洋子，村田容子，村田精志，飯塚ちづ，岩川なか子，
羽賀良隆，鐡田浩子，石居明子，柴闢充男，大橋節子，上村フジ，上村七三，田中茂子，長沢紘一，長沢順子，小島正晴，小泉英子，清水登志江，
田村政夫，田村光千江，西村タキ，西村力雄，長谷川ヱイ，諏訪博子，増田カツ，丸山君枝，丸山勝巳，横山佳子，八木ヒロ，渡辺光雄，渡辺雅代，
矢澤幸恵，安田トシエ，安田信一，柳田理三，柳田弘子，久保田佳子，八木ヒロ，小泉英子，横山佳子，岩澤誠二，西村功，増田マツ，長谷川ヱイ，
丸山欣裕，ガットラヴ亮子，安藤光代，小川稔子，宮闢幸子，吉澤昌子，田中保男，田中チイ子，篠宮方子，蘓原かの子，木村真澄，横島絹代，田
中和子，笠原千津子，入江美津江，鈴木昌子，青野京子，河内とし子，石井裕子，大川アヤ，牧野広子，福田セイ，須長久子，小島さとみ，罍和子，
蘇原春江，近藤真弓，浦野憲夫，籾山光雄，籾山孝子，宮本千枝子，清水淑乃，島田久美，島田昇一，岩出功子，宮本千枝子，大橋幸男，田谷野キ
ヨ子，中田利子，中田剛，坂田ヨシ子，岩田進，塚田一雄，飯塚芳子，後上光夫，宮本恭彦，宮本泉，後上利江，岩川なか子，内田雅人，恩田恵江，
飯塚育子，影山久子，伊藤博子，加藤満代，大谷木ミツ，遊間幸子，石川英子，富田好江，佐藤美枝，桂野邦子，佐藤美枝，望月敬子，勝山マツエ，
吉田ミチ，青木フク子，島田サチ，小堀悦子，関根恭子，小山久美子，岡田政江，福地とみ子，茂木トミ，小倉侑子，三井ミチ，佐藤やよい，青山
冨美子，青柳千代子，左澤サダ子，村井希 子，小塩由美子，酒井幸子，小川朋子，田闢有美，内山優美子，勝山マツエ，吉田ミチ，青木フク子，
島田サチ，福地とみ子，長澤和子，斎藤厚子，大澤昭五，福田英子，大森美智子，久米順子，塚田憙延，舩倉ノリ，栃木節子，阿部真理子，鈴木智
子，川田篁子，牧田茂子，川島桂子，熊野和子，棟方トミ子，小島七郎，村田登美子，但木順子，篠木明，牛久恵子，鈴木啓子，坂田紀子，萩野谷
芳江，牧田基子，八木橋キチ子，闍田美恵子，吉澤 子，鈴木八重子，金久保定子，佐藤延子，新井恵子，大歳喜代子，井澤桂子，青木久子，倉持
文子，影山百合子，加藤キイ，鶴見ナミ，二階堂幸子，猪瀬昌紀，堀越すみ子，赤堀ふくゑ，小野典子，大八木年子，大島清子，服部範夫，神山妙
子，荒井節子，西畑淑子，巻島良典，闍瀬イク子，小林道子，大豆生田とみ子，松本節子，山闢光江，中島チヨ，森沢フミエ，猿山和子，杉本八重
子，大豆生田寿子，日向野さち子，松本道子，栗林二三子，本郷京子，増山千代子，藤野きみ，渡辺フミ，大島トミ，太田タネ，菅政子，五十嵐由
美，岸アイ，須藤保子，鈴木頼子，大島延尚，古沢チヨ子，田村祐司，田村真一，増山武，平野帛子，野村良太郎，田村久美子，海老沼慶子，田村
哲夫，福田英二，安藤チヨ，杉山八重，長島和子，関口利子，篠闢和枝，野原和子，大杉静枝，三富静雄，柏倉芳枝，小林俊子，森戸アイ，山中則
子，柴キワ，関口保子，稲葉季一，鈴木清，森戸隆子，横倉昭代，大橋幸子，森戸松枝，若狭石子，舟橋貴子，橋本敬子，山闢蓉子，亀田キイ，川
又昭子，高岩マサ子，塩澤カツヱ，坂野展子，田島トキ，福原カツ子，日向野ヤス子，田中幾三郎，清水富子，森口清子，浦沼ヨシ，江口八重子，
大竹實，坂井喜久江，茂木キヨ，山口光一，長江フク，前橋キミ，須藤巳代子，茂呂敏子，鏑木キミ，野原光子，石川新平，毛塚教子，麦倉トシ，
飯島里子，二渡成子，山闢君代，薗田弘子，出井寿子，柏崎敏子，関口由紀子，椎名美代子，松本圭子，鈴木紀巳子，石橋定一，小平徳，三柴章平，
新村イハ，鐚西寛吾，斎藤孝夫，塚原政重，海老原貞男，小林守男，峯岸トシエ，渡辺良平，三枝弘，田中義人，中村光，稲見一子，飯塚絹子，小
平嘉代，小岩誠，岩崎忠行，薄恭子，大森宏子，浜口和子，増渕静子，平岡順子，萩原弘巳，飯塚富雄，青木アヤ，程島佐久子，石原文子，黒田純
子，中野賢一，高橋裕子，岩間幸子，大出誠治，柏戸禮子，斉藤香織，上中優実，斉藤恵，喜多絢子，横川友紀子，西脇恵子，遠藤節子，斉藤恵美，
闍瀬希伊子，高山尚美，諏訪とし子，斉藤ハナ，入江晴子，永井イネ，菊地誠治，大森井津子，佐藤喜子，池田ヨシエ，池田ヒロ，湯本睦子，闍橋
美津枝，藤中昭司，秋田アキイ，藤中英子，佐藤富美代，福田千代，加藤公二，鈴木イサ，高瀬利兼，福田忠蔵，井関勉，小林ケイ，星野志郎，永
山茂三郎，原田節子，田闢桃治，小暮隆利，入江市郎，入江シズ子，岩上節子，森陽子，鐡田和男，菅野京子，田中恵美子，岸桂子，伊倉むつ子，
綱川紀美子，風間栄子，安田愛子，篠闢美知子，市川道子，生井恵子，大橋小寿重，小畑キヨ，松本美岐子，福田章夫，清田慈紀，丸山けい，鈴木
道子，辺見幸恵，村上拓也，佐藤和子，星野佳夫，小島貞夫，柿沼由江，印南やう，篠崎碧，岩村幸子，五十嵐裕子，川合左知子，南千代，藤井圭
子，山口勲，山口清市，鈴木暁代，小野口ヤイ，原田成海，黒崎陽子，高橋学，山口かよ子，丹生谷秀雄，山口恒子，林清美，野沢道子，潮田恵子，
福田和子，谷戸栄子，御子貝品子，植木公子，徳原文子，青木千枝，田中政義，矢部護，竹石彰宏，古川明美，茂木邦子，藤間紀雄，菅野谷美智子，
菅原栄子，田崎とみ子，斉藤容子，藤生明男，川島智子，佐藤浩哉，鈴木富子，石黒弘，諏訪勉，中山三代子，佐藤裕子，石岡稔，市原トモ子，高
山守夫，高山恵靖子，高山眞一，高山宗久，闍山和枝，玉巻邦子，菊地玲子，堀川いさ子，倉田曜子，海野ミヤ子，稲葉素子，阿部節子，仲沢公子，
大島久枝，御代田順子，今井幸子，紺野ミヨシ，中北久子，山口紀久子，菊池美和子，金田久司，大沼健二，澁沢久子，小林キイ，黒田梢，小口富
子，闍橋智子，小野口ウメ，村瀬絹子，村井陽子，木原宜子，天野昭子，野村トミ，柿木よしえ，半田文子，佐藤フミ，増渕シヅ子，亀和田秀雄，
伊藤明子，麦嶋文次，鈴木宣次，永橋典子，福田イミ，鈴木小通，鈴木キヨ子，橋本ケイ子，磯川幸子，古澤建三，小池昌，柿森由美，向井大地，
稲沢博，菅谷泰，闍山公子，青木とみ，石和宏紀，須永美和子，山根賢二，曽根啓彰，金子俊文，柴田明美，齋藤信芳，宮崎小百合，伊澤堯太郎，
闍橋美恵子，浜闢昌夫，大出時子，田口一雄，小木曽敏子，合田真由美，南方健次，鈴木敏世，篠闢美智子，市村昌子，須田貴美子，田中芳子，吉
川靜江，佐藤直子，田熊彰子，飯島千代，阿部初枝，横田由美子，倉持貞子，闍橋次夫，斎藤宏美，田中利忠，越後恵子，田代貴美，福嶋恵子，高
尾ウタ子， 鳥裕治，入江成浩，富澤美知子，山中澄子，中島裕子，郡司智行，池澤美智子，須藤惠子，田中豊，田中せつ子，山田典子，鈴木恵子，
三浦栄子，高橋アサ子， 鳥美矢子，佐藤セイ，小幡博子，久保田敬子，檜山實男，岡田芳江，金野久子，石山智子，猪瀬サダ子，信未ゆき子，越
後愛，高尾力，大村ひさ子，富澤修，石山秀夫，増田淳子，田中勝子，深元美智子，関口禾子，岡田裕子，平山おさむ，橋本栄子，岡田章，小股喜
久江，坂本恵子，井沢尭太郎，小西美津子，岡田富子，檜山悦子，桧山喜美子，越後恵子，益子貞子，益子純夫，越後永幸，林高次郎，大貫和代，
田代亮，福嶋一郎，入江敬，佐藤ヤイ，会田律子，阿部操，綾部和恵，阿部吉子，井口キクエ，江田明枝，大谷冨佐江，太田智江，大島喜美子，大
竹絢子，相良ウメ子，齋藤良子，坂本久子，白寄キヌ子，富山良枝，永島照子，加藤美子，永島アイ，永島良子，羽 千恵子，橋本ヤイ子，船田進，
松本紀代，長谷川悦子，松井和子，町田照子，村山昌司，茂呂三枝，渡辺敏子，小島緑，落合秀子，石川悦子，山田美代，前田智子，松尾篤，鍋山
千恵子，宮田良子，岩本良子，渡辺ふく，高橋和代，宮下則子，小沢節子，宮田陽子，田島恵子，菖蒲和子，中村万里子，一條育子，後藤明子，井
手幸子，落合牧子，斎藤恵美子，杉山陽子，福田久子，大島勝成，大島厚子，福田陽子，日向野富子，梅沢富嶽，柴田典俊，北村伊里子，松本直子，
本多成子，岩闢純一，馬場啓子，堀金誠，高橋ちづ子，江田裕美，江田保子，青木秀子，橋田真知子，青木洋子，宇賀神里子，本多俊之，佐藤元子，
闍橋由美子，平井善子，廣田壮介，竹永徳子，牧野律子，北田美鈴，竹永士郎，斉藤朝子，川田チカ子，村上恵美子，麦倉和子，麦倉悦子，鹿妻幸
子，柿沼政一，伊藤登志子，島田ふさ，大貫知子，安生賀代子，福冨悦子，大河原裕子，鈴木久美子，中澤博江，西丸ツネ子，山ノ井カネ子，小花
睦子，川嶋和子，天海達雄，遠藤義人，鈴木セエ，野中美恵子，山中ミエ子，駒場里子，早乙女アサ子，幸節晴子，薄井四八子，津浦由美子，荒巻
ふみ子，村上文恵，木村敦美，村上雪，福田キクノ，野口修，中坪和子，滝口ミイ子，小川久美子，笹沼トシエ，村山文子，青木智恵子，小沢紀子，
稲田和子，中沢佳津子，中沢清，中野順子，中野幸子，池本守，池本顕子，浅間昇，土屋和子，大場美知子，黒羽育子，山口まき子，中村好江，野
口貞江，芳野利江，山本節子，鳩山光江，森戸勝枝，森戸文夫，氏家佐知子，篠原トシ子，斉藤圭子，武井彬，荒川トミ，奥山義龍，大関千代子，
葭葉孝子，岩闢永子，鐡葉ミツ，鈴木ツギ，古川八千恵，白石キクノ，高橋孝夫，島田ヒサ，加藤節子，石坂トウ子，真分孝子，畑中桂子，蓬田久
美子，半田光子，西山輝子，榎本恵子，笹本靜江，前田正一，久保智子，鈴木光久，高木絹子，新井トヨ，木村政江，木村章，古川博子，岡田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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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スミ，羽倉光世，正田従江，押久保美子，菅野カツ子，外丸城雄，小森トキ，阿部紀久子，那須芙美子，村上育公，斎藤和子，杉本ちづ子，今
野惠子，関根小百合，菊地実，菊地啓子，山本真智子，菊地延子，戸田優子，塩澤啓代，澁谷由美子，吉田明子，加藤カオル，山本晶子，遠藤とみ
江，吉川澄子，田中美知子，川村恵子，川俣佐保里，大澤妙子，黒田紘子，上島妙子，飯塚敦子，小林美佐子，亀田文子，恩田啓子，鈴木清吉，岡
節子，堤餞久美子，尾崎安子，紙谷トシ子，田島良，西海好子，谷光江，津々井福藏，平井敦子，原田清志，大野和子，金澤富子，大森八重子，高
橋公子，藤丸美代子，高橋雪恵，岩井すみ子，久光フミ子，木戸喜代子，竹内祐子，長瀬洋子，深尾政子，高橋万里子，大森初江，大橋須美，内山
喜代子，法山明子，常陰則子，篠闢美和子，室井キヨ子，本田功，成田照子，梶塚貴子，古沢利佳，小高貴左雄，小泉驪，大森照子，磯道子，和知
千代の，相馬征行，五十嵐恵子，北薗洋子，山崎幸子，奈良部雅男，飯野邦男，大塚幸枝，小林澄子，高橋典子，中村良江，伊藤昭子，亀井とし子，
寺岡敏子，羽原幸子，安藤仁子，箕輪昌子，影山節子，板橋ひろみ，角口すみ，荒木敦子，藤本ミエ，松嶋かをる，内田洋子，菱山洋子，羽生千代，
田部谷康子，殿岡茂子，和田勝枝，澤田清子，長竹葉子，伊藤昭子，中村良江，橋本進，嶋田ちか子，武井キン，津久井幸子，嶋野ミヨ，小島由喜
江，三田正子，山田とし子，新井千恵，新井初枝，根岸君枝，岡本愛子，関谷武夫，堀江スミ子，奈良昭夫，奈良トキ，風間由美子，長谷沼利枝，
橋本進，須藤ミツ子，平野しん，桑原タカ子，鈴木泰治，浅海三重子，阿部幸子，梅沢アイ，縄田セツ子，藤田暁子，青柳柳子，野村伸子，塩島範
子，中村嘉一，岡崎房江，小林高，塚崎ぎん，尾上三四，慶野誠，青柳美代子，野口良子，原マツ，関谷武夫，川上喜代子，山口恵美子，斎藤美津
子，首藤光江，八木長次，田野章子，近藤キヨ子，土金照子，根岸充子，田中豊子，山口克子，長井絹枝，荒井喜男，津久井治代，市川悦子，松村
和子，小林章子，小暮勝子，高橋千津子，米澤泰子，山田佐鐡子，新井真砂子，長竹淑子，伊藤恭子，恩田恵子，金井誠子，鏡禮子，吉田光枝，西
垣千恵子，渡辺悦子，加藤カオル，石川アヤ子，内山和子，高山一良，高山美津江，闍山俊夫，高山芳子，高山伸夫，高山剛，高山英二，崎尾朋子，
関谷直子，今村トキ，山闢フサ子，黒闢タケ子，大韶紀子，小松靜子，山崎光子，生井キミ，岩間捨春，白井容子，藤井美知子，中山房，今橋ミチ
子，岩立恵子，佐野和子，定方正一，加藤昌雄，秋元優美子，難波功子，中浜美智子，鈴木ヤス子，塚原悦子，池田宏子，村松悦子，佐藤啓，今泉
伸子，矢古宇伊子，駒場昌子，渡辺裕子，手塚京子，吉川知子，星野英子，岸公子，内村絵美子，佐藤恵子，手塚利子，小林澄子，柴田和子，堀和
男，時田まゆみ，高橋由美子，和泉吉彦，佐藤のり子，菊地武吉，笹沼早苗，佐藤守令，手塚利子，中山昭一，安藤将彦，安藤英武，上野素夫，松
島久雄，小峰静代，飯塚正明，福田洋吾，丸山芳枝，加藤裕乃，時田暁，篠原暁子，間々田恭子，竹内トミ，間々田リウ，平野雅美，大城英夫，佐
藤サク子，木村セツ子，添田芳江，鐡澤サカエ，鐡澤和夫，猪野幸子，枝村享子，入江悦子，三浦イキ，櫻井すみ子，阿部俊子，村田恵子，松本節
子，白鳥美恵子，大宮司昭，大宮司徳子，竹井マツ子，男澤恒男，佐藤剛，前田靖子，斎藤始子，小池ツヤ，阪本康子，篠崎瑞枝，渡辺シマ，瓦井
美智子，伊藤義昭，七海香，七海剛，浜崎のり子，石井展子，石井厳，海老原トヨ，山形ルイ，始澤多恵子，鈴木朝子，大城真智子，小島フミカ，
米沢重子，小室和代，海鋒秀雄，海鋒トシ子，京谷美智子，小田寿子，相場小夜子，近沢千恵，小森貞子，田村光子，馬場アヱ，荒井相子，広木ミ
ヨ，吉田いつ子，斎藤始子，渡辺甲子司，阪本睦夫，荒川芳枝，荒川彰夫，鈴木令子，荒川和人，吉野純一，荒川美津枝，荒川公治，荒川俊一郎，
阪本康子，阪本睦夫，阪本康子，宮崎通城，佐藤徹，小林よね子，井口カツ，渡辺みどり，柳谷昌子，小暮隆利，斎藤兆司，佐藤マサ，市岡美紀子，
五十嵐洋子，外川保子，石原久美子，石川直子，若林悦子，上中茂子，斉藤裕樹，闍橋喬子，小林久美子，波多腰やす子，長沼みち子，柴山文子，
森山ふみ子，鈴木弘子，出井昭子，谷内フミ，森さかい，佐久間厚子，横田広子，鈴木正人，高野光明，闍野実，闍野ケイ子，闍野香，鈴木宏美，
鈴木真理子，Henry John，三寺世里子，山本千波，群フジコ，船見友子，高橋恵子，増渕誠子，青木まち子，小野綾子，倉松京子，本田順子，市田和
子，豊田久美子，松山圭子，佐藤洋子，大門和美，豊田敦子，大村伸次，岡田和美，深元達也，田中慶四郎，山田典子，阿部典子，海和啓子，篠闢
文枝，古川みどり，闍橋昌子，岡本季世子，杉村ヨシ江，松坂昭子，大道洋子，渡辺麻紀，夘木絹枝，小林由紀子，鈴木ヒサ子，小林勇夫

監物敬子，大木三郎，久保田節子，原長太郎，田中和江，笠原しづ江，富岡夏子，村上晴子，和久井八重子，松尾百々子，松
尾五九午，石川糸子，仲道治子，仲道弘，長内快予，三木キクエ，皆川八重子，屋敷鈴枝，岩井治江，柳澤冨美江，福室桂子，

花沢清美，田沼政子，井田玲子，関口久子，手塚操，千葉博子，牧野花代，花田真理子，新井紀子，二ッ橋和子，北田純枝，松田千鶴子，石井マサ
ル，下田セツ子，星野喜美枝，深町弘子，倉品光子，津金沢京子，飯島貴美子，原田照子，今井典子，原明子，足利正雄，水澤祝彦，上原真知子，
高林裕子，宮田久，足利道子，竹田かず子，竹田福之，廣瀬君江，筑井秀夫，粕川要，粕川尚江，五十嵐源一，金子靜子，深澤智子，尾池梅子，加
藤よし子，松本たむ江，深澤満，小竹美知子，高橋昭仁，深澤薫，荻原実，道前嘉三，関口洋史，深澤理恵子，闍木康弘，武藤勝己，岡田正，津島
和宏，五十嵐由美子，桑原昭子，加藤秀子，松井千代子，須川貞子，茂木登美子，関口佐波子，倉林幸代，塚田絹，神宮洋子，定方久枝，市原誠治，
市橋瑞枝，小林かね子，須永久夫，井上志郎，小茂田信明，広瀬大輔，松本陽子，石内正宏，闍橋広子，原敏子，中沢泉，石原萬里子，山村満喜子，
重田咲子，荒木恵美子，宮沢知枝，鎌田節子，闍橋みよ子，松本昭子，飯塚良子，長沢武比古，萩原美千代，大山きみ，鈴木玲子，星川わか子，佐
瀬順一，大塚きよ子，田口歌子，中井美代子，小池昭子，高橋ハルエ，吉田静子，下村僖佐子，長谷川高子，町田トシ子，内田静子，高橋圭子，山
田隆，清水建八郎，椎名文子，鐡澤喜久枝，中村猛志，上山幸子，青木好子，闍橋もと江，浅見守，後藤英子，狩野千世乃，諸田三代子，荒木美智
子，坂本栄子，浅見孝子，糸井寛子，村岡由美子，近藤香代子，鈴木茂光，坂田順子，村松公子，田島久子，武井スミ，今成教良，松本友江，小川
荘二，古澤壽子，松本恵巳子，田島智恵子，長井きよ，植松理，植松倫子，松本浮夫，田中茂，飯野伊代子，小坂橋眞司，高木和子，石関イセ子，
広瀬正子，闍野三重子，上石裕子，立木秀子，下田徳江，尾花祥江，闍橋早苗，山田久子，笠井正雄，青木菊治，青木晶子，丸橋和子，須藤美千代，
古室増江，高木知子，富沢トシエ，富沢ヒナ子，橋本美知子，齋藤玲子，長谷川幸江，登丸譲治，河村いく代，赤岡増江，大給あい子，名達照子，
小林真佐子，松田清子，木暮春雄，井出光恵，佐藤ヒロ子，吉田秀子，山闢啓子，下田邦子，中村智子，中村くみ子，黛多美子，松本ユキ子，小根
澤まり子，本多淑子，本多勝幸，永井由美子，富沢照子，松田実，水島つや子，水島健，木村千鶴子，冨樫恵子，福原恵子，宮部博子，千葉博子，
澤山啓子，金川まさ子，飯野努，黒崎千代子，横井一夫，黒崎和夫，後藤次郎，小山岳久，秋山一郎，井田洋子，上原正己，田島悦子，高橋ヒサ子，
岸田夏江，神戸ふく江，杉浦せつ子，佐野てる美，鐡岡カヲル，山木ふさ枝，乗附ちよの，小林和男，塚越妙子，神成公一，塚越美恵子，滝沢淳，
清水良雄，鐡広鐘一郎，武井隆爾，武井久子，萩原百合美，原久栄，矢代晴子，内田文絵，中山香，闍橋三千代，関口順子，萩原由美子，杉田昭代，
小島鈴代，原栄子，横田桂子，横田雅男，金子陽子，石井美知子，立見長美，鳥羽利一，村田千春，村田真由美，菅勇人，中村美咲恵，石井富美枝，
渋川太極拳愛好会，ひろせ太極拳クラブ，佐久間文代，戸所栄子，豊浦桂子，霜田ヒロ，能村弥生，阿久津登志子，赤星ヨシノ，田中ゆかり，塚田
千枝，萩原正彦，武井智子，飯野茂，橋本孝，橋本正子，橋本亮一，橋本きみ，篠田和子，星野幸男，横尾富子，梁瀬逵子，遠藤有代，柴田和子，
酒井春雄，竹越武次，柿沼七美，長谷川眞子，飯島勝子，中村玉枝，長岡カズ江，小保方初代，権田祐美，横堀良枝，永井精一，森村智恵子，平沢
久江，飯塚悦子，飯塚一美，久保田よし子，田中美佐子，田中せつこ，久澤ツユ子，常見久美子，中山君代，荻原清子，中島寿美江，細井悦子，須
藤敦子，川端美月，大島志津子，板垣時代，松下紀代子，白石ひろ美，新木恵美子，闍柳チヨ，神村悦子，林政子，若林紀子，角田憲子，町田芙美
子，斉藤幸子，富岡夏子，中島幸子，星アヤ子，大和郷乃，荻原みさを，酒井かほる，平澤裕子，品川悦子，鎌田和子，細川正子，赤尾テルヨ，足
立靖江，清水黎子，反町成子，関幸子，鐡田睦子，鐡田美春，鐡田美奈子，高橋義男，片野紀子，乗附良子，川端和子，川端四郎，笠間典子，浅野
フミ子，片柳みよ子，松本和江，島方睦美，伊藤ノリ子，笠井八千代，村岸好子，住谷いね子，吉澤敏子，碇谷葉子，青木幸夫，丸山一男，佐々木
トヨ子，染谷悦子，大山モト子，山根邦子，村松和子，中尾信男，中尾明子，岡本徳幸，大山恵一，星孝男，中村サトミ，大島紀美代，宝槻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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榎本きよ子，榎本隆三，首藤美知代，齋藤正二，清水文子，重田清子，阿久津君代，藤多純子，斉藤慎，荻原あさ江，斉藤豊子，新井きみ，斉藤フ
キ子，登坂あい子，橋爪福司，阪本志津恵，阪本貞雄，新居良江，吉田さち子，磯貝武治，五十嵐寛子，勅使河原澄江，石井秀子，今井秀子，金井
秋野，津金沢勝政，津金沢ふさよ，林寿子，高橋三恵子，新井良枝，新井昭次，斉藤淳子，斉藤実，斉藤直樹，堀口正子，秋山久治，秋山賢治，秋
山初枝，知古嶋勲，小暮洋江，前川ひろ子，知古嶋節子，武田美津江，武田真吾，新井つね，新井彰，新井志げり，三芳昭子，山田淑子，白岩ゆき
江，白岩久徳，小井土智惠子，小井土理恵，小井土昌美，斉藤しげ子，堀口郁子，小林靖子，椎名純介，岡田啓治，矢野まち子，片貝誠，驂澤文子，
驂澤一，柳澤伸好，柳沢悦子，室岡薫，大井田せん，大井田俊行，大井田智恵美，大井田哲也，大井田朋子，押見孝広，小林恵美子，石井義和，田
島久恵，山中久美子，田貝綾子，浅川芳子，浅川秀一郎，浅川貴彦，田島省三，闍橋ともゑ，中島さくら，中島めぐみ，中島良子，有賀富美江，白
石栄，小島みつ，林久良，武山久江，武山功，磯田桂子，下山とよ子，神戸教子，神戸洋子，田村千鶴，山科良宣，山科和代，城木むつ子，新井真
由美，新井由菜，多賀谷美紀，多賀谷明美，田中重夫，田中みはる，田中裕子，田中真梨子，西村明子，西村慶子，大谷仁美，大澤果林，大澤伸枝，
新井良三，新井雅子，高橋三千代，河合美恵，布施きく，鈴木雅孝，田村稲苗，鈴木康子，柚木みどり，加賀宮佳子，半田良一，半田郁子，吉井恵
美子，茂木俊子，原正雄，原栄子，原康子，赤松久美子，藤闢美津子，本多昌代，霞文子，城田文枝，金井玉枝，牛木潤子，手島憬子，濱口久江，
須田弘，柳沢睦子，岡節子，岡聖子，岡賢，松下浩子，字野照子，田村かおる，浦野ゆう子，田村幸子，西沢例子，長谷川明子，佐俣甫栄， 江與
江， 江紀，佐々木昭子，佐々木四郎，佐々木泰治，闍田洋子，岩井タカ子，原澤浩之，原澤清一，原澤末子，原澤守澄，原澤滿理子，原澤秀男，
原澤三千子，原沢奈津子，徳江あや子，佐藤禎子，矢嶋とし江，飯塚日出代，須賀清子，平野玲子，古市文子，斉藤恵美子，若松直子，山中ゆう子，
山中香，新井サカ江，新井武雄，五十嵐和子，須賀力，大河原操，相川今朝夫，五十嵐正夫，津金沢信子，田辺由里子，宇留間邦夫，堀越静江，斉
藤菊子，沢井和江，納谷純子，納谷英樹，二村寛子，井上愛子，井上明子，町田千春，田中栄次，小野よし子，徳永いね，田中光江，山口テル子，
今井育子，今井基平，中島昭太郎，中畝ミサヱ，菊池文子，菊池優，中畝勝，篠崎秀子，小西美智子，富沢篤司，青木可し子，山口惠美子，飯塚昭
代，金井伸江，加藤従子，貞包元子，星野昭子，斉藤美津子，大塚厚子，大塚正道，飯野守，山田照代，松井みよ子，鈴木伊三郎，鈴木秀子，鈴木
美恵子，長谷川千代子，大島明雄，片山幸乃，井上京子，関みどり，金島陽子，池田ヨシ江，須田洋光，須田弘子，木部敏雄，柳原富美子，田村千
鶴，村上政行，村上薫，小板橋辰男，本間ふみ代，本間敦子，本間貞夫，関谷桂子，茂木さゆり，吉野玲子，吉野典房，井口国子，後藤澄世，後藤
正，柳井功子，駒澤芳子，萩原君彦，闍橋和枝，片平潔，柳井功子，柳井和久，檜山章子，横澤敬子，石原一子，田村テエ子，小林久子，勅使川原
きみ江，茂木三和子，尾内育子，飯塚かづ枝，須永裕子，星野成子，千木良真加，広瀬文江，小澤恵美子，奥野和子，佐竹清志，松本浩一，小倉理
貴子，滝澤久子，本田かね，君島光子，吉川隆久，上野七郎，清水なみ江，桑原幸子，桑原進，小渕愛子，平岩きよ子，平岩春雄，上田明子，小渕
敏夫，桜井勇平，亀井照代，亀井正憲，北村和馬，北村てる子，北村淳二，北村麻紀子，瀬下澄子，今江よしの，今江虎男，今江徹一，今江郁子，
吉田範子，高野茂子，今江みつ江，荻原敏子，武藤仁子，大河原冨美，池田ふさ子，本多千代子，山口栄一，廣澤数代，篠原清美，篠原洋美，篠原
八重子，篠原民江，篠原清，柴崎ちか，高橋ヒサ江，細山千代子，坂本康博，坂本澤三，坂本静枝，増田憲子，今井芳子，白井允，飯田麻子，松井
範子，松井裕子，稲田一夫，稲田和子，関明子，加藤芳子，佐々木猛夫，川田幸子，豊沢敏江，菅幸子，山川廣子，布施好江，橋本イツ，上原麻木
子，佐藤幸子，岡部嘉子，堀越典子，富岡ツネ子，石川絹江，小川マサ子，大島弘子，小林千恵子，小勝治子，長島ちえ子，石藤美代子，中西妙子，
加藤芳子，萩原文子，國井照子，新津和子，椿年子，上原節枝，小倉よしい，木村浩子，加藤昇子，三栖隆子，石原幸子，山闢令子，平賀昭一郎，
土屋君子，関幸恵，深沢フミ子，石原洋子，新井孝，奈良橋俊子，驂瀬敬子，渡辺栄子，正田直，根岸あや子，遠藤和子，竹中道子，小荷田礼子，
白井敬郎，巻島芳明，関根三枝子，黒田勝美，坂口清子，坂口彰，山口伊勢吉，浅海義司，井上タケヨ，中島千鶴子，竹沢清，岩崎ひろみ，久保塚
松江，岩下玲子，金子美千代，福田ミエ，青柳洋子，桜井克宏，中島けい子，山上美智子，只木陽子，只木正一，高橋初音，田 弘江，田 義一，
田 敦，鳥居久子，栗山俊子，糸井恵美子，池田雪江，菅歌子，増田すみ子，宮崎悦子，亀井桂子，渡辺恵子，井上多喜子，星由季子，大岩陽子，
長沼美恵，権平節子，多賀谷由江，斉藤郁夫，益子百合子，渡辺勝子，清水栄子，星野鐡雄，赤松雪江，唐崎ヒサ，Lee Chang Woong，福島千代子，
石川忠弘，渋沢健治，紺谷つね美，中村アヤ子，紺谷信義，海原正治，鈴木恭子，横塚和弘，田中達也，丹波厚子，笹尾聡子，笹尾広子，笹尾利昭，
加藤静子，小岩知恵子，小岩弘明，小岩加代子，小岩哲郎，杉本清美，堀本眞由美，五味田裕，諏訪紀代子，桜井晴美，滝沢治枝，大手正伸，野口
光子，大和田晴美，嶋川利昭，石塚清子，真下美奈子，下境久美，横山由美子，井田健司，井田澄子，下山由美子，西子美枝，茂木峰子，茂木晃，
酒井米夫，酒井寿子，丸山良子，松原喜久子，石関千代，石関勝美，龍野常重，龍野ゆき，松井美代子，松井義治，小野里揚子，闍橋亘，闍橋明子，
品川路代，大竹博子，大竹誼長，茂木敦，茂木若葉，茂木泰子，志水栄子，石川郁子，笠原文江，中沢章子，中野美奈，中澤真希子，大野登志子，
山口寒次，山口百合子，清水昭，荘原利男，浅見直子，関口キクヱ，関口けい子，浅見典子，浅見知世，鵜生川精八，河村まつ江，狩野貞子，長野
信道，岸たま江，剣持千代子，剣持君雄，長野諒子，長野ゆう大，長野倫子，中島公枝，宍戸幸恵，島田愛子，金子充子，片貝誠四郎，片貝久美子，
塩浦りう子，小林笑子，久保早恵子，黒澤勢津子，田中静江，横山恭助，田中武雄，田中静江，田中武雄，鈴木壽美子，鈴木茂男，鈴木典子，鈴木
尚，鈴木久子，鈴木盛人，後藤明，後藤充子，石原 子，石原汀，後藤武，後藤恵美，代田清子，藤井陸丈，藤井睦，藤井捷子，藤井豊，伊早坂和
江，伊早坂進，斉藤美和子，斉藤幸宏，廣奥一江，柳沢三千代，笠原早登子，笠原臣規，坂井功江，細井充，細井鈴江，寺沢桂子，寺沢道人，細井
朱美，細井敦，神崎律子，細矢文子，持田みね子，木暮義昭，木暮フサ江，神山千代，神山孝，神山千代，亀井信行，内海美由紀，亀井美代子，生
形達彦，齋藤美輝，齋藤早知子，齋藤千絵，齋藤重太郎，小関一也，新井泉，小川達雄，小川清子，藤井陸生，熊谷悦子，江口英敏，平野澄子，熊
谷文子，野田博子，芳賀正文，門倉正，廣山武雄，須藤隆夫，荻野信一，Masao Okazaki，須田節子，山越さよ子，塚田元美，小川稔，小川奈穂子，
小川理恵，樋澤きよ子，小川あき子，小川修一，吉澤八重子，美濃部裕子，田中隆，田中邦子，Fumiko，須賀益男，河野弘，河野愛子，古越則夫，
古越洋子，富沢まつ子，佐々木素子，佐々木謙太郎，佐々木啓子，笹尾広子，笹尾利昭，笹尾圭，六本木昭浩，六本木勝造，小柴安枝，清水ひとみ，
谷崎文子，須藤悦子，春山美智代，茂木みどり，斉藤明子，尾島洋子，尾島恒男，藤井黎子，尾島洋子，和久井香，和久井茂，下條美枝，登山千司，
登山英子，登山敦子，登山千春，荻野久美子，荻野日出男，角田裕孝，和久井昭，前原有子，金井ゆき枝，山口早月，山口進治，平井幹夫，平井美
英子，臼田教子，臼田文明，岡部幸子，岡部幸雄，小林ツル子，落合融，落合マツヨ，池野都，池野映子，若林満子，瀬下とく，篠原和江，田村照
代，松井順子，松浦志津子，松浦邦由，早瀬貴博，早瀬次子，永井豊子，新井原芙佐子，新井原保勝，石井芳枝，那須桂子，植原ツギ子，川田春江，
小林光代，中野洋，山田和枝，山田利雄，槙久実子，山田幸人，上原桂子，松尾志津江，神戸みよ，神戸英五郎，保坂トク，山田宣子，山田一利，
阿部一枝，坂本壽美子，茂木芳江，山田ふく，山田清美，深澤昇子，新井栄美子，新井巌，黛智子，闍田仁志，角田匡己，角田寛子，村山陽介，村
山さゆり，村山玄二郎，山闢成一，茂木隆幸，茂木廸子，須藤美智子，関陽一郎，江俣則子，澁澤陽子，関光枝，落合春巳，石井秀二，新井美津子，
須藤みさ子，斉藤久，斉藤有美子，福島セツ子，村岡美津枝，今井くに子，渡辺正信，渡辺綾子，佐藤蓉子，遠藤はるみ，峰岸ヒロ，大家健嗣，林
久美子，山田幸子，山田好夫，吉井啓子，高橋悦子，藤本桂子，山内敏子，山内弘一，山内代介，林克巳，林雅美，篠原邦江，田澤房子，立川節子，
青木良子，清水美佐子，大島信子，高梨幸枝，朝倉美恵子，飯塚栄，西本誠子，平井美惠子，上條幸子，黒澤郁子，横田真由美，加藤順子，横尾澄
代，山名尊子，栗原多鶴子，鈴木統，陶喜美代，陶和孝，小堺京子，谷口紀子，谷口あや，堀地良栄，堀地佐知子，堀地潔，堀地司郎，堀地正雄，
闍橋恵子，吉田悦子，田畑かず子，岸八重子，小澤美代子，横手清子，石坂みのる，石坂綾子，金古幸子，金古亨，金古朋子，小林利子，黒木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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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田真子，宮原香代子，永田真理，細井道子，大澤和子，小沢秋夫，小沢勝子，難波照明，難波かつ子，大谷勝男，大谷朋子，小澤シマ，飯塚秀子，
手島フミ，小野澤寿志，小野澤冨士雄，小野澤美知子，野島孝子，狩野仁子，福田晋之，福田佐知子，福田貴男，福田訓子，小野香，湯沢美津江，
湯沢満雄，石井千明，阿部美和子，鐡澤和加江，六本木昭一，六本木ヒロ子，六本木みどり，古床八重子，青木玲子，青木利夫，青木知絵，太刀川
トシ，飯塚カズ，上野泰宏，飯塚勝子，植田洋子，福島勇，宮前ショウ，薗田喜久江，亀山淑子，赤石眞智代，関口照子，塩谷治江，塩谷茂，塩谷
佳之，塩谷あかね，大塚稔，蛭間弘子，塩谷洋一，竹澤奈々子，塩谷治江，清田順一，津久井貴夫，三森英子，鐡田晴子，大津富江，三森文夫，石
川孝雄，津久井智子，津久井文子，茂木啓子，茂木邦武，田村英子，清田朝美，佐瀬美代子，関口荘一，久保塚春子，森田美枝子，木村和子，金子
佐知子，山本千代子，長沢旬子，萩原栄子，高野美枝子，久保田茂子，飛田明子，中野洋子，中野芳文，加藤昌男，加藤志津恵，斉藤武，斉藤明子，
須永美知子，須永保司，須永ミヨ，須永武助，須永安彦，新井健夫，保泉智司，保泉京子，太田敦子，闍橋桂助，青木誠治，森下智子，星野葉子，
田中千鶴子，大塚米子，小川浩正，栗原正，栗原政江，木島利夫，木島久枝，望月由美子，山闢はな子，山闢一男，関口よし子，登坂進，加藤しず
子，加藤博巳，登坂聖子，星野裕子，星野満，塩野谷富子，塩野谷修，浜野一芳，浜野昌子，須永美知子，斎藤セツ子，竹川静子，荻原正雄，深谷
勝，闍田幸彦，木村キヨ子，藤倉紀代子，渡邊勝司，高橋トシ子，鈴木照江，山崎武子，南雲律子，金子久子，瓜田良江，八木富子，加藤美知子，
唐澤悦子，勅使河原礼子，藤井ちえ，根本タチヱ，越智克俊，保谷照雄，木村勝行，森久保玲子，疋田玉江，田中美智代，石井敏江，柴田サワ子，
山田清一，山田幹夫，児島隆治，山田リサ子，亀井美代子，鳩貝敏志，鳩貝隆，橋本百合子，筑紫栄子，鳩貝玲子，鳩貝和子，羽鳥和香子，阿部妙
子，狩野牧子，岩立直美，田中賛，三谷礼子，井上静代，須藤あい子，須永昌子，金井利江，長澤千恵子，長澤昇，横尾かずみ，丸山洋一郎，増田
コウ，鈴木マサ子，大谷喜久枝，登坂悦子，木村雅子，桜井茂美，槻岡歩，関口うめ子，下川鈴代，根岸晴子，高草木好美，高草木右兵，高草木伸
高，高草木宏治，安藤和子，相沢キヌ子，小寺絹代，青木哲，青木幸子，今泉千恵子，小山初江，安藤愛子，青木美智子，五味田友子，松島幸雄，
松島久美子，田中正子，冨沢孝子，細川栄，山田花子，山崎美恵子，野上安子，後藤美津子， 田鱶，権上順子，安原かづ江，安原サダ子，角田美
重子，後藤としみ，小山晶子，北関東武術連盟　堀米秀夫，石田智久，北野まゆみ，北野謙二，山田貞子，石田よし江，関谷詔治，吉田忠子，吉田
一，吉田陽彦，鐡田好美，鐡田寛章，角田浩治，白石富子，小林和子，岩間次郎，岩間康子，小泉美子，松田良子，里見和久江，遠藤亮一，遠藤好
子，市村由美，吉田真美，志水昭侯，関口早智子，渡辺美智子，岡弘子，吉田武子，黛敦子，奥原令子，奥原三男，志水栄子，野中勉，野中由美子，
田中たか子，飯塚裕子，加藤利明，平緒基，加藤美華，伊藤あゆみ，入山雅一，加藤英子，大谷章子，大谷郁代，大谷敏江，山田悦子，山田文義，
山田賢一，山田啓子，藤原之寿，吉田真二，加藤一雄，内山博司，戸井田俊一，金子禮子，川上敬子，川上正彦，水野雄蔵，浅見直史，浅見和之，
浅見裕司，土屋裕美，浅見幸子，新井洋子，新井祐美，渡辺君江，川上ひろ子，澤入優子，横田惠美子，中仙道洋子，斎藤隆雄，横山ヨシ，斎藤美
萩，長谷川由起子，長谷川信，森通子，神田依子，神田昇，松本和加子，福島 ，福本美江子，福本重利，坂本千寿子，坂本寿美子，小平由美子，
小野里初美，針谷成美，斎藤友明，斎藤かつ子，嶋川信子，島山江美子，斎藤久美子，福島光子，町田由起子，松原富士夫，野口秀明，稲村剛，桜
井博章，高橋亮二，諏訪紀代子，五味田友子，塚越悦子，杉本清美，河内正雄，川田カヲル，川田明，中村洋子，丸岡千代子，栗原敏男，成塚正敏，
佐藤千恵子，伊藤壯，福田紀美子，大川かよ子，荻原壽子，木村博樹，中島みつ枝，城田眞知子，市川理江，長谷部延子，黛多美子，駒口多恵子，
小森谷八千代，市川敏子，青驂きぬ，清水泰忠，萩原静江，宮澤雄，金子好三，三谷正，海野英子，佐藤保子，今井正子，中嶋一枝，井出淳子，石
井陽子，秋山美子，上原洋子，新井英子，小板橋睦子，渋川徳子，渋川守夫，岩井かほる，中野俊之，越田美佐子，中野澄江，静真由美，静とも江，
静恒光，古矢潤子，古矢正健，山田綾子，松尾美穂，松尾卓，木村亮介，小粕君枝，関盛昭，関泰子，斉藤武，斉藤美奈子，上田百合子，石田葉子，
吉田栄子，平井てる子，浅見千晴，小澤弘子，小澤直子，黛吉幸，深澤悦子，深澤昂一，村山京子，中澤悦子，中澤董之，中澤由美，中澤弘企，小
林浩司，小林久枝，田村豪，茂木満直，岩井久美子，青木正利，柳田トク，佐藤驪子，佐俣厚子，植田喜代美，飯島節子，澤入克代，麻生浩一，麻
生喜美子，川村恵，藤井みゆき，藤井悟，中金みさ江，園田みつ子，平井秀子，平井洋介，西田加奈子，松浦恵理子，石田晃平

目黒忠一，広川美津子，吉田信子，角谷憲子，広川良一，安田直美，坂井俊典，坂井イソミ，立田マチ子，栗山孝良，堀江善
機，西山博，長谷川守男，小林清江，藤家雅代，今井忠太郎，藤家利郎，五十嵐洋子，石田シズエ，今井久美子，山口英世，

渡辺敬夫，菅谷喜代，今井晴美，田巻妙子，難波幸恵，闍橋キミ子，長谷川君江，木下内昇，吉沢真澄，吉沢真一，小林幸一，桜井義隆，吉沢俊子，
萩野美代子，阿部雪江，吉川ヨシ，堀内紀雄，松原洋，松原扶佐子，中山正栄，金谷稔，森玲子，長谷川美恵子，久保フミ，中島美恵子，池田圭子，
佐藤かよ子，石黒日出榮，羽入好子，田中秋雄，小林静代，高橋千代子，田中千恵子，井上陵子，石橋敏江，山岸正男，大橋イクノ，大橋英五郎，
本間あい子，加藤廣，片野香代子，佐久間年子，青山和子，青山健男，竹野和枝，小池リツ子，東海林むつ子，佐藤和子，伊藤ヨネ子，小池澄江，
内山雅博，近努，近かずみ，木ノ瀬芳江，北地区太極拳同好会，平田敬正，皆川康子，岡邦子，山本レイ子，石崎公子，平林千江子，齋藤トミ子，
齋藤平悦，山村悦子，山田喜代子，岩田典子，坂内絹，木村紀子，吉川玲子，中嶋キミ，三和太極拳協会，柏崎刈羽太極拳協会，板垣由美子，青木
洋子，金塚愛利，武田たづ子，稲田修子，茅原幸子，高橋英子，石田信子，渡部香保里，宗村昭，小菅利幸，熊田百枝，殖栗高志，佐藤勇栄，西潟
ヤイ，上杉佐紀子，椛沢二三子，植木主税，堀洋子，笠間文子，安田玲子，小林敏男，関田義雄，若林美枝子，近藤貞子，佐藤順子，穴沢明子，丸
山時子，阿部美智子，倉品章，倉品由紀江，佐藤都美子，風間ヒロ子，深澤朋子，小林晴樹，菅家康弘，小林恵子，渡辺キヨ，高島幸子，宮口惠子，
闍橋みい子，長谷川トミ，伊藤由里，斉藤伶子，斉藤豊彦，斉藤千春，塩田テイ，袖山貞子，早川ミセ，八子勇，八子一代，北村啓一，竹内伸，村
上暢子，玉木幸子，中西由子，中西隆博，神子島和子，吉田慶子，川真田裕子，武藤はつの，中村恵子，伊藤幸子，田中敏美，木島シズ子，中嶋キ
ミ，小菅利幸，小菅満子，梶井朝，高橋敦子，田中恵子，藤井ヨリ子，朝妻良夫，南マスヨ，松井久子，下村景子，高橋ひとみ，中原恭子，若月ミ
ツ，原松野，加治大子，勝山克修，笠井貞子，武笠惠子，佐々門啓祐，川上陽子，野口啓子，北村恒夫，井川キヨシ，佐々木七郎，柄沢美知子，闍
橋千恵子，坂口正敏，小島トシイ，砂山利子，斉藤紹代，舟見喜久江，大丸テル，小坂明美，山闢けい子，安達恵美子，北見ミチエ，渡辺静子，福
田久子，後藤規子，後藤瑞恵，丸田和子，松川幸子，渡辺洋子，吉川ヨシ，石井直，吉田征子，村山元子，管木早子，岩富ヨウ，小出和雄，今井昭
一，藤崎端枝，明間英子，旭美和，小柳勲，高森良彦，仁多見節，柳貞夫，阿部勝吉，市来国男，星彪，黒金勝栄，中村英一，中村のり，細川芳子，
斉藤文子，間宮初江，森田三郎，長井守雄，渡辺昭七，菊地和子，桐生ミツ子，樋口正夫，永井敏子，柳千恵子，石平直子，鈴木玲子，鈴木澄子，
白井美智子，山内レイ子，堀沢佑子，穴沢静江，泉ひとみ，阿部昭二，中村祐子，山口れい子，山口正巳，五十嵐ゆうこ，諏方和子，闍野美江，平
石洋子，星野美江，川上達治，大川戸日出雄，村山友季子，腰越アツ，佐藤由美子，内田菊江，山崎富美子，古川文子，菅原サダ子，佐藤春江，磨
田静子，小林正子，阿部典，阿部ミヨ子，安藤マリ子，酒井百合子，小菅美恵，川真田裕子，羽賀キサヨ，近藤義夫，小柳薫，早川礼子，村越一江，
村越文作，矢田ミヨキ，山沢恵子，山澤安市，大矢敦，大矢恵子，土田久治，幸田篤，佐藤寅，佐藤美知恵，木部章，菅原恵美子，瀬戸淳子，小林
フミ子，五十嵐てる子，河野京子，斎藤ハル，深海せつ子，松田スミ，闍岡テイ，米田ナホ，森沢和子，中嶋千代子，竹内睦子，渡辺孝子，平出玄，
榎本綾子，中村和江，阿部允子，中川ヒモ子，本間富貴子，長沼貴子，加藤陽子，竹内豊久，佐藤陸子，計良昇，田辺基，小島貞子，笹川玲子，近
藤由美子，高木啓二，角谷憲子，樋浦慎介，高橋和子，小林和子，深海せつ子，大丸テル，渡辺静子，佐藤男栄，山根亮介，田邊健太郎，佐久間洋
善，荒町庸子，山口マサ子，藤家雅代，藤家利郎，石崎公子，井田信子，田村絹代，中村植司郎，張山操，山本晃，井上レイ子，間瀬京子，菊池雪
江，遠藤正康，小熊佐江子，渡辺博文，馬場一雄，横村綾子，中川アヤ子，久住富士子，田中恵子，小林敬子，水野美和子，與口フミ，中島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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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勇，吉田好子，西山鐡之助，谷久仁子，池田三穂，闍橋照，内山三千枝，保科俊輔，吉田信子，目黒豊実，曽根正弘，木村正弘，森田三郎，関田
義雄，川上陽子，東條和子，青木れい子，木村喜恵子，酒井和子，椎井茂子，中村恵美，中村吉伸，木村紀子，飯塚アイ，渡辺久子，児玉真理子，
八木玲子，藤村泰造，藤村陽子，金塚愛利，中村梢，中村のり，闍野敦子，中川チイ，雨池清美，遠海菊栄，外林敬子，宮越茂子，広沢みさ子，小
林美加子，西巻珠美，中村日出美，時田キクイ，金子弥生，松田秀子，高橋信雄，高橋ルイ，松原洋，石原富士子，石原紀之，風間ノリ子，野口啓
子，水沢芳枝，水沢久司，友正慧，中村祐子，長井昌子，岡邦子，矢野恵子，宮下圭子，大関和江，後藤規子，羽生司朗，高橋忠夫，加藤美紗子，
星野博樹，樋口恵子，椛沢二三子，小菅利幸，箱岩千加，貝沼久子，五十嵐みえ子，鈴木まゆみ，殖栗高志，村山登，品田晴子，黒金勝栄，関本光
子，小奈幸子，岡田末子，中川ヒモ子，加藤文江，早川愛子，田中秋雄，松原みどり，堀内紀雄，石平直子，小林志津子，渡辺敬夫，橘吉雄，橋本
幸子，藤村美和，山口英世，今井忠太郎，村上裕行，旭美知，加藤廣，太田節子，田中恵子，柄沢美知子，東海林むつ子，片野香代子，佐藤小百合，
夏目 子，榊原弘己，丸山啓子，早津三郎，早津三次，中村保代，前田謙一郎，小田春一，渡辺朝，佐藤重雄，浅野則子，森島千志，松屋のり子，
佐藤幸恵，飯塚トキエ，猪俣晃一，樗沢博津，風間敏之，古川君子，長千恵子，川村明子，山本晃，佐藤裕子，近文枝，高橋瑞江，堀川静子，風間
ノリ子，桜井正志，中野知子，大川正彦，関雄輔，関英子，田辺みどり，田辺喜太郎，旭美知，佐久間ヨシエ，阿部珠恵，三上鰓子，平田敬正，友
正慧，太極拳友和会，友和会，飯塚アイ，宇賀村勝子，金子弥生，小熊満知子，小村弘子，梶井朝，吉田キヨ，大西トシ，小奈幸子，金子信雄，見
田サエ，田村絹代，安永悟，石村礼子，山口マサ子，西山吉之助，渡邉久子，澁谷龍生，羽賀俊明，刈谷松子，大関和江，藤村陽子，松田久子，長
沢驪，石闢巖，藤井弘，早川雄博，樋口光子，山賀フミ子，原敏子，樋口真千子，嶋川美代子，小田一彦，桑原清，保科俊輔，中川加代子，山田由
美子，瀬野増美，斎藤弘子，三村久美子，坪井くみ子，村山攻，星野善子，押川佳夫，佐藤修五，佐藤光子，中野柳子，長谷川士希子，磯部雪江，
箱岩千加，堀弘子，保科俊輔，小林登美子，上原田紀子，清田雅美，小島正子，平田耕吉，塩原由子，汐見博，浅見ミイ，闍橋和子，大港和司，大
港ゆう子，大港あゆ美，大港加代子，佐藤里美，計良昇，宮島敏子，畑山峯子，宮島慶夫，青木登久子，青木研三，宮沢ヨミ，平松郁，横村綾子，
保科昇，島津美枝，宮田栄子，湯田きぬ子，中川ナサ，稲垣芳子，渡辺真里，富山和美，高橋ヒロ，渡辺昭一，長谷川恵子，有坂敦子，吉田チイ，
岩佐禮子，岩佐宏雄，上原としゐ，長井ミチ子，寺野和子，太田信一，西村久子，西村清六，高橋早苗，太田石，荒井武雄，山田しげ子，青木れい
子，会田靖恵，大熊宏子，大熊孝，橘吉雄，坂内房子，古俣美智子，荒木幸子，夏目 子，井上義敏，秋好元子，森田四朗，庄子孔信，田中儀一郎，
水野美和子，坂井征一郎，石田悦子，小林敬子，岡田末子，上村京子，松原みどり，鈴木文夫，磯部雪江，友正慧，殿塚真理子，西きく子，真島マ
イ子，竹中千恵子，後藤ミネ，遠藤道子，橋本淹恵，斉藤トミノ，井田信子，田辺正太，高橋せい子，原英子，丸山小夜子，羽生司朗，山坂ツイ，
中川チイ，宮野知，山本ユキイ，徳重十四ヱ，広田久美子，小池道子，遠海菊栄，笠井泰，松本和雄，松田幸，新井田愛子，田中慶子，小坂井敬子，
荒井稲子，知野勢津子，知野恵子，石塚里栄子，中山さおり，佐藤千鶴子，横木修子，横木益次，濱田ひさえ，佐藤みのる，佐藤憲子，櫻井則子，
山口容子，菅原聰美恵，佐藤律子，浅野秀美，渡辺ハルジ，陸トシ，那須野洋子，泉昌驪，徳永由美子，臼杵洋，大谷節，宮崎宗吉，米山孝子，小
林祥子，菊池雪江，堀川テイ，近藤美枝子，泉智慧，高橋幹彦，佐藤さゆり，高橋恵美子，泉美樹子，泉智慶，井沢夏子，田村聖子，甲田智美，八
藤後公子，平出桃子，五十嵐洋子，会沢久美子，益子みね，樋口路子，中山征，金田勝平，高橋恵美子，泉智慶，泉美樹子，戸井愛子，高橋嘉子，
高橋幹彦，片山トヨ，今井寧子，高橋幹彦，宮嶋慶夫，佐藤さゆり，五十嵐富子，長谷川宮子，小田泰子，山田須佐雄，山本栄二，山岸勝男，相波
洋子，石平桂一，長谷川湧子，小山由紀恵，久保好枝，長谷川和子，宇野スミイ，太刀川トシエ，東條和子，斉藤登美子，星野千代，和田悦子，遠
藤薫，野島好明，内山三千枝，安藤忠雄，五十嵐保，河田朋子，佐藤健一，水澤祐子，竹内光枝，小林昭子，多賀政江，中村幸子，永井喜美子，渡
部隆，本間康子，桜井伶子，高橋ユウ子，青柳恭子，笠井サダ子，平澤京子，高橋陽子，佐藤智子，片桐ミイ子，渡邊三恵子，田中恵子，闍木美智
子，國島澄江，中川アヤ子，菊池久子，猪貝昭美，佐藤理子，西村百合子，中川和恵，鈴木昌子，多田シズイ，渡辺厚子，野本久美子，中村桂，渡
辺操，永井アキ子，村沢敬子，小林久代，岡村智子，渡辺左枝，丸山弘子，中島タツ，村沢初美，内山久江，金安ヨシ子，石田カズ子，吉川ヤヨヱ，
小林恵美，長沼和代，武石良子，丸山和昭，小林路子，梅田都，渡辺久美子，小林篤居，小林美加子，田中俊夫，野村洋三，吉田泉，吉原美枝子，
粉川久美子，石月恵子，闍橋紀子，木村恵美子，木村一郎，木村正弘，太田節子，薮田ヒサ，久住久俊，久住正人，久住正也，久住富士子，今井小
枝子，太田礼子，樋口由紀子，渡辺博文，滝沢恭子，佐野芳美，藤井宏子，近藤たつ子，橋本千晶，三澤洋子，熊木幸子，米田博子，住吉晴美，木
戸ハルエ，藤家雅代，藤家利郎，原山博子，小浦方啓子，石丸昭二，椛沢二三子，中川美奈子，杉田洋子，杉田大介，村山常雄，村山カズ，加藤戈
二，加藤知代野，林見節子，田中肇，栗林俊子，栗林正弘，菱田陽子，菱田国男，山上孝子，玉木綾子，大江美智子，大江幸雄，大江登，小川強，
幸田千枝子，高橋忠夫，吉田三男，栗林ムツミ，村上信男，丸山康雄，北川蝶，岡村英夫，長井昌子，水澤久司，水澤芳枝，広沢みさ子，和気実津
子，高橋ルイ，高橋信雄，島倉典子，吉田功，吉田チイ，斉藤勲，中川絹子，菊池ヨシ子，丸田和子，石田早苗，関川チイ子，北上ユリ子，村山奉
美，丸山睦子，岡部ユキ，佐藤美也子，闍島テイ，加藤文江，高畑恵子，深海せつ子，荒沢悦子，名古屋典子，渡辺典子，有本ヒロ子，佐久間洋美，
荒町庸子，小川聰子，谷久仁子，丸山亮子，真保フミ子，古泉裕子，藤崎瑞枝，増田悦子，内山泰子，池田勝代，津野一男，村山良子，中島政春，
中島和子，中原玲子，渡辺瞳，中川絹子，栗山千恵，関澪，長谷川綾子，田口道子，市川尚子，内田洋子，渋谷愛子，鐡田カズ，吉田美枝，菊池ヨ
シ子，太田雅子，池田三穂，丸山ちい子，釜屋令子，結城幸子，菊池俊博，外林敬子，星彪，名古屋洋，金子キヨ，外山真智代，鈴木時代，樋口幸
子，山田シズ，遠藤憲治，金子典子，山田孝夫，樋口ミツ，宮島絹子，栄森紀子，張山操，川越正藏，木村喜恵子，木下陽子，岩崎祥子，丸山光子，
外山伊津，富岡朝子，石沢匡子，山口悦子，高尾さよ子，小川ユキ子，中村澄子，保坂公一，鍋島ユリ子，五十嵐みえ子，佐藤幸世，広田敏子，紺
野弘美，小川石子，宮島恭子，山崎三枝子，吉倉公子，広川りつ子，岡尾勇一，鐡垣政信，渡辺裕美，伊井文子，磯野ハナ子，山岸恵子，花岡カズ
ヱ，広田勝美，中澤信枝，田代テル，広瀬アイ子，太田由美子，小林洋子，佐々木美知子，五百川花子，村山登，江川米，森岡イネ，阿部テイ，三
ツ井桂子，小林澄子，渋谷要心，岩淵周子，矢野信子，田辺基，仙裕子，小坂篤子，黒川雅順，加藤美紗子，芋川常治，宮下圭子，石沢松江，赤井
昭，谷井裕美，石沢智子，大野明子，肥田野洋子，中野知子，岡幹江，岡有子，奥村優子，奥村俊二，奥村千世子，奥村俊子，奥村玄，東條憲恵，
横村綾子，小形利江，横村美華，東條顕，坂井宏子，小熊勝美，小熊佐江子，桜沢文雄，五十嵐正栄，風間貴子，吉原田鶴子，風間眞由美，大原康
男，大原直子，藤本磐，斉藤孝子，藤本靖子，若杉裕古，若杉日出男，片桐ナミ，笹川マサ子，仁木孝子，闍杉雪江，下村順子，鐡倉悦子，中村ゆ
う子，鐡田征子，闍橋典子，村山瞳，霜田京子，村田貞子，相場和子，三井田夏子，黒川博，小林テル子，柴野シサ，佐藤千江子，佐藤義則，清水
イシ子，矢島子ン，奈良澤純子，石口静江，堀井幸子，前沢ミドリ，遠藤満千子，母袋喬二郎，遠藤勝，品田光江，市村光子，丸山トシエ，稲葉タ
イ，藤林ミツ子，前澤順子，與口恭子，小池栄子，巻渕琳子，闍橋徳子，石塚一以，母袋敏子，福原昭子，中村栄子，闍橋ミヨ子，佐藤幸一，與口
フミ，與口庸夫，與口恵子，與口慶三，與口祐子，與口崇，與口梢，吉野キヨ子，西巻啓一，西巻珠美，金塚真由美，石原フヨ，佐藤幸江，三宮ツ
エ子，吉野弘容，会田玲子，片桐スミ子，高橋恵子，中村日出美，松崎光祐，桑原朝子，我妻テル子，白井広一，白井幸子，高橋キン子，榊原弘己，
土田公一，坂井幸男，佐藤圭子，堀内三枝子，牛坊裕，千葉素樹，長倉紀美，吉田啓子，相馬敦子，水林美樹子，山根亮介，角谷憲子，小熊満知子，
田中貞子，須貝富子，八木玲子，石崎悦，川崎三千子，渡辺久子，永井洋子，古田島タミ子，酒井和子，川口ヨイ，番場玲子，中島菜穂子，榊原弘
巳，中村恵美，中村吉伸，長井憲子，安宅保郎，山口千鶴子，仲川セツ，丸山直子，簗取幸子，関川美子，長谷川洋子，高橋早苗，高橋隆平，高橋
新平，塚本好子，川 美恵，江口惇子，中村梢，根立律子，馬場章子，笹川正弘，笹川伊都子，品田時枝，横山玲子，藤村美和，橋本幸子，鈴木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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ゆみ，雨池清美，雨池誠，雨池沙織，雨池絵梨，鈴木昭子，小林みよし，大森登代子，岩橋裕子，小林志津子，保苅淑子，萩野政子，福元美枝，稲
泉武男，稲泉京子，中村幸子，佐藤富希，保坂和子，青木ひとみ，中谷仁美，青木宏子，黒石詔子，山本テル子，小田島春枝，嵐口郁子，中村峰子，
青木幸子，山本将資，渡井和子，吉川惠子

山岸百合子，篠原与子，羽鳥敏一，羽鳥恵子，羽鳥茂登美，岡谷とめ子，塚田茂子，池田康三，青木静子，青木兼男，山岸茂
子，清水良治，栗林あき子，小林博，小林誠，塩入喜和子，中沢久子，上條有，神岡三千彦，神岡順子，河原田啓子，河原田

つる子，上條澄子，堀内寿美子，西澤なを子，河原田敏美，清水栄子，宮沢喜八郎，松木好闍，松木カズ，宮下友雄，宮下清子，宮澤貞子，宮尾春
子，奥村嘉子，丸山日出代，柳沢寿枝，福沢優子，太田由香，中村まゆみ，渡辺めぐみ，小山加苗，有賀まゆみ，志田和代，志田元蔵，中山芳江，
渡部光子，長谷川ゆかり，関小容子，武井ひさみ，山浦けさき，栗林貞子，藤澤嘉吉，山口ふじ子，内山ふみ子，竹内博子，清水公子，風間スミ子，
堀節子，田中善子，柳原知恵子，古平清江，滝澤久美子，鎌田悦子，小布施光子，須田礼子，須田博，鎌田保雄，鎌田利枝子，小山幸子，鈴木昭子，
鈴木健，松岡栄子，西澤敬子，夏目房子，夏目貞美，徳武啓子，真岸教子，藤岡与志子，高野麻木子，堀内みち子，傳田茂雄，傳田文枝，笠原功恵，
善財鈴枝，久保田久美子，池田早苗，茂原一明，竹下エミ子，竹下馨，金子芳子，重田琉美子，吉田啓子，原山光子，今村かほる，吉田京子，直江
ふみ子，北村栄子，内記一三，長田茂子，斉藤昭男，斉藤満子，小沢富代，滝澤悦子，櫻井真知子，徳丸とよ子，佐藤保子，杉原あき，小沢むつよ，
斉藤文夫，中野靜子，黒澤きよ，金井むつ，武田晃，武田寿美，久保田好枝，渡辺美恵子，徳竹みつ子，宮沢佳子，小林美智江，佐藤光代，宮下好
功，清水邦彦，清水隆志，清水いち子，小坂千鶴子，山口好子，村上みゆき，伊藤喜美子，林美代子，田畑すみ子，林公子，茅野英子，野沢一恵，
野沢眞子，和円八乙女教室，唐沢久美子，唐沢栄子，飯森恵美子，小林順子，渡辺由美子，大日方淳子，北條裕子，北條昭芳，唐沢幸，小川秀子，
小森幸恵，小池秀子，向山初美，山越清作，武井節子，大久保利子，山田多栄子，浦野さち子，垣内昭子，垣内知津子，伊藤綾子，山越清作，矢闢
義明，伊藤啓，栗林俊子，赤羽弘江，赤羽朝子，桑原和子，青柳二三代，向山弘之，沖山たつえ，原武則，松澤イサエ，武井スミ子，柴三枝，根橋
春子，佐々木千代美，井磧洋子，唐澤保男，松澤周子，内山みさ子，繁田知笑美，早川拓志，大森博子，中島弘子，桑澤あや子，向山英人，町田良
子，松橋静江，井上和美，羽生田節子，海野さち子，小田切とみ江，長崎雪枝，倉島明一，岩田けさ子，和田知佳，照川幸子，田中美世，菅沼たか，
徳永シヅ子，田中喜代子，和田ミドリ，田中房子，青木リラ子，小松トキ子，和田尊志，松村茂，土谷なつ，篠原やよひ，山闢やす子，山崎久雄，
丸尾瓔子，重倉絢子，白川栄子，岩田えい子，鷲沢真紀子，山口紀江子，下条友子，峰村初江，町田孝，内山豊子，小林恵子，内山富基子，北村き
みよ，吉田公子，浅輪永子，轟文子，岡村邦子，岡田光子，塚田玲子，山上幸子，増尾勝義，増尾きよ乃，増尾陽文，滝沢祐子，滝沢進，闍野敦子，
古平幸司，白沢誓三，吉田ますみ，飯田和喜，山内崇範，牧田房子，鎌倉 子，吉池偕子，平栗可子，水谷名見，高橋利子，柳川由記子，加山初子，
矢沢幸子，小林幸子，松島小夜子，竹村由美子，小林恵子，春日千代子，滝脇光子，小池千枝，下平はるみ，笠松光子，小町谷杉穂，笹井志保子，
倉田敦臣，倉田繁子，征矢弘子，鐡沢初江，倉田精丈，倉田水江，春日道子，新井政子，新井浩吉，細井律子，片瀬泰子，堀越芳枝，遠山紀子，木
下春子，山崎哲郎，片桐宏，片桐千佳，手塚とよ子，山口利勝，山口みち子，山口忠雄，藤森君江，二木昭七，黒沢弘子，山崎政子，山崎裕子，百
瀬由子，山崎健二，百瀬いずみ，清水みつ江，小沢勲子，小松京子，百瀬友恵，長谷川和子，大柴照子，小澤登代子，金子佐代子，伊藤菜穂子，中
島かおる，酒井夏美，花岡千咲，青木茂登枝，斉藤千恵子，町田安子，高原みはる，宮田久代，闍島悦子，畑中正子，米山孝子，赤羽達郎，花岡正
二，青木茂夫，矢彦沢和子，町田剛，斉藤誠，篠崎君子，中澤市子，足立ゆみ，宮田賢一，赤羽すえみ，那須野二三子，石野公子，塩原豪，中澤田
津子，熊井照子，須澤美奈子，小林照子，太田勝子，高野洋子，藤岡芳子，松田いく子，下田府子，下田和夫，高木富禧子，下田晴彦，天海反紀子，
龍岡順子，高山伊佐子，大久保かつみ，諏訪芳子，田中節子，諏訪正好，中島美代子，中原むつき，中原淳，百瀬和子，中原晴信，中原二三子，野
田琴江，野田稔夫，野田岳大，若狭洋子，若狭ため代，小澤千冬，小泉浩子，若狭建吉，三代沢しず子，宮下輝美子，牧野早紀子，城田美津子，野
原靖子，藤原典子，渡辺薫，堀幸子，松下美代子，小山和栄子，花闢孝夫，宮闢順子，赤井佳子，青柳信子，橋本美ゆき，滝沢信子，青木勇幹子，
藤井陽子，鹿田たつみ，鹿田睦子，中村重治，中村幸子，力 靜子，内川宏枝，内川丈夫男，横山哲夫，村田悦子，戸谷統子，浅井孝子，増田達子，
宮島倭子，大日向真里子，鈴木美智子，松田茂子，戸谷幸三郎，山闢とも，檀原房子，宮川ひろ江，勝岡竜平，勝岡奈美枝，金井ヒロ子，西沢美代
子，今井民子，沼田千恵子，金子典恵，山極驪久，伝田忠雄，伝田文江，中村マサコ，竹内節子，小山まさ子，柳ノブ子，北村由美子，宮澤千鶴子，
廣川修司，吉田敬子，大川夕起子，丸山久子，新村真一，新村驫子，丸山一幸，小松佐和子，橋本延子，和田弥生，竹内靜子，岡田久枝，岡田征英，
柳沢文子，倉島道代，闍木久美子，永井陽子，太田比嵯代，矢口清江，上原潔子，斉藤卯惠子，内川清，内川たへ，内川兼作，井刈紀子，上條里子，
関公子，渡辺美智子，湊理恵，佐藤早苗，武者美恵子，田中裕歌，大池則子，中澤美鶴，上野昌美，中嶋典子，大橋みゆき，小林秀美，高山由貴子，
池田章，尾沼スミ子，牧野まり子，村山好子，中山八重子，内山美恵子，内山京子，牧野みち子，中澤義昭，中澤一枝，澁澤賢佐和，神岡ふみえ，
神岡清，斉藤房江，堀篭百合子，桜井春美，清水清，中山市子，松井弓恵，飯澤勝興，飯澤みちよ，飯澤美代志，成沢千春，清水桂子，矢吹ヒデ子，
小倉喜美江，中村幸代，齊 房邦，齊藤良，斉藤文人，斉藤早苗，斉藤昭男，芹の会，なずなクラブ，田中美穂子，尾形美津枝，宮川久美子，鎌田
幸子，瀬下薫，瀬下武重，荒井利子，小川原磯子，闍澤知子，荻原せつ子，久保田智子，宮入典子，竹内美恵子，田口貴美子，安原茂，小林まさ子，
小林あかね，小林かおり，岡田潤二，小松陽子，浅川とみ子，青木照子，古瀬静子，荻原美千代，清水洋子，太田玖仁子，市瀬法子，市瀬重男，篠
塚昭子，篠塚和夫，清水富美，飯田忠文，近藤政俊，近藤加代子，近藤勇太，小松純子，中村スミ子，赤沢昌子，赤沢宏，小幡正行，小幡義彦，小
幡末子，小口芳子，大谷和子，金井敏子，小林稔，小林通江，中山和雄，中山静恵，小林繁子，丸山清子，小林常雄，堀美代子，坂下貞子，大久保
堯代，内堀久子，酒井洌，等々力静子，山本享子，鐚山邦子，佐藤友計，内川清，福田孝秀，闍橋康人，原啓子，闍橋初枝，浅原弘子，田下巳三男，
田下由美，今村清子，古籏喜代子，中島明子，伊藤邦恵，田代寿子，竹田憲子，岡田尚子，岡田奈穂美，金丸千寿代，闍橋文江，宮原ふみ子，和田
房江，鍋谷金一，小高矩子，柳沢滋子，坂田修子，木内春江，山本千代美，山本美登利，山本幸司，山本みさを，廣川きみ江，坂城体育協会太極拳
部，鐡川聖栄子，江本紀美子，闍橋節子，大日方久子，清水陽子，原万千子，中山智恵子，山本征夫，塚田晃子，清水とし江，竹内文子，内川すみ
子，小堺綾子，高野幸二，古野 雄，田村良子，太田緑子，小林昭子，岩佐公子，保闍春子，田中信栄，澤崎むつ代，松岡法子，田辺幸子，松岡美
和，細川尊子，吉沢一重，笹森文仁，笹森裕佳，宮澤里恵，小島恒子，伊藤あけみ，北村かほる，北村敏幸，石井薫，黒岩久子，牧幸子，北村百合
子，浅野稠子，西沢美代子，穴瀬紀利江，傳田敏雄，竹内邦子，菅田敏夫，今牧俊昭，松澤セツ，松島宣子，水野八重子，木下勝美，水野文子，新
井みなゑ，古瀬一成，腰原聡子，高田良子，高田繁夫，榊原久美子，水野義人，小木曽トミ子，高橋秋子，闍林正男，宮城幸子，山田竹子，細田美
知子，佐藤房子，岩上千代，西澤幸子，青木昭二郎，青木笑子，小田内豊子，堀越園子，闍野鈴江，小尾静枝，小林ちよこ，宮島孝，原山繁夫，小
宮山載子，小林安子，海原ナオ子，稲葉藤子，有賀なか，酒田美惠子，成田一男，青木昭二郎，柳沢万記子，藤川マス，山岸秀子，牧野重美，広田
みどり，長田千恵子，山室二三代，鎌田光子，石井としみ，田中敦子，水野惠美子，大野幸子，赤羽根のり子，倉澤きくみ，山闢くみ子，中條悦子，
柄澤英子，東澤光子，山中貴代子，小林直，村橋烈，北原百江，竹内栄子，池田美代子，小池玲子，本塩義子，林部篤子，尾沢淳子，轟正幸，丸山
マツ子，丸山喜司，丸山真理子，丸山展弘，丸山裕貴子，荒井綏，左治木知子，馬島愛子，中山澄枝，小出篤 ，尾崎みどり，関島美智子，平出公
江，永原富美代，伊藤嶺次郎，伊藤てる子，滝澤信子，赤塩園，古屋清司，井上栄一，宮澤春江，金子佐千子，原田廸子，金子静子，宮下文子，金
子功，木下恵子，田中照子，菅沼つね子，菅沼道宏，酒井睦子，菅沼まさ子，藤沢千寿美，若槻はつ子，福島すま子，山岸節子，闍山末廣，上條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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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田芳子，闍木辰子，山口ノブ子，本多麗子，塚野冨美子，藤村登美子，小林節子，赤羽正人，佐 愛子，堀久枝，関谷義子，山岸進，闍橋照
子，松田典子，赤羽利子，佐藤信，新井ふさ子，内山正子，清澤純子，村山じつ子，堀久枝，角綾子，遠山恭子，佐藤祐一，佐藤愛子，佐藤浩二，
倉科光江，竹田充代，赤沢美寿々，伊藤かづ江，浜勝己，浜恵美子，畠山典子，百瀬眞，上條喜代子，西田公代，羽多野瑞代，宮田元子，塚田勘司，
大野瑞穂，西澤和子，塚田隆義，塚田孝子，塚田絵美，倉科洋美，早田愛子，早田春雄，岩上千代，佐藤美恵子，窪田明子，堀内石子，三代沢しず
子，三代沢滋一，宮崎智恵子，浅香多可子，花岡千代枝，花岡利光，花岡悌子，花岡めぐみ，花岡大輔，堀久枝，塚原延夫，植野和子，津留芳子，
菅野笑子，闍橋たけ子，降籏明子，金井美和，三沢美枝子，因幡和子，大月驫子，柳原鈴子，小林妙子，甕登美，因幡和子，飯嶋修一，鳥羽弘，中
嶋秀彰，宮澤孝治，植原脩市，金井初枝，金井順子，小林やえ子，伊藤忠正，伊藤きく江，千野友里恵，高山登志子，武井富夫，大和理務，大和美
智子，大和爲子，金井寿美，武田恵美子，木戸章子，小松小夜子，久根下貴美子，小部山ともゑ，横山利江，横山猛嗣，横山文男，諏訪時江，諏訪
章，山田悦子，山田 雄，児玉陽子，三浦惠美子，三浦安重，逸見朋子，武居敏江，武居康恵，武居愛子，吉田寛，吉田豊，吉田悦子，吉田稔，新
井東，新井一男，赤羽利子，田中美津子，曽山厚，宮澤明彦，宮澤正三，宮澤孝子，嘉瀬洋子，宮沢みさお，村田輝男，小林伸枝，宮下峯子，北沢
晴美，雪入千賀子，月岡驪子，西久保ゆ紀子，鐡田とく子，木藤京子，塩谷志げ子，小林暢子，戸谷君代，黒崎恵子，小林蓉千子，鐡川きよ枝，碓
水淑子，松本昌子，野村温子，小布施悦子，上倉君江，小根沢古万恵，岩闢房代，山闢久子，原山るり子，横山哲夫，藤丸麗子，宇原文子，北村昌
子，小林恵美子，熊井脩，高橋安正，寺島幹夫，内記すみ子，五十嵐園代，山岸重雄，大澤千鶴，岡谷善博，林豊子，梶原深雪，闍野鈴江，高野明
男，滝沢貴美子，新江紀子，新江征夫，堀井佑二，堀井明子，中村真弓，花岡初實，笠原恵子，大瀬南子，牛澤千代子，松本弘子，綾部紀与子，綾
部博美，湯本みさを，中村泰則，田中 子，中沢邦子，中沢邦秀，中沢均，田上和子，板倉政夫，板倉綏夫，板倉しま子，矢島あき子，金子絹子，
池田つゆ，清野栄子，清水ユリ，小川隆江，藤沢李津子，山岸百合子，杉田幾子，藤井栄子，山岸祐子，町田貞子，井沢敏文，折井文子，小林節子，
北村京子，柄沢恒子，丸山嘉太郎，籾山美称子，宮闢治子，小林進，牧野百合枝，柳田よし子，小林絹，村松弘雄，村松久信，村松正雄，村松清子，
村松さだ子，内藤りえ子，村松尚子，赤沢美寿々，伊藤郁子，伊藤敏史，関軒秀行，関軒佳子，伊藤裕子，平林重吾，平林満知子，伊藤裕子，永田
誠子，永田達郎，神戸茂子，神戸利郎，永田恒治，冨永伊恵子，冨永明，冨永浩一，藤森たち子，赤羽亜希子，西山幸子，上條妙子，伊藤裕子，中
野節子，中野尊一，鐡川あつ子，鐡川正太郎，吉川正直，闍原恭子，吉川島子，薄井尚介，犬飼久美子，薄井幸子，薄井晶子，薄井紀久子，花岡繁
子，花岡進，花岡由美，倉田君子，鳥羽順子，手塚由美子，桜井汎，臼井五子，平林岳子，平林すみ子，相良栄美子，中村政子，武内悠子，武内惇，
大久保志末，大久保良一，闍橋由弘，高橋淳子，中田岳成，中田理子，平林涼子，赤木悦子，赤木正嗣，赤木宏壮，赤木祐子，村田たつみ，太田英
子，立沢きみ子，上条邦子，土井マサコ，宮沢君江，太田弘子，青木恵美，青木靖蔵，大野トミ子，大野史彦，山田睦美，川村耕一郎，川村時江，
北澤好子，西牧美枝子，久保田みどり，山本孝雄，山本博子，柳沢けさ子，柳沢賢一，柳沢広子，高橋淳子，清澤純子，丸山謹二，丸山とも子，丸
山ひろみ，林利枝，林三雄，林昇，林賢，早石育央，飯浜保子，百瀬君子，田中須美子，田中高義，清澤純子，清澤源之，清澤孝弘，竹折和浩，坪
田瑞穂，野澤さき枝，村石澄江，沼田光恵，馬場田裕美，丸山俊典，丸山ふみ子，井口ひろ子，田中学，大橋聡宗，青木澄子，中村よしみ，中島礼
子，横内みや江，横内和雄，木村聖，木村節子，大月一明，大月百枝，神農昭一，神農美佐子，吉江栄子，下腰恵美子，下腰由太郎，降旗政子，降
旗正三，内川幸子，内川要次郎，小穴もと子，宮坂初枝，山本恵美子，山本直文，青柳和代，伊藤季雄，伊藤昭代，小岩井淨子，小澤千代子，萩原
和子，塚田湊，塚田光江，佐藤優子，中野昇，中野知与里，中野安彦，馬場スミコ，馬場浩明，馬場国保，薄井安子，浜野好子，塩沢和子，松田か
ず子，松田弘，松田泰明，丸山しづ江，丸山泰昭，三浦晶子，横内助，横内博，横内康子，小松郁久，千村信，小沢治，水城英明，水城佳津美，小
澤登茂子，太田照子，上條幸子，上條啓雅，丸山いづみ，矢嶋敦美，矢嶋直 ，矢嶋靖子，山浦真弓，山浦るみ子，山浦 徳，富田裕司，富田宗一，
富田裕紀，塩沢貞子，須澤美奈子

平岩多恵子，舟木栄子，橋本栄子，金重瑞夫，八重野幸子，松本千恵子，永光てい，橋本多恵子，闍橋欣子，足立龍彦，足立
緑，佐藤恵子，鐡野淳子，鐡野欣司，鐡野妙，三好正夫，川闢満，赤地照男，内山章子，新藤敏子，鈴木千賀子，宮林良江，

渡辺昌子，山田克美，横地トミ子，原田成昭，余嶋瞳茂子，余嶋哲治，榎桂子，榎聰滋，榎優規子，内山弘之，田口まさ子，印西太極拳同好会，池
田静子， 瀬令子，三浦幸子，秋山節子，八田明代，日暮貴美，本多典子，安田なか子，本多待代，森裕子，若米秀作，土田信栄，神跡美，櫻木富
美子，樋口薫，柳橋真樹子，久米協，原田るり子，村田キイ，井手口まつ子，安藤なぎさ，矢吹和枝，長谷川あさ，木村君子，林芳子，安藤きみ，
中川義昭，石橋雅義，坂尾由美子，佐藤花美，宮内和幸，藤崎勝江，丸谷晋一，原敬三，原翔子，石切まき子，網中栄子，長谷川志津子，久士目和
子，大塚久美子，諸橋久美子，長谷川千代子，山本千枝，岩瀬利江，三河久子，山口美恵，國本久代，林庄次，千田剛士，須沢たか子，西村征也，
佐藤初子，鈴木啓予，羽計慶子，花園寛，田村治枝，加瀬元枝，江波戸由美子，高橋源五，内田政子，塚口実，古川愛子，中山淑江，湯淺壽美子，
小林和宏，網中眞子，武内房子，堀川好弘，堀川裕子，山本富久子，高橋ミイ子，田向悦子，尾闢早瑠子，山口精一，小川小夜子，市川純子，市川
克己，山本幸子，渡辺保男，附木キミ子，小池勇作，三浦静枝，竹中みよ，大木英子，鈴木貴子，宮崎一彦，岩瀬和子，野口久代，鈴木幸子，鈴木
久子，林ひで，吉田茂子，伊藤春子，柳堀麻里，宮内みさを，松尾ヨシエ，小川慶江，長島千春，田中久美子，鈴木新子，山本幸子，松永実男，和
久田節子，青木あや子，榮田好江，井上千恵子，矢口シズ子，桂田和子，桂田龍衛，中村洋子，太田伶子，町田裕子，遠藤笑子，喜多見和枝，萩原
実，現田雅子，中江宏，鈴木順子，飯倉里美，木村光之，上野厚子，土屋美知子，永井智賀子，永井敬紹，武藤暎子，西村由利子，大澤香津子，近
松暢子，相馬伴行，相馬光代，高橋和子，佐々木由美子，荻本敦子，大貫照子，鎌塚伊佐男，宇佐美秀，大槻雅章，大槻満智子，大竹敏子，西村健
二郎，石井和夫，染谷典，伊藤晶，小平みつ子，川村郷子，大信田勝郎，大信田洋子，飯塚紘代，藤井黎子，秋元洋子，平井みね子，大沼葉子，緑
川隆子，後藤朝子，石原菊子，岡田悦子，山本昭吾，井出喜代子，三上クニ子，石川昇，袴田清子，太田喜子，中村令子，荒巻信子，滝口とし子，
近藤智恵子，小竹利子，鈴木智子，中田きん子，澤田とよ子，原田昌子，鈴掛文子，石塚孝子，Setsuko Sega，河野奈津代，板倉喜代子，山脇道子，
永池きよ，宮闢美代子，田中しげ，高橋マツ子，捧陽子，山闢勝太郎，佐々木喜美子，坂弘子，鐡田湧作，相川峰子，鐡井正樹，吉井美智子，勝山
弘子，勝山明彦，相川とよ，小中澤あさみ，服部君代，岡本昭子，木下正勇，古川順子，石丸栄子，市橋てる子，闍野俊子，佐藤正佐子，平野慶子，
宮内明美，加藤ヒサエ，野口よし子，安田やす子，岩瀬恵美子，小林孝子，丸谷純子，下谷キヨ，関野静恵，杉本通子，川嶋陸夫，千葉喜代子，山
口典子，中谷芳子，鶴岡政江，平野ノブ，闍橋喜久江，渡辺美代子，竹内栄，水嶋茂子，渡辺さた子，金野節子，江波戸志野子，宮崎孝子，西本博
安，安藤敏江，長谷川彰一，柳堀キク江，境喜代，宮内眞利子，津賀弘美，和泉順子，鈴木美智子，田中輝代，道下和子，田中せつ子，横田修平，
谷とめ子，押尾英子，杉原友子，江幡みね，中村洋子，佐藤邦子，藤井清美，八嶋邦子，安藤千恵子，與田美代子，大澤治夫，雨宮時子，岡田孝子，
安田洋子，入谷和子，板倉なな子，正井智子，濱田文子，今井千惠子，伊藤彰爾，山内美代子，西山みどり，吉森光太郎，原昭子，佐瀬なつ江，片
岡章子，滝沢不二子，清水太作，本多瑞穂，小松博，大和治夫，湯浅陽子，佐藤伸助，佐藤三喜男，梶原寛子，山口智佐子，原むつ子，宮本惇夫，
神尾朝司，井上栄子，大木恒男，杉山君代，石橋美津子，小川伸子，三橋町子，鈴木悦子，村上裕子，中小路良子，阪上由美子，麻生陽子，奥田誠
司，須田敏夫，岡本恭枝，石井あけみ，堀内和枝，道斎紀久雄，増淵昭久，湯浅陽子，飯田禮子，有田繁代，小川小枝子，武田トシ子，藤本峯子，
山下くに，瀧山三枝子，大川良子，田村美江子，田中健吾，佐野宥三，福岡孝太郎，明石きよ子，田中洋子，洪野千代子，石橋澄江，金子能行，加
瀬和枝，廣島清枝，滑川つぎ子，平山美沙子，桶谷博通，桶谷百合子，山口弘子，加瀬清秀，佐藤えり子，渡邉鐵雄，小泉ひさ子，帖佐芳子，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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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子，松島初江，山闢路子，横田加枝子，闍宮わか子，須藤勢都子，小森孝子，闍橋スミ子，鈴木正明，斉藤照代，遠田昇司，酒井登志子，小川敏
男，大西裕見子，三田節子，澤見知子，中城芙美枝，中城明，小倉喜代子，中村正三，神野政雄，松本起世子，菅谷秀樹，久保田衛男，出羽五郎，
山本勇，菅谷昌弘，大久保郁子，飯作了一，小松闢良行，畑川隆，山本はる代，明村営子，白川三栄，川畑幸子，鈴木純子，才川信子，津山邦子，
青木行子，林寿子，舘房子，佐藤隆則，佐藤朗子，川嶋千恵子，竹村裕子，村田美籠，嶋新，長瀧眞知子，眞峯雅子，須長邦子，浅川ルイ子，清水
利信，加々美道代，川口ゆき子，岩崎富子，酒井千枝子，平川暁美，田上三恵子，中山英子，中崎恵子，茂木やす子，中野千代栄，関根まゆみ，岡
崎美穂，保坂昌子，田中ハルミ，磯部シズ子，高田セツ子，小野谷さよ子，織内久江，藤平和代，松田能理子，東智恵，元木則子，竹村百合子，佐
瀬英子，鈴木文子，篠田みさ，大岩愛，山本寿章，中山早智代，浅見昭夫，宇佐美紀美子，述金博子，山口実絵，湯沢美智子，早川直子，北原和泉，
鬼塚恵美子，田中美佐子，軽部政子，島田美智子，三井勝雄，古畑敬子，井上敏子，勝目八榮子，高橋雪枝，山越繁雄，遠藤和子，山脇由美子，本
居啓子，寺門俊夫，荒木滋子，松本安弘，大畑一江，桑島弘子，野寺美智子，金澤由美，高岡幸子，中川昭治，大作富江，大作文雄，古田靜子，横
山靜枝，横山次郎，有居晃，小川洵子，鈴木喜美子，永井なか，山口久子，山崎綾子，闍倉昭子，木村照子，目良正雄，関泰男，関宏子，大野明，
西村光子，古井紀子，森闢由美子，飯島和子，高浜俊也，北見尹，下向井宏文，笠井松代，望月容代，毛利頌子，市川栄一，車谷和子，植田耕二，
植田八重子，湯田喜久代，綱島せつ子，小澤珠江，吉ケ江弘久，闍橋貞子，永光昭夫

尾関冬子，尾関アツ，細川郁子，出村常子，塚田次美，小野田啓子，山下由起子，武内路子，後藤勝子，中谷晴美，安村優子，
石田稔，手川洋子，堅野明，村田牧子，山本知世，星野みよ子，山口道子，千原悦子，井田光三，麻殖生勢穂，大井町同好会，

河北ミヨ，小島幾子，鈴木祐子，鈴木郁，鈴木妙子，神成薫，島田久枝，鷹野すみ子，松栄典子，柳登紀，大類礼子，宇田川弓，原田慶子，松田幸
子，境谷璋子，斉藤頴，平沢喜代，橋口豊子，千原志津恵，千原実，坂口恵美子，杉田清，小金井進，木沢京子，井上維子，川上範子，莫薫，大和
久美代子，関根廣子，石井タミ，小暮省三，今泉光子，小金井すみ子，金子きみ，荒川恭子，渡辺由宇子，松井晴朔，若松キク子，門脇梅子，白田
フク，石田仁，田沼千恵子，小平洋子，金子列子，古澤トシ，河村克彦，田中マサイ，根岸陽子，鈴木順子，矢島和四郎，五十嵐志げ，宮盛篤子，
黒河智子，内山光造，有田芙美枝，中田武雄，橋口豊子，大井トータス，京極さと子，山本周子，渋田陽子，鐡田博，加治和子，矢部由美子，瀬川
早子，三宅昇三，斉藤勝，吉祥良子，駿河卓，塚本啓一，広瀬重男，宮本宜江，坂田勝治，佐々木静子，布谷政喜，早坂エイ子，早坂忠，早坂幸子，
早坂信也，駒崎千恵子，西脇靖代，山下鐵太郎，島村芳子，金子哲夫，金子信子，島村順子，島村健二，秦野あや子，渡辺栄，渡辺眞理子，渡辺九
十九，豊田浩子，渡辺智子，楠瀬良子，本橋晃代，鈴木由夫，岡田和子，中村登，徳永紀美子，渡辺梅野，土屋昭二，土屋はな，須永健次郎，熊田
恵津子，片桐典子，鹿山英二郎，舘勝子，佐々木慶子，小松宗房，芝田清美，山崎勝美，鳥野ツヤ子，赤坂精司，柴山恒夫，北條旦子，間盛武，滝
沢秀子，相坂清子，大辻登紀子，水之江恒子，吉沢幸，大久保広子，越智祥子，村野晴美，渡部剛正，野口裕里子，飯塚宏子，野口薫，野村ムツ，
菊池正行，菊池菊枝，三代美江，白木妙子，兼田博美，兼田信一郎，吉田さやか，大塚圭子，高橋タイ，柏村フジ子，須賀弘，近藤マツ，平城利之，
田平総恵，近藤友次，川上節子，近松良子，尾身晴子，富樫元治郎，寺岡むつみ，喜多孝夫，大河原美枝子，山本静江，間南子，今井玲子，関根美
恵子，木村信子，大久保驪司，花岡正美，伊藤洋子，福田佐知子，久慈静子，篠田恵子，鈴木晴夫，斉藤照江，川崎静子，滝沢幸男，外山義雄，外
山ひろ子，黒田直永，黒田重晴，中村静子，山中由美子，石野和子，石野浩靖，飯山好江，岡田孝一，内田泰代，関弘子，鐡野英明，野村光重，黒
田佐智子，宮川喜美枝，早川則子，白井節子，成田総子，新井てる子，細井雅夫，村田敏子，阿部直子，菊池征四郎，小林千代子，久我裕道，山本
平治，佐藤桂子，茨木啓子，大澤昭子，吉田洋子，香山哲造，山崎康子，田中テル，牛田秀夫，佐藤武茂，大出きみ，佐脇登四男，出口たか子，今
倉梅子，西尾弘子，畑野敏子，古郡弘子，近藤奈津子，古郡一弘，武石啓子，田辺美代子，鶴田末子，小林千恵子，池上育子，石川佐奈江，酒井恵
子，河辺千恵，石川嘉津夫，森田紀子，片山浩子，片桐千賀子，尾身登久子，尾身秀雄，相川清香，相川清文，稲垣美恵子，稲垣辰夫，稲垣明子，
稲垣智成，稲垣千鶴，折原まさ子，坂巻陽子，栗原登美子，村上佐代子，斎藤健，野中秀代，石川百合子，太田義雄，太田佐知子，遠藤智子，木村
泰子，栗原京子，山田政子，須賀喜久子，金子恵子，久慈幸四郎，松本茂，川谷野久男，野村信子，小倉民子，成田幸子，林君子，中田遵子，石塚
順子，石塚忠夫，松本トシ子，久我富久子，満留博文，野本通子，矢口実，砂川憲子，内山優子，宇野三津子，村山むつ子，加藤康子，釣谷悦子，
土屋栄一，宇野清吉，桜井田鶴子，内田美知子，島田加代子，浅賀節子，加藤澄子，渡辺たづ子，今井有子，澁谷佐知子，車田和江，前野祥子，新
居サチ子，上野泰子，逸見忠孝，山根すばる，加藤亘，中野隆夫，佐久間和枝，月館栄一，飯田さき子，荒井清，浦野恵子，筬島静子，増治道男，
山闢宏子，闍澤昌子，三村しげ子，渡辺直子，多田スイ，宮崎光子，竹中裕昭，鐡田富美子，橋本和男，内田恵津子，金子嘉身，萱田孝子，武藤正
之，登坂智恵子，細井允子，小田切正子，田母神洋子，辻村ノブ子，鐡浦誠一，闍窪みつ子，脇田あき，寺田はつ子，木全幾代，小久保喜美子，蕨
市塚越健康太極拳クラブ，佐藤純，池田幸子，森口征子，宮野ツルヨ，神谷京子，大坪伊美子，六角屋たか子，倉林章，斎藤千恵子，箭野泰子，神
山由美子，鈴木亜由実，佐久間京子，池田加代子，内山光恵，近藤昌美，御子柴禮子，鈴木佳子，中村君子，宮崎茂子，斎藤律，山下幸代，闍田時
子，小坂笑子，五十嵐早鶴，田邉恵子，羽島良江，勝井清子，佐藤牧子，伊藤和加，須長教子，笠原政次，相川光江，川田菊代，川田剛一，榎弘子，
豊田延子，鈴木幸子，飯塚勝三，塚越恵美子，田中真由美，川田真由美，田端左苗，倉林紀美江，川田智栄子，水野妙子，丹野祐子，町田節，川田
清三郎，川田淳子，新島文子，井桁うめ，中澤公子，片田実，遠山美枝子，岡村郁子，湯浅則子，木村陽子，渋谷利恵子，人見京子，田中敬子，し
らこばと太極拳教室，笹川敏恵，長谷部輝男，飯塚和子，金子愛子，青鹿八千代，福武美意子，今出美知子，大野泰史，井下順子，須田君江，松浪
巌，大野木弘，伊藤歌子，土分勝子，鴻池ひろ子，大久保カク，臼井千津子，橋元とく，小林きく，太田健一，永藤とも子，坂本勲，坂本弥栄，東
海林祥子，細井良治，細井泰子，榎本智子，東海林ミツ子，柳紀代美，下猶幸子，西山典子，大久保民，林千代子，斉藤鈴枝，鐡田訓子，志水一枝，
須藤とみ子，熊谷美千代，斎藤伸夫，伊藤和子，東森真澄，中村裕子，橋本良子，広司芳子，清水明美，砂生秀雄，大闍史子，野中茂，秦一美，秦
ゆき子，柳瀬純子，内田真紀，根本智子，柴崎重雄，久保田茂，小林秀子，小林康樹，奥田まさ江，横丁正明，飯伏ハルミ，吉田智子，中村恵子，
大澤大美，馬場崇，馬場晃子，木村和賀枝，石塚愛子，緒方ヒデ子，石川和子，新井恵子，原智子，橋本麻美子，茂木千賀子，竹谷キミ江，市川タ
ケ，松下親子，宮本文子，柳尚子，吉沢忠，田村喜久枝，神林弘子，渡辺清子，大内加代子，岡野文江，折原正枝，金子美穂，信原幸男，信原良枝，
中村秀子，伊藤弘子，山田明美，押尾東子，板垣節江，露崎千草，志賀啓子，大田雅代，渡辺真理子，小林吾郎，土屋昭二，大畑裕史，田中多恵子，
田中邦彦，折原四郎，渡辺桂造，平田京子，長谷川絹代，吉岡許子，桑原雅子，伊藤脩司，莇勝子，中村きみ，正木喜久江，中村星子，石垣節子，
小形志江，小久保美和子，会田博之，会田邦恵，野口敞，広田ハツエ，佐川敏子，土井川益子，林良英，斉間千代子，斉間孝一，野崎マサ，中村瀧
子，園部浜子，金城貴子，倉林幸平，作美実千代，中沢利美，木村典子，関根正人，宮部司，坂上光一郎，大澤宏充，岡根淳夫，久保竹次，井田恵
夫，中原和子，菅沼雅也，新井栄子，今井広子，笠原かず子，市川忠三，市川万知子，市川三津成，井田悦子，石井里子，谷田トシ江，細田セツ子，
関根さだ子，堀越長治，堀越昇，伊澤孝紀，伊澤由起子，堀越嘉子，赤堀俊子，新井昭一，保住文男，関根孝司，川島俊美，林茂留，二見光政，三
枝美智代，武石啓子，古郡一弘，小池操，金子かず子，仙田忠雄，清岡美都子，今村洋子，原田静江，飯田サダ子，野口けい子，飯田芳一，川住亮，
田村隆伸，佐藤友枝，闍木房江，吉沢綾子，渡部剛正，北村敏雄，辻本賀代，野口志麻，千嶋弘子，小林のぶ，若松恵美子，若松佐恵子，闍杉通代，
黒沢由紀子，松本久子，会田博之，佐藤睦子，佐々木恵美子，三宅昇三，藤井譲，大坪光子，植田昭子，織田律子，下田つぎ子，秋山徳次郎，鯨井
まさ子，石井容子，芹田里子，戸塚純子，赤阪美和子，白水紀子，松山真寿美，三宅百合子，滝沢恵子，笠原綾子，茂木二三子，内田歌子，梅田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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や子，下村郁子，闍橋照雄，斉藤幸鐡，渡辺近男，鐡田スミ子，河島保江，今井栄子，川上和子，松井百合，藤堂栄子，杉本雅子，長美奈江，所沢
市太極拳連盟，川越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小杉久子，布施美知子，島田洋子，宇納めぐみ，鈴木治郎，中村壬三，新井光正，宮前まり子，栗原邦子，
吉田妙子，新井竹男，横川敏男，伊藤豊子，山本美惠子，根岸房江，闍橋一英，闍田惠美子，金子功子，永野霞，原島澄江，小引紀子，寒河江雪鳳，
矢島千代子，玄美和，清水里子，宮寺浩一，横田優子，黒沢照子，杉正子，渡辺良美，林けい子，大浦ちづ子，柳沢敬子，吉川肇子，渡邉将弘，小
島信子，山川廣子，豊澤敏江，川田幸子，関根とみ子，長澤強，宮代町太極拳連盟，かろやか太極拳クラブ，塚越定雄，沢野世子，小池利江，小池
義則，並木マサ，阿久津裕子，松田清明，川田真実，井田ヨシ子，井田俊雄，栗原てる子，内田淳子，白石澄子，中島良子，渡部敏雄，上村千栄子，
金丸元，西尾とみ子，秋山維久子，志方せつ子，栗原美代子，水澤一好，水澤邦子，若村和子，園叡，一戸安子，坂本道子，上田弘子，井坂肇，土
屋清子，加藤ゆり，中村寿代，柴田千鶴子，関町昭江，山畠節子，白滝宮子，石川幸子，吉田勢子，佐藤和子，井坂トシ，大島三記，鈴木房子，武
藤高子，小金沢浩昭，佐伯道夫，堀江みどり，佐藤哲郎，清水明美，亀井ひとみ，梅田邦彦，峰岸英子，倉林咲子，藤野昌江，磯野京子，矢部敏子，
清水美津江，長滝春江，武正喜美江，島田ナミ，山田静枝，木内久美子，福島征子，大木栄子，倉林アイ子，熊谷由美子，神田一枝，峰岸英子，蓮
秋雄，黒沢律子，中原好子，熊谷金哉，新井千都子，神田和幸，杉山良江，小林陽子

吉井由枝，二階堂ユキコ，闍野キシノ，山田幸子，大竹玲子，小林秀子，笹原智子，二宮弘子，二宮恭介，遠藤達雄，山田千
鶴，佐藤さいじ，江口濃，池野辺昌也，江藤美智子，清水智恵子，山洞敏郎，近藤和子，松下和子，原田光恵，林登志子，闍

橋ウメノ，小林政子，森田しづ子，平澤啓子，永瀬泰子，村田京子，住谷道子，福井悦子，河内レイ，熊手マツ子，吉沢悦子，喜和田節子，根本洋
子，荒川はる，高橋孝子，蛯原賢夫，蛯原怜意，荒川茂，根本作左衛門，黒田俊江，小池与之祐，根本明枝，坂本みどり，闍岡みつ子，沢田政子，
飯島律子，飯島春子，闍須文子，闍須亮一，二村康子，笠かほる，宮崎操，三善友人，松岡範子，相澤あや子，須藤瑞代，多田朝香，長井志沙子，
浅野龍一，岡慶子，石原ヒロ子，黒木まさ子，落合松夫，落合ミチエ，大沼すみ江，針谷洋一，大沼敏雄，大沼富子，石嘉富治，村瀬大翼，福士鉄
郎，深澤驪，高橋和子，曽我尾朋子，松延彰，柳井喜代子，桜井美枝子，藤井洋子，滝澄子，武田由美子，佐川せつ美，闍久芳枝，廣田勝子，石居
政代，篠原杉子，鶴田竹子，田中静子，池田あきえ，関口春枝，塚越正子，高野うたえ，山下憲一，古家千恵子，米久保昌司，石井千昭，小田島芳
子，加藤正一，中野栄治，安田豊，岡宏，大貫百介，河原章，高橋敏郎，津留君子，礒部由美子，藤丸晶子，藤枝弘子，川鍋芳郎，田上元義，加藤
久美子，広瀬スヱ，藤枝弘子，久保田和枝，佐々木陽一，青木孝子，関戸恭子，広瀬真理子，村上幸子，小野順子，鈴木利子，木村靜子，後上まさ
子，石井志津子，山下了子，氏家吉男，村山早苗，長峰重男，秋山孝允，闍木悦子，本橋義一，河村民子，国時加寿子，伊藤弘子，菊田栄吉，大橋
和子，米山はる江，青木光子，山崎みどり，岩瀬かつ江，古澤正代，松尾綾子，増田頼子，賀久あゆみ，恩田亨位，恩田真澄，杉田和幸，末野登喜
子，中泉則子，若林永子，関川篤史，緑川利子，岩渕侑子，英木玲子，星壽子，山口平，恩田房子，山崎晴美，高橋裕子，北原昭吉，小林美恵子，
板倉芳枝，山田美智子，真室早千代，遠藤喜雄，坂入善雄，稲葉朝子，千葉裕子，木村典夫，池井迪子，恩田裕隆，恩田聖美，粕谷則子，米山由紀
子，世古成行，塚原裕美，池野辺和子，松浦育子，住田眞理子，伊勢山一夫，中嶋恵美子，田中龍子，田中住枝，中西典子，古橋洋一，中茎逸郎，
本間直，本間巧，中茎栄，本間扶美子，本間晃世，本間亨，本間武，ほんますず，長久保恵公，軽部光子，鳥居直美，山形朋子，折笠香代子，上田
みや子，高橋マリ子，関根静枝，神長綾子，小林幸子，山形宣子，鈴木美智子，緑川和子，美濃島康子，小松崎待子，闍橋智恵子，闍橋信雄，榊久
美子，亀原とみ子，田中紀子，川又祥子，中村俊子，中村純，中村修，中村洋子，鈴木律子，中村久美子，横須賀玲子，金澤節子，成井修子，益子
寿子，坪来典子，広瀬幸子，荻谷典子，奥村礼子，小堀友佳，榎戸ゆかり，荻谷正紀，羽石悦子，五月女敦子，松橋美惠子，西井光宏，大塚伯子，
渡部はるみ，阿久津律子，小沼とよ子，綿引稔，阿部文子，阿部瑛，八木薫子，平山美奈子，平山シゲ子，滝和代，佐藤清子，雨谷淳子，根本則子，
林田祐子，篠原真美，大橋勲，石井伸佳，松崎典子，山本ハマエ，中野和江，菊地久男，篠原博子，篠原勝，佐藤広子，茅根勲

長尾幸江，秋田桂子，荒井まさ子，上村小夜子，梶原侃，加藤幸子，岡本美幸，副島遼子，高野清子，兵頭美代子，林貴子，
古川澄子，太田里子，斉藤つね子，川村良子，伊澤幸子，関岡美緒子，辻芙美子，鈴木孝子，大野摩耶，小出郁子，小出信二，

中島トシ子，瀬楽和子，本鐡セイ子，横山君江，神谷みどり，工藤房枝，足立区竹の塚太極拳クラブ，鹿浜太極拳クラブ，松下美千代，三瓶賢二，
三瓶幸江，倉持奈奈，倉持正美，渡辺謙鐡，渡辺弥弥，重堂よその，西村葉子，村松澄子，加藤清八郎，渋川弘，渋川英子，藤沢光子，倉並義郎，
倉並百合子，清水成咲，若林伸幸，島闢慶子，菊池和子，谷口光子，森本恭代，戸村八重子，水牧悦子，吉沢すい，真野あき枝，高闢絹子，小原敏
子，坂巻信子，広瀬とき子，矢崎美佳子，石川美枝子，木村悦子，闍橋彦一，闍橋昌代，中北実，本田弘子，浅上恵子，山中信子，大西博子，秋谷
健治，小川カツ子，渡辺要子，西根智子，中村治子，大野恒子，山本とく，西田遵子，小泉エミ，安木さづ子，闍島洋子，赤津きみ子，山本ちよの，
木村まゆみ，荒木明子，高順姫，内田博子，田中秀夫，鈴木千代子，林キヨ，岩田たつ，深野陽子，播磨克子，牧野トク子，渡辺スミ，網島ゆき，
加藤嘉代子，林清代子，池田靖枝，久保田公美子，池田静子，清水真紀子，木村悦子，小幡康子，高木敦子，大串淑子，闍野昭子，柿内布美江，柿
内五郎，岡田由美，斉藤麗，井口美代子，天沼トメ，栃木彰，栃木弘子，楊進，楊崇，水谷千佳子，冨山驪久，加藤修三，島闢木綿子，久信田美知
子，島闢弘易，島闢正勝，島闢慶子，渡邊典子，大崎敏子，三森早苗，石黒香代子，井上俊夫，重松麻里子，村上尤一，冨上愛子，玉利洋子，江黒
幸子，打保豊子，新井宣彦，秋山房子，斉藤和子，五ノ井恵，久保敏子，熊井清陽，西村葉子，猪瀬渡，渡辺ミヱ，柳沼ゆみ子，内田美代子，佐藤
芙渚子，松田敏子，小菅和子，森田昭子，松内康子，鐡川テル，鐡川勝也，大森マサ，角田マサ江，広岡和華，沢田文七郎，沢田由紀子，田中礼子，
端見子，山田良子，安藤恵美子，河野みゑ子，丸山恭世，松岡孝子，小嶋世津子，闍須冴子，青木登喜惠，庄司信子，若松舜，若松美和子，相馬壽
子，柏木紀子，清水初枝，砂金和子，藤田澄子，米辻緑，武井万里子，闍木みさよ，大森陸子，鈴木房子，伊藤ワカ子，藤田紀雄，藤田宏一郎，加
藤靜子，加藤清八郎，半田イネ子，川島龍子，石井恵子，鱒沢サト，渡部真美，鱒沢尚，吉利ツマ子，吉利正彦，近藤英子，関利栄，関克守，山崎
千早，大谷昌子，横溝智治，横溝ふみえ，熊谷勝郎，熊谷ひかる，岡本りさ，酒井文，武田太郎，闍橋道子，南曄子，大部正健，信田亨，信田トキ
子，須田外喜男，水島富美子，肥塚文子，菅野チヨ子，飯田喜久子，広瀬透，大久保千代子，古屋時子，相澤重男，雪嶋玲子，木下美和子，勝倉清
子，小泉陽子，芹澤文雄，山田末子，山田豊，椎山光高，仙頭寿々子，山田政枝，宮本洋子，上島比都美，竹葉かほる，奥定樹，溝井啓子，鈴木弘
美，野中桂子，小松和子，闍井富士夫，桐山幸江，丹羽和子，中川万治子，浅井咲子，闍木千鶴子，原美沙子，西山笑子，石渡慶子，堀口信子，大
石礼子，斉藤善枝，吉村文子，山内勝利，落合順子，落合博，伊藤ヤス，増田和江，加成勝利，伊藤豊子，渡辺美智子，酒井茂司，大家隆弘，渡辺
由美子，遠山茂樹，闍橋美 子，早川明，早川順子，原田ふさ子，渡辺里美，寺井啓子，井上智惠子，石川英里子，青山幸子，中村真弓，鈴木隆子，
市川忠雄，石川益美，金子智子，岡田暸子，川嶋昌信，川嶋紘，石川洋子，関根久生，関根幸子，関根勲，岡野友三郎，阿部文子，川中ミツヱ，松
村孝一，松村延子，吉原容子，和田公子，小早川玄輔，田中忠次，山口民子，岸本徹，上原清子，山中和子，太田富子，和賀陽子，若林喜代子，錦
織栄蔵，松浦イツ子，相沢捷子，筒木彌，蓬田陽子，藤原雅子，碓井靖子，浦須内恵美子，日中太極拳交流協会，佐藤弘子，堀口浅次郎，浜崎栄介，
浜崎健了，石井光子，石井利一，世田谷区武術太極拳連盟，森多三恵，廣田絢子，熊谷直枝，東田映子，大塚孝子，金子美智代，新居絹子，井上功，
井上葉子，亀井弘晃，赤間道子，樋口和子，越真理子，小野英一，富樫建三，坂井シゲ子，世田谷五月会，アシュワンデン　リョウコ，小川賀子，
丹生愛子，池田忠子，清水美惠，矢野静子，藤元善四郎，藤元麻由香，藤元太一，棚田清，棚田市子，棚田雪子，佐々木勤，佐々木泰子，小川弘子，
藤元久美子，坂本満寿，大谷よし子，馬場洋子，鈴木喜代子，牧田知子，土田愛子，奥富ツネ子，森沙樹，中村達也，中村節子，加藤ふみ，中村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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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や，横尾典子，川口ますみ，横尾驪，中村博史，鍵山幸子，大久保俊，横山通乃，根本奈津江，小谷野總子，堰口紀子，和久中郷子，新関みさ子，
村上秀夫，松尾依求子，松尾康史，石川健次，石川俊子，野沢公規，野沢信子，石川貴子，中村幸子，並河智子，井上道子，井上勝寿，石川智一，
畑中久子，浅野あつ子，岡崎悦子，町田三枝子，植竹敬子，川上淑子，坂井一美，鳴田恵子，野口礼子，上條利恵子，吉川秋乃，吉川桂子，吉川栄
三郎，吉川千晴，大畠真紀子，野間口達也，野間口麻紀，斉藤充子，野間口麻紀，船坂栄子，草野節子，斉藤充子，闍山香，坂入貞夫，橋本功，橋
本恭子，闍瀬美江子，秋元佐知子，松崎清，松崎淑子，松村幸子，藤元久美子，井上志津枝，後藤ヨシ，山田ユミ子，Tamiko Soda，樋口光夫，金谷
紀彦，後藤順治，青木恵美子，金澤淳，Kimiko Fuji，大井立子，桑原千種，大出文恵，鐡川昌代，発地スイ，小川祥江，小沢三津子，桑原由美，邊
志子，高幸子，向畑比咲子，松原佐知子，福石富子，片山照子，七条広子，岩原知佐子，浜本忠重，針谷洋一，黒木まさ子，石原ヒロ子，岡慶子，

大沼すみ江，石原ふさ，森田修己，松本昭子，佐々木シヅ江，大山きみ，小堀フジ子，増田隆子，赤坂君子，武笠かつ子，長山文江，黒田剛晴，村
上陽子，村上幹，村上明夫，大木元睛，栗原芳太郎，田口昭子，島村信子，中津ナミ，田中優子，森田尚，吉岡文男，坂本光明，岡田悦子，平新輔，
谷口雅宥，北野伊知子，尾崎冨士子，鐡野佳子，石野三恵子，大山佐智子，外希政子，内田恵津子，目黒緑，杉山忠弘，杉山洋子，中村公江，闍橋
一二三，中村和代，大前明，佐々木浩，佐々木由紀子，吉久智恵子，林和子，鐡田加代子，鈴木務，近藤進，木村チヨ，石橋一雄，八島禮子，長谷
川弘一，大熊淳之，永田和子，小林俊子，宮代チイ，林守男，吉久亜紀，吉岡許子，長谷川絹代，向山フミ子，林弘高，佐藤恵子，大木元晴，栗原
芳太郎，新堀由紀子，青木文雄，山本しづ，闍橋喜久子，岩井二子，門司弘，山本三重子，湯浅昌志，渡邉弘，岩井厚子，安藤博美，菊原智子，浜
本吉昭，渡辺光子，樋口直子，窪田倫子，堀江令子，金子紀子，橋爪美栄，宮腰瑞枝，池谷芳郎，児玉直文，渋谷勢津子，水野はる江，吉川幸子，
菅原松子，小林光子，三宅京子，高西昭代，落合喜美江，根本千乃，松田仁恵，榎並宣子，小玉和子，大山てる子，安藤光子，吉川利子，金井宏子，
桑原節子，ラノジットチャタルジー，国枝丈記，畑明子，寺山和子，近藤貴美子，藤田郁代，大谷欽弥，内田光子，山本昭平，大塚圭克，ROBERT
WESCHLER，佐藤一，富樫光子，田村イツ子，星洋子，原田三智江，隈倉シズ，菅照子，羽鳥玲子，相沢国夫，笹田節子，渋谷睦枝，高橋清治，森
田省吾，持佛久子，明丸保子，大木良雄，庄司愛子，宮崎令子，浜川良子，南幸二，岡村英二郎，藤田武司，森野祐太郎，河野勇雄，饌上美津子，
小島澄子，佐藤節子，島闢弘易，野村康雄，池田元久，沖田渉，金子絢子，白石昇，八十島輝男，室岡治義，桜井光子，松村隆光，下田千恵子，守
山隆子，中村晃二，金子嘉子，原田徳子，尾関節子，児玉高志，塚本雅郎，青沼崇，黒沢修，松原澄江，豊田佳枝，小出規子，田中文子，加藤勝美，
足立勝子，足立豊，佐山幸子，奥野智久，鴨治千鶴子，冨田幸代，井田勝子，富田富志枝，飯田あつみ，河口孝子，小川裕子，城口功子，鈴木久美
子，藤江喜代子，三輪道子，末永美知子，山闢みき子，上小路勇，河内苑子，川野弘子，長沢まつえ，岡まさ子，川野清臣，堀尾一江，石井百代，
福島比佐子，早川冨美子，松岡葉子，村山悠紀子，中村孝子，水野安子，土沢つた子，近藤哲子，壱岐るり子，田村文二，増田和江，河田都，桧垣
しのぶ，浜野雅子，池田文枝，小笠原由美子，斉藤淑子，田島多恵子，由井ゑみ子，成田牧子，川合ミサヲ，滝沢トモ，山崎菊代，石井妙，土屋玲
子，川合れえ子，赤田和子，喜多真実子，河田よし子，浜中房子，赤堀弘江，伊藤由美子，赤尾和代，万木由紀子，さつき会，さざんか，シクラメ
ン，深谷靜子，立川相互病院太極拳サークル，須田岡部，瀧野成子，菊川武明，山田ヒロ，後藤克夫，宮田照美，前田義則，二ッ神サダ子，斉藤茂
子，塚田松子，森田玲子，孝本早希，香取太美子，三部一子，今道千穂子，高橋彰，天野昭代，入戸野峯子，浅見公惠，飯塚令子，中島房子，栃倉
玲子，栃倉肇，栃倉稔，今井孝子，増田和江，荒木房子，崎山京子，千葉和子，渋谷恭子，村田和子，菊池正美，泉苗穂子，赤尾俊文，小平市太極
拳連盟，川端諭，川端芳郎，川端千草，川端智子，稲垣敏子，萩原美保子，斉藤明夫，山田繁夫，井上葉子，金川和美，小平武術連盟気の会，池田
文枝，小笠原由美子，小平市太極拳連盟武蔵関太極拳クラブ，大山京子，今関直子，荒井君子，本橋和子，俣野景昭，戸村芙佐代，高柳キヨ子，寺
垣昭三，大山一子，金子文子，加藤修助，桜井晃吉，柊巌，大関昭江，橘梅子，斉藤京子，高橋登美子，丸山英子，今道千穂子，塚田松子，新谷依
知子，高原允現，伊藤朗子，皆川孝，皆川ヨシ子，荒木勝彦，松原恵司，遠藤英也，小平市太極拳連盟月曜会，中川洋一，松井千枝子，山崎しげ子，
池田礼子，村瀬一美，村瀬由美子，中村うた，平岡正実，大島かよ，古屋巴，仙波京子，平岡都，石井かつ江，依田みのり，柳川純子，依田小夜子，
奥田信之，奥村晃子，岡野甲子太郎，太田家久美子，礒崎公子，在原久雄，川喜田恵子，安田直子，杉本陽子，井手光枝，中島まゆみ，今井志保，
小野田照代，安藤忠雄，赤池章子，高岡完治，檜山タケ子，松尾好子，木村忠雄，石井美智子，長谷川君子，加藤美千代，中光正宣，浜谷歌子，南
富久子，小林裕治，洞口富子，小林弘美，長島チヨ子，望月毅士，村田聡子，和泉眸，古俣俊男，小池平，本田昇，山崎明子，池田くみ子，栢口稔
子，荒木アキ子，森田栄子，大田川映子，鹿島薫子，松村スミ子，瀬黒昭子，大蔵と志じ，小野美津，増岡美奈江，明石いつこ，諸星圭子，小沢夕
子，橋本由紀子，西山令子，関谷陽子，竹下志磨，牧敏忠，原智恵子，丹保マスエ，本宮泰子，清水秀子，Ou MEI-LIN，伊藤宏子，持丸驪，鐡田順
子，尾崎早瑠子，大内よしえ，大森伊津子，山田栄子，宮崎駿一郎，舘尾ルシア，鈴木宏子，金子美枝子，丸山久子，野澤千代子，赤沢知香，内田
金治，入澤美榮子，本多麗子，山崎和子，清水よね子，河口千津子，上木俊子，西岡 子，藤田栄子，小森田敬子，北住ユキ，畑中周子，佐野安澄，
渡辺好子，染谷きみ子，大西綾子，長谷川恵子，後藤真生，関スイ，後藤真生，宮田秀和，児玉八千穂，西山益子，松井純子，湯浅シゲ子，長谷川
澄子，西山益子，長谷川澄子，闍橋妙子，清治ふみ，野口雅子，田代しづ江，蛇谷順子，山崎道子，本木養志子，早乙女浩子，上手邦子，中川ひさ
子，山闢由美子，鯨井和枝，梅津万里合，深井みどり，湯本なみ，秦律子，鈴木三枝，名東幸子，赤澤義雄，郡司美代，小松闢道子，矢作けい子，
手嶋益代，野闢シズヱ，渡辺美登里，新関富喜喜子，石田潔，成川澄子，中島房子，梅津郁江，赤澤幸，和田かをり，加藤菜穂子，鹿島恵美子，君
塚定子，網蔵ツル，南目美津江，秋山隆利，太田松久，松岡隆夫，横山保，曽我部博，勝照也，三瓶清國，福上昭五，南目雅基，後藤めぐみ，宮田
祐子，高井英代，大竹もと，大場多喜喜子，闍橋フミ，川田芳江，藤沢汎子，苅田直治，関口素男，海老澤とし，中島和子，伊佐丈，塚田節子，平
沢基幸，長谷川秀子，上條喜久子，田中雅子，上條喜久子，小野沢初枝，霤木潤，上條喜久子，三鴨幸子，松村懋，長沢広明，釜田ミヨ，米村弘，
石森徳子，阿部美貴世，日置早苗，尾闢八重子，木原武子，柿岡ウタ子，清水菊江，池田美穂子，小泉和枝，滝田栄子，小泉喜与子，高久征子，平
井克子，三枝ヒデ，青木照子，松澤スエ子，右田光代，橘由美子，中神好子，岩城重子，高木美代子，関矢富子，野口清次，高橋康浩，立川太極会，
立川導引養生功ひまわり体操の会，磯部亜由美，北澤喜代，廣川光江，大内和佐子，谷川久，谷川晶子，谷川慶子，山田和子，中村良子，板室ふみ，
加藤光子，ブライアン・ピーターソン，森田雅子，岡村民子，松本治子，佐島陸郎，塚田静男，青野眞由美，池畑久美子，金澤直子，小西恵子，加
藤一枝，水田玲子，古田幸江，木村栄子，内仲陽子，八本邦子，鈴木美那子，宮川美咲，相川典子，長谷川淳，山下知子，大塚千賀子，佐藤加代子，
丸山潤子，畑淳子，東口令子，伊藤喜世，恩田和也，中山眞弓，芦田怡代，磯永周子，小林栄子，若林公江，渡辺千鶴子，山田英樹，木村榮，酒井
絹代，高畠康弘，小川留美子，茨木孝子，長尾益利，岩間定雄，間瀬口イツ子，林和弘，岩間公男，間瀬口祐一，林和弘，岩間恵子，間瀬口清，神
川真寿美，神川健四郎，杉原康，杉原恵，諏訪由美子，遠藤洋子，曲尾径子，鈴木光子，尾崎早瑠子，佐藤昌子，山口欽也，小寺英里，辻和恵，高
山みつ子，田原紀子，大塚秀一，久野博代，小峰カノ，鈴木園子，田端ふき子，村岡和美，石川弥生，山崎武夫，久保田トシ，上田陽子，豊田みど
り，和栗寿々子，川村文江，村田綽子，斉藤京子，高橋恒夫，山崎光子，半藤静枝，小林きよ子，猪瀬俊子，池田良子，伊藤キヨ，野尻芳子，小川
喜久江，松闢孝子，藤田里代，山岡素子，雲木洋子，安藤育子，武田勝雄，田中芳郎，渡部洋子，闍橋久子，斉藤シゲ，原ヤヨイ，田村由美子，田
村和，室山妙子，工藤信博，塚田良子，平尾芙沙子，松浦イツ子，松村延子，吉田真弓，井上三保子，駸田陽子，斉藤満智子，井元由美，川闢芳雄，
桧垣栄代，石村律子，堀井節子，岡野月美，西口鐡代，柳井綾子，柴田千枝子，牛坂登代子，柚木ミツエ，板坂三枝，朝倉節子，足高恵美子，加藤
明，野村淳子，松村治子，石坂滋子，石坂孝子，斉藤淑子，近藤道代，ISHII KAZUO，安立静子，鳥島しづ子，梅野とみ江，井上鈴子，高田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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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徹夫，松井達郎，小松憲司，鈴木常久，安田勇，山本年哉，福沢裕，長谷川清，金子隆好，宮澤武志，堤一仁，桜井正夫，長岡米次，上関貫一，
荻島喜美代，荻島正夫，天野利彦，原二一，山口正周，山口きみ子，藤田昭夫，岩崎こずえ，宮田睦子，闍本育郎，闍本美恵，高本茂郎，闍本美子，
岡崎紀子，小林昭，中村富子，中村登美男，霄洋明，霄洋光，大島芳雄，歌代幸子，加藤雅代，武本美恵子，田中勉，大河原美智子，瀧本和子，瀧
本弘幸，妹 ，岡本茂子，黒木八重子，岡野宏司，生越よし子，生越まち子，中西進，山田武，馬嶋弘子，谷内久恵，安部俊子，泉田公子，清水三
和子，安部幹雄，安部トモエ，安部幹雄，藤川利信，山内金男，谷美代治，谷本義，角田蓉子，杉山智子，杉本貞枝，榊原邦子，細野けい子，青木
瑞枝，岩下清子，飯田俊子，松本紀代子，大島康子，宇佐美矩子，岡田和子，桑山久子，澤田恵子，金子郁代，小林朝子，阿曽恵子，阿部きゑ，大
墳登代子，木村佐枝子，吉田千里，小平哲広，利田秀男，今井房枝，伊藤道子，吉良壽恭，美藤薫子，古谷美弥子，山岸洋子，泉正一，泉英樹，斉
田早知子，斉田健一，斉田淳，露口真弓，東田映子，大塚孝子，新居絹子，井上功，井上葉子，泉照江，潮田強，潮田道子，谷川大，泉照江，瀧本
亨，瀧本和子，平川公己，大韶かづ子，大韶聖子，大韶彦人，大韶恵理香，大韶陽香，横関ミヨ子，福本きよ子，亀田和子，岩沢和子，小島悦子，
上野一枝，北邑か寿子，安部ミキ子，鳥越久代，塩野谷和子，加藤加代子，渡辺洋子，池田恵美子，太田三千子，太田富夫，内田良子，深澤アサ子，
鈴木理恵子，鈴木彰，杉浦キヨ子，渡瀬鐵男，小沢美由紀，小沢道紀，小沢政夫，小沢美代子，山辺直行，酢谷康雄，酢谷和子，長尾順子，徳田美
奈子，土屋真由美，粂川正治，岡本洋子，戸塚順子，菊地富枝，平田由美子，平田和也，藤沢勇，安河内和子，永島美代子，山田節子，五十幡和江，
水津浄，古川泰子，池田滋子，小笠原京子，辰巳正子，鈴木貴道，渡瀬久美子，堀越恵美，堀越正臣，玉川ヨシ子，玉川肇，大韶忠彦，須原明子，
Ken Kobayashi，小林みゆき，大野美枝子，諏訪悦子，鈴木豊子，宇佐美いづみ，中野敏明，中村驪一，仮谷豊子，森戸登志子，溝口恵美子，前島一
義，岡嶋昭治

森住美保子，渡辺千恵子，福士まち子，若林博，甲斐しづ子，高橋敦子，市川和雄，小糸吉辰，山本敏文，岩間みさ子，佐伯
いつ子，渡辺正人，山本恭子，深堀達夫，井手隆治，山口しずえ，Suzuki Tetusiro，鈴木タツ子，平野美和子，大浜昭子，萩野

ユミ子，田中久子，古市民子，宮内ゆみ子，秋山八重子，菅沢久子，杉山幸子，中田路子，吉田英子，鈴木志満子，岩崎香代子，渡辺恵美子，砥板
正昭，渡部有幸，高山強，富樫良博，角田泰男，児玉タカ，根岸栄甫，岡崎美穂，保坂昌子，田中ハルミ，秋山俊行，若林三郎，石井昭子，石塚治
子，鷲山郁子，坪能ミヨ，関アヤ，山口弘子，吉沢秀子，福井裕重，藤田雄也，岡田弘，関本國光，長谷川晃，石井達也，長谷川拓司，荻希恵子，
寺田彩，丸山紀子，焼野美代子，佐藤健一，長澤幸雄，山本三代子，古作初江，下条シズ子，鷺島和子，川鍋正恵，町田由美子，山本敏子，岡幸子，
音道アエ，長尾純子，久米百合子，佐藤恵子，林千枝子，加藤美幸，小原和子，小石川照江，渋谷芙美子，井場美津代，小島加津子，福田喜八郎，
山口和子，田代篤子，佐野とき子，田名瀬のぶ，堀洋子，斎藤喜代子，丹羽良子，岡部昌子，坂井京子，黒川清平，黒川登貴子，山田まさみ，須賀
照江，加藤たみ子，田村正子，石山百合子，竹本英子，松延彰，佐藤美智子，長沢典子，下田雄三，白態春子，海野洋子，鐡田洋子，矢田マキ，関
根まゆみ，内田敬子，杉山みどり，屋代節子，永光ひろ子，千葉和伸，河村南里，服部嘉子，秋友 子，飯田武子，奥登代子，佐藤素子，奥野亨，
崎田和代，吉田よし子，西野笑子，下里正子，上田正子，永塚和子，山本登美子，椎野昌宏，鈴木いづみ，中山聡，塚本政樹，池田和彦，大塚光恵，
大塚美智子，西沢弘子，北島典子，皆川忠夫，大闍桂子，鈴木民子，山尾信一，荻野桂弘，Konagaya Atsuko，小村園子，南秀 ，大上秀子，戸辺治
子，神田照子，新井芳子，小川眸，鈴木ます子，竹内喜美代，福永輝子，野口正雄，岩上輝子，戸田隆子，木目田洋子，深瀬梅子，藤原敬助，鈴木
松枝，三宅由紀子，三宅亜紀，三宅進，土井愛，岩上浩，戸田敏之，石渡千代子，大井敏子，村瀬美智枝，小野恵美子，井沢京子，渡辺和子，大井
千鶴，二本木京子，笹井好子，岡崎文子，加藤芙美子，闍梨靖子，影山靖子，大場元子，中林幸枝，松山信子，伊藤昌代，手塚紀子，小林宰子，塩
月和子，島崎喜久枝，大原美子，大木光男，遠藤美代子，水野公雄，遠藤光男，渡辺泰子，藤原陽子，井川設子，山田英昭，闍沢笑子，門倉英子，
椎名覚恵，香川寿雄，伊藤悦子，二見倶二子，一杉文子，皆川久江，村上正子，鐡田信子，鈴木静子，遊作孝子，出井昭子，小関シゲ，遊作悦子，
宮村千代子，谷口和子，大木充枝，上田千鶴子，遠藤志津子，木村治子，遠藤章子，関実恵子，田口史子，菅原信子，岩田洋子，谷山英子，西谷芳
子，井上三代子，井上忠義，井上ひろみ，平井貢，谷村千恵子，大畠綾枝，井上清子，内山増枝，前田栄子，中谷美砂，大木祥枝，一杉敏登，藤田
愛子，梅藤リツ子，高橋恵美子，鳥海八重，松山純子，野口ヤエ子，次田国男，澤村萠子，渡辺陸奥彦，和田百合子，及川岩雄，渡辺信子，渡辺弘
司，大高一彦，闍森成子，櫻井悠樹，柳川容子，内海一恵，菅沼道子，佐藤由起，二平百代子，細田和枝，小島智，小島敏明，小島英子，小栗恵子，
斉藤三枝，武田和子，横尾律子，岡本典夫，井上恵子，岡本昭子，浜野美奈子，園尾天，駒村忠夫，飯田孝子，佐藤みつ，田中常八，奥田京子，今
井たか子，石川和枝，田場川クニ子，栗山恵子，半田早苗，神山常盤，神山勤，奥脇千恵子，奥脇定済，園田芙美子，石塚睦子，清水 ，尾上照子，
斉藤美智子，山寄たか子，壱岐律子，田中綾子，大澤芙沙子，重田栄子，寺田みつ子，渡辺富志子，赤峯三九二，石井エツ子，堀千江子，福島貞子，
吉田悦子，岩佐美代子，村中春美，北村ヒデコ，永田陵子，井上マスミ，安藤順子，石川洋子，得丸万里子，清水郷子，木内恵美子，池上明美，米
山久子，天利米治，阪元ヨシノ，福田保雄，中村文代，石井文子，大西照子，新倉正枝，江原愛子，渡戸郁江，加藤キヌ子，安藤孝枝，根本節子，
大久保昌雄，藤沢泰全，田坂文男，谷合君子，熊坂みどり，對馬宏子，木内由紀，闍瀬明，闍橋弘，寺沢富士子，岡村賢治，守永宗正，須田貞子，
進士弘子，菅沢和子，石井晋助，小野寺久子，廣井昭子，猫橋友江，飯田靖子，長澤典子，尾崎早瑠子，金子友子，金子勲，金子友子，佐藤京子，
水嶋利子，田村礼子，兵金山太極拳クラブ，金子勲，金子友子，得丸久乃，得丸万里子，八幡温子，長田孝子，長田博，長田至弘，闍橋幸枝，馬目
順子，大塚和枝，伊藤美保子，岡内登美子，高野恵子，吉田勝子，佐藤美惠子，小林幸子，牧岡佳子，杉澤みな子，池田智恵子，新倉笑美子，内間
ヨシ子，小川和子，徳原凉子，中村静代，西泰子，石崎英夫，石崎圭太郎，石崎 子，細川好夫，細川カツミ，村松保則，村松志野，有泉みつ子，
廣木三恵子，永野庚子，石井光子，高橋美智子，高橋良一，福岡恵子，奥田光子，奥田一枝，山田光代，赤木満里子，藪野壮三郎，石黒泰子，渡辺
巳代子，見沢シズノ，南雲昌子，岡野美雪，芦沢美佐子，植野文，三神妙美，森房子，大野恒春，指田郁子，芥川幸一，深沢源行，松田トモ子，林
幹人，本田正雄，増山公子，萩原良夫，中島和子，橋口聡子，平沢美佐子，浅田テツ子，小倉ツルヨ，中西清子，斉藤恭子，残間幸一，三浦祥子，
米本伸子，細川とし江，寺田美保子，森敏一，綿引宏子，片山由美子，斉藤孝子，伊藤景子，田村けい子，柳下信夫，鐡田价子，焼野美代子，及川
二三子，山本明子，鬼沢千代子，渋谷幹恵，久保京子，伊藤クニ子，松岡愛子，二宮和子，加田修，中村美津子，柳田貴三江，直井小百合，岡崎淑
子，杉山桂子，山田猛，新倉静，山岸利子，小林芳子，長嶺君子，志波チドリ，山本常子，満田公子，宇佐美好子，闍野正子，稲葉路子，渡辺さと
え，木井幸子，林歌子，山岸桃代，白岩瑞子，石渡寅吉，鈴木良平，本間悦子，渡辺和子，竹内良美，川名エチ子，増子優子，中内朱美，酒向高義，
佐藤淳子，上田久雄，小島巳代，富永安紀子，関野君江，神谷ヨシ子，山田君枝，斉藤きみ子，吉村幸子，原宏，江畑より子，柿沼雪江，石渡ムツ
子，熊本美枝子，大地京子，小島照弘，鐡川昭子，常松幸子，小椋一枝，斉藤幸子，山下みちこ，山下千鶴子，園田英子，岩下綾子，桑山和子，斉
藤田鶴子，藤田チズ，後 道子，渡辺梅子，佐治裕子，Masae Takase，有賀正忠，永元昭，松本毅，布谷美穂，鈴木敦子，稲葉千雪，吉田梅子，塚本
靜子，田中和子，清水君子，浜中スミヱ，黒滝みち子，内田昌子，安倍紀江，森富子，木下忠，石橋公基，小林和子，小関かず子，小川雅子，上原
ヒサ子，前田由紀子，半澤ルリ子，浅井和子，伊藤久子，真板照代，岡崎慶子，五十嵐久美子，加藤良子，小泉房代，鈴木アサ子，鈴木兼三，闍橋
直子，飛田与子，冨田順子，佐藤郁子，高橋典子，林美和子，近藤康子，角井秋子，小手森タマ子，小谷文子，浅川智子，佐久間厚子，浅川智子，
小林とよ子，小菅光，万石桂子，闍橋ナヲ子，布施多美子，炭マツ，飯島睦子，池端普治郎，加賀見己太郎，石井晴美，佐藤都生子，十時修，柳町
光江，大木昭子，宮野ツエ，藤田朋子，鈴木敬子，早坂ナツエ，長津ヒナ，山中君子，新谷嘉内，鈴木妙子，田村之夫子，都田慶一，関口翔子，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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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美伎子，加藤由利子，中村佳子，成田瑛子，鉾田明美，神宮司よし恵，黒川一子，日根幸子，天野陽子，落合智恵子，楠昌子，原田愛子，達川亘，
中村美智子，鈴木純子，小島伸子，石渡セイ，三浦和子，坂内洋，闍橋昭二郎，丸谷冨美子，木村しつい，江尻富子，田中フキ，中木志磨，須藤美
代子，斉藤マチ子，野口和得，小礒博正，佐々木庸子，鈴木栄治，中村宏一，山口久美子，渡辺昭雄，一色薗子，岡本ふじ恵，小川まち子，徳江徳
惠子，黒浜栄子，金闢幸子，小倉和也，小林篤，鈴木純子，塩田初美，遠山泰彦，笹木郁代，中城陽一郎，今井徹哉，清水恵，蛭川伸枝，下山勉，
大久保弥太，峯崎清江，桐山博光，村山玲子，林篤，土井富子，加藤央子，鈴木克己，板垣正明，日闍秀幸，鈴木又登翅，山田博子，中山あい子，
谷内孝啓，福元將治，栗山萬里，市村洋子，下位幸枝，山中テル子，田原慶子，亀山キヨキ，小笹幸子，畑野芳子，野沢キヨ，松並ゆき江，長瀬由
美子，八巻久子，村井康彦，畑野敏子，田中裕子，竹田圭子，松浦郁郎，成田ヒデ子，安田菊恵，矢澤宏枝，河島玲子，根本公子，富澤祐美，仲川
千枝子，内田和子，馬場有樹子，杉本弘子，佐々木ヨシ子，佐藤甲代子，眞鍋信幸，今井和子，本城益子，菊地優子，雨宮けい子，小山和三，松本
明，市川洋子，水上明，五十嵐登美江，渡辺まり子，餅田 代子，島田栄子，橋場能子，林文子，浜田聰子，村山千佐子，久保寺倶子，大丸明子，
桜井矩男，荊木俊文，守谷みどり，鐡田とし子，武次美代子，新藤喜代子，小堀弘子，千葉陽子，柳田常男，中島マサ子，井上京子，渡辺律子，穂
積早苗，鎌田光男，大沼文子，木村啓子，菅家かをる，安藤千鶴子，安藤みな子，清水高義，簑島早苗，加藤美佐恵，中山純子，前川マツ江，牧村
愛子，横山景子，佐瀬淑郎，金澤千鶴子，持田啓子，広川安雄，北村玲子，宮田シマ，丸子紀子，喜多澤美枝，山本順子，荻原清子，奈良井民子，
小笠原聰子，志村まさ子，根本和子，加藤行一，四方祥治，柏木道代，瀬戸信明，山崎マサ子，牧島功，牧島可憐，牧島眞千子，藤川攻一，原田英
子，林田富子，井口昌一，鈴木登志子，新倉好江，今井美喜枝，町山一郎，溪口美代子，上村久美子，渡辺和子，竹永道子，豊岡恵美子，宗形美智
子，秋園真里子，池田紀子，中西功，和田巌，掛田昭子，浜闢幸子，渋谷恵美子，石塚信子，浅川清，田中紀子，笠原定夫，秦克彦，宮本幸子，長
谷川隆義，田島清恵，池内昭和，長福弘子，服部邦子，細谷キヨ子，小森マサ子，闍根みち子，黒川ふみ江，片山久，山下正道，萩原のり子，三枝
喜美代，鐡田則子，小櫃一江，紀藤進，迫智子，雨宮康夫，中西悦子，山口栄子，小泉久子，小谷野信江，北村京子，山ノ上新次朗，山ノ上晴子，
長谷川 ，天野健，古屋清次，田中やえ，古屋澄子，磯野紀子，今村素子，小泉良子，中村恵子，大石多恵子，中谷礼子，助川邦男，森元功，中根
明美，益山ひろ子，青砥ツルヨ，渡辺治子，岡田英雄，榛葉千景，菊島豊子，小泉勝義，中嶋恭子，田中恭子，横井美千恵，萩原佐代子，嶋村三千
子，新井哲夫，廣田昭五，飯田實，山田敏，岸上道也，内山萬壽，佐藤武雄，志賀要二，倉本栄三，平田貞夫，小林千穂，新谷驪雄，長谷川晃，戸
塚利子，塩原信子，佐藤誠，植田盛造，闍橋宏，設樂武久，加藤佐千子，古賀裕美，飯吉晧代，加藤清康，伊藤なか，坂本寿美子，神藤昭子，南郷
節子，竹中一夫，蔵方久子，佐野英光，岡田芳子，道野知恵子，大泉俊子，大泉正夫，榊かおる，塚田すみ，田口京子，久保文，松本三枝，小林喜
久子，光安力子，鈴木浅香，新津八郎，ほどがや百花会，松野昭代，大友久仁子，今込祐弘，世古口正治，竹内智昭，石川流理子，譲原佐紀子，功
刀正子，白井美代子，内海幸子，石塚恭子，大沢智子，今村信子，糸由美子，闍橋美智子，冠信子，冠博文，石塚加代子，落合由紀子，大類悦子，
小井塚秀雄，石田喜美子，渡辺久美子，三瓶クニ子，野中ミサ子，小林たみ子，金子朋子，小野昭子，宮原えつ子，加藤邦子，闍橋周子，常盤薫，
入江正，松木紀子，今居喜容子，中村紀代子，松生希世子，成田晴美，末政徳子，加瀬谷絹子，伊藤たか子，西田柳子，大友京，奈良谷きくみ，植
野政男，山根早苗，斉藤美恵子，西川文子，津田好江，伊藤優子，篠闢久子，松浦冨美江，橋岡千鶴子，三国雅子，嵯峨千鶴子，青木絹枝，角井富
美子，井野のぶ，小山幸江，菅沼公子，福岡智子，水島トシヱ，闍橋揚一，江崎由布子，野口瑠美子，田中俊朗，石堂琢也，酒井かづ江，大崎光枝，
荻山重幸，梅津市郎，宮川寿一，宮川康江，鈴木浩次，鈴木久美子，横田良子，尾林扶美子，MITSU NOMURA，内田全俊，斉藤由祁子，原川弘江，
濱出あかね，浜出文代，山本茂，山本眞理子，大須賀香身，伊澤孝章，尾上美登子，村松幸子，清水素行，笠置康子，上杉寿美子，八原秋子，畑山
圭司，川根幸江，金丸多美，菊田定信，早川恵美子，植竹弘子，関口滋子，横田豊子，佐藤直，服部悦子，朝香良子，今村淨子，長塚藤三郎，長塚
久子，小糸和子，飯山吉徳，島田陽子，中島ふさゑ，堺清子，安原悠紀子，羽田さだ子，八幡みつ，村関昭代，上野山禎朗，横内可岳，荒木律子，
池亀利江，山田二子，大貫富雄，北村良作，北村孝子，鈴木敬俊，鈴木千恵子，福川賢二，門間幸三，池田健一郎，武田宏美，塚田彰宏，加々美民
人，青木艶子，青木喬夫，早川茂，鈴木仁子，戸部文子，金子富美，斉間良枝，横山正子，広田みちを，早川恵子，杉崎君江，滑川千恵子，境田経
子，木村津弥子，中森文雄，波島タイコ，安田和夫，川村明，新井幸雄，早川薫，早川桂子，平田博子，大名郁三，前田強，笹井茂子，笠間智枝，
西村初代，澤村照子，柴崎和子，小山富子，上田政史，亀江進，菅沼淳子，武藤美枝，金子邦子，高橋長，小林文子，齋藤さつき，清水佐知子，闍
橋ミエ子，奥津與志子，松本さくみ，田島百合子，金子美代，渡部育子，橋本節子，今ふき子，村上照代，吉田三代子，中尾ミヨ子，田口千代子，
佐藤育子，小森さゆり，笠井智恵子，闍本幸尚，鈴木ヤエ，若松久世，吉原ミヨ子，新倉みつ江，近藤寿子，近藤登美子，岡本敏子，佐藤信子，命
長マキ，坂本君江，橋本きくえ，首藤初子，山口美代子，鶴飼良子，藤井鶴江，佐藤かよ子，赤堀ナミイ，住本美恵子，大野佳津江，渡部みき子，
伊藤ハル子，林千代子，佐藤廣子，宇土正浩，鈴木重子，岩崎昌三，奥田江三子，尾崎早瑠子，伊澤妙子，山合ミサ子，古田明，二木イト子，泉和
子，梶原徹，今村あつ子，森久雄，森輝子，船越葉子，池田笑子，内海順子，佐野剛，佐野公一，佐野美智子，稲垣透子，矢島喜久，平山照子，斉
藤弘子，稲垣雅人，根本冨士子，今村千恵子，中村恵子，永島くるみ，中川好子，栗原峨子，大杉美保子，濤岡俊二，榊加津子，児島春美，日吉和
子，米山敬子，井料エミ子，菊池清子，山田節子，五味和子，緒方淑子，金子正子，賀来スイヴ，豊田くみ子，佐々木三千枝，山本啓子，窪田市子，
奥洞文子，小池浩代，早坂司博，平間和子，島野倭文子，奥川美代子，奥川尚之，足立修治，足立将大，白坂功，白坂恵美子，闍木冨美子，原田律
子，表美智子，佐久間潤子，佐久間隆夫，金子恵子，夏目朋子，岩田明子，闍橋ミエ子，青木艶子，佐藤美智子，佐原京子，田中節子，高橋昭子，
伊藤きぬ子，小林昭，山下朝子，石川結花里，佐々木記子，加藤幸一，小林麗，広田桂治，小倉和子，原稔子，吉田洋子，矢内悦子，闍橋護雄，井
上幸雄，大久保豊，加藤耕嗣，山内光子，潮田強，竹田央，門屋節子，小野貞，小野尚美，池川明，千葉敦子，堀川節子，三平尚子，長瀬陽子，肘
井節，浅川晋，青木真理子，中村孝子，相磯冨士子，加羽路子，稲岡綾子，田村優子，森房子，山岸美幸，大谷八江子，岩本和三郎，藤原則子，瀬
野静江，佐藤壮平，村野公子，太田啓子，五十嵐光子，佐藤加代子，吉田美登里，大須賀富美子，寺永淑子，阪本宇智子，和田雅子，宮原治子，豊
田あき子，大宮つる，山崎寛子，二宮静代，佐藤君子，前田好江，吉村昌子，塩沢やす子，郡司綾子，成田佳代子，長谷川京子，塩見浩，橋本和代，
鐡田義枝，室井万千子，佐藤美代子，金子敦子，安東千賀子，富所拓男，王里美，伊藤幸子，香取喜久子，森下悦明，山口勲，六田和子，近藤裕子，
大竹節子，小谷豊子，戸闢好子，宇土富美子，石田正夫，古性元臣，田中邦雄，渡辺淑子，萩原広子，高橋浩，梅村和子，闍橋恵美子，岩本光代，
岸上欣子，今井久男，倉澤和枝，梅闢美代香，小柳美恵子，小坂捷子，河野哲也，北見澄代，佐藤克江，松井京子，阿蘇悦子，関口昌浩，前田由比，
本橋志づ，小西一典，舩山博，福山敏朗，中村紀子，浦雅貴，斉藤玲子，佐藤功，土屋照男，西沢和恵，篠原麻子，田中昭男，石田裕実，田島愉衣，
藤本幸，小林悦子，渡部裕子，山闢惠美，加地幸子，中屋喜八郎，大類ちえ子，小原千恵子，上村イツ，佐久間弘子，森長務，福西洋子，山越優子，
明石道子，木村蓉子，戸波裕子，岩佐優花，柴岡みよ子，太田英子，荒川李子，鈴木憲，野田理恵，鈴木純子，久保田恵美子，堀田照子，小宮富美
子，片平久子，石崎廣子，小西由美，高坂道男，深井健一，湯本都，勝又千絵，上島敬子，石橋裕子，大山まさ子，加藤和子，大澤侑子，日闍吉隆，
白鳥節子，笹嶋陽子，楢本政人，村田康代，江藤佳子，竹澤嘉代子，笠井厚子，南平節代，南平和夫，小島英子，小島智行，田辺忠治，津田明子，
河村圭子，鈴木幸子，荒木田恵子，横山孝子，斉藤智子，落合とみ子，飯田慶子，鈴木寿美子，井上重子，八木芳子，大矢文子，近藤千鳥，大崎照
子，荻野英子，片岡玲子，荻野節子，中村秋子，佐々木由里子，谷口雅宏，清水節子，尾崎早瑠子，岡田真美子，佐竹鶴代，岸田剛，荻野一，常田
伊久子，常田哲夫，安藤和子，杉本とし子，若松幸子，若松司，闍沢清治郎，梅林俊子，足達安子，棚橋勉，榊雅子，藤里睦子，勝野龍司，渡辺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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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田節子，鈴木佳子，河上あけみ，鈴木かつ子，大久保文子，藤原毅，勝野明子，山田ムツ子，M. Yamada，白石冨士雄，山田昌志，山口 子，千野
節子，岡浩平，岡琴子，鐡沢新名，田中勢津子，島野明久，島野倭文子，稲垣義雄，稲垣智恵子，石川眞巳，石川一美，加賀美静子，伊庭千家子，
後藤和子，杉本桂子，菅原智栄子，甘粕越子，甘粕とく，辻川千枝子，木内由美子，福田正子，小林庸子，井上政子，石井泰子，山下君子，林聡子，
小嶋秀子，田所トミ子，毒島ケイ子，志村千恵子，北嶋享介，稲川清子，津久井浩子，小川洋子，古橋つま，須田和子，古川実，吉成美千，浅野満
喜子，原千代子，八木千恵子，助川敏一，谷口美和子，関口正義，鳥海徳造，程貴，川口 ，秦栄治，喜多幸男，五賀まし子，小板橋一枝，中平純
子，広瀬敬子，吉村朗，堀野米次，堀野栄子，村井俊介，萩原正，斉木道子，内村洋子，舟羽栄，闍野眞弓，大森万枝，新屋千恵美，榊原直孝，石
野正安，酒井励子，辻松雄，加田修，林臣一，新屋敏博，富田昭，小杉敬子，金子淑子，石井玲子，広兼文子，棚原満，八幡なをみ，増田綾子，下
田智子，鈴木成子，石渡功，大竹須美子，闍橋尚代，浅野良穂，向井恵美子，大場美佐子，松本鶴雄，高橋美智子，菊池タカ子，阿部節子，船橋珠
枝，牛田きよ子，竹内早苗，佐野則子，安西節子，江闢房子，嘉山悦子，野口紀美子，手塚緑，秋本良子，北悦子，太田垣慶子，岩瀬恵美子，今野
妙子，芹沢正男，三浦亮子，紀室正子，宮田喜子，高泉久子，相沢とみ子，若月裕子，大西フサヱ，柏崎幸子，安斉和子，中村弘子，鈴木ちよ，小
泉洋子，家中光江，高橋雅子，黒岩一枝，五十嵐智子，丸山剛，丸山鶴代，目次剛久，小松立美，植田幸恵，平良廣子，千賀千鶴子，五十嵐久子，
松浦京子，山口道子，内山紀江，足立幸恵，佐藤絹子，猪子石良子，多門好乃，福代早苗，鈴木光子，神戸智恵子，闍橋富江，青木君江，工藤美佐
子，井上富美，佐藤幸子，石井ツヤ子，伊藤節子，秦浩子，小松登志恵，伊藤牧子，五十嵐ヤス子，安藤正子，鷹取春子，矢向美知子，石川昭夫，
佐竹儀一，佐竹明子，佐竹敏久，中村悦夫，中村京子，渡辺れい子，笹生政子，加藤明子，笹脇たつよ，駒居章，森山まさ子，森山雅雄，新井平三
郎，志田富子，山下正道，小林昌子，野沢トメ子，田端ミサ子，関幸子，草野はる子，沖山愛子，御厨ふぢ子，鬼澤静子，原島ナツ，大久保年江，
闍坂澤子，森安美鈴，川内野拓二，尾崎弘江，凌眞弓，関根榮二，和田一之，斉藤時子，角田信子，荒木孝信，小須田正孝，川端のり子，小澤洋子，
楳田ひろみ，狩野八郎，狩野満喜子，村野豊，小坂徳二郎，赤羽みどり，田島房子，山本二三夫，山崎峰雄，辻慶次郎，曽根幸彦，真下昌江，伊藤
純，竹内恵子，北山廣子，木谷紀子，山本みや子，金井隆子，金井理華，金井逸郎，小笠原和子，山本義夫，三浦雅子，三浦常蔵，小笠原秀男，三
浦弥栄子，竹内京子，平山愛子，松井一記，竹内一晴，橋本佐和子，佐藤衛，太田田鶴子，宇都宮徳久，安井清享，金子満，闍野嘉夫，安井和子，
大野麻美，在間八千子，闍野英子，長谷川田鶴子，山口紀子，廣嶋雅子，子安あけみ，松木正治，小糸吉辰，内田早苗，今村泰子，中山輝子，松平
喜久夫，田代得二，松木正治，加藤久雄，五十嵐美知子，田波浩子，田波博志，川原林千賀子，川原林慎，石田智江，石田初江，鈴木政子，鈴木健
司，太鼓ヨシエ，新中和子，斉藤仁志，斉藤節子，出闢さか江，出闢解，樋口正伸，長谷川久人，藤崎恭子，永田千代美，魚部裕子，橋本佐和子，
赤沼淳子，野崎和賀子，池田宏，岩本忠，海発陽次郎，鈴木美代子，加藤春江，清島涼子，海井咲子，海井廣義，鈴木きよ子，斉藤みゑ子，昆智恵
子，加賀八知子，加藤久雄，久保田喜子，椎名紀子，重谷赳夫，橋本美子，近藤和幸，赤沼淳子，尾崎木 子，入野ヨシ子，鈴木泰子，五条倫佳，
佐藤洋子，椎名功，渡部寿美，菅原英子，片岡春樹，樋口トシ，Kenji Takayanagi，白坂忠久，金内智子，上田幸代，大井俊夫，田中戦治，山本律子，
齋籐慶子，高梨誠，中根ひろみ，桐戸ひろ子，若林澄子，延原登美子，藤原牧子，藤原芳男，鈴木京子，五十嵐由伎子，井上節夫，安井清，山本の
ぞみ，内山孝子，中村和子，千田明子，金平征，井口麻理子，結城潤，佐伯泰典，佐伯正典，美野キヌ代，木村由美子，広瀬敬之，長野君代，山口
はる，佐伯清一，今田嘉次雄，手塚代津子，千賀千鶴子

岩窪太極拳，武田の杜太極拳，保坂光子，森屋きみ子，黒川美枝子，高野淳子，後藤澄子，平野淳子，佐野昌子，神宮寺ヒロ
ミ，正木淳美，渡辺秀子，外川さおり，伊藤映子，河原典子，高橋照美，新井淳子，藤江喜久恵，村松留美，水口和美，橘恵

子，中澤弘香，名田屋誠治，掛川信子，長谷川光男，雨宮和子，雨宮清朗，有賀つね子，西川友子，堤い祢子，斉藤清子，上田澄江，市川恵美子，
井口昭一，小澤千恵，五味一素，五味武子，関文恵，坂田美恵子，小松幸子，新津慶子，橋本富美恵，福島きみ江，藤本眞佐美，深沢千代子，望月
一美，鷺山房雄，田中奈々江，薬袋文子，長谷部道子，薬袋豊子，塚田君枝，渡辺松子，沢井宣子，今井糸子，功刀好美，中込京子，大沼幸子，鶴
見貴美恵，岸本尊，岸本浩子，深澤田鶴子，多田靖子，山縣鈴子，堀内霧江，今澤小百合，矢崎千代子，萩原栄子，向山知恵子，橋爪通子，木村菊
江，広瀬初子，伊藤友江，近藤スミ子，三沢節子，樋口真弓，樋口武子，小澤良代，天野八重子，菊島美雄，萩原けさ子，岡章子，秋山寿子，小倉
千砂子，向山孝子，内藤星子，中村祝子，新海朱実，鈴木ヨシ子，鈴木貴美子，山田春子， 原恵子，真田幸子，野口みよ江，相川洋子，畑和江，
横森キヨ，小林淑子，小林進，雨宮勇，雨宮文子，鈴木光子，吉田初江，清水富子，三井玲子，太田紀子，岡田静枝，上田園枝，海老名郁子，雨宮
清恵，小松和子，古屋治子，闍野昭子，北山英男，桐林かめよ，桐林修，北山八重子，手塚一伯，望月紀子，幡野和加子，塩澤新子，森本房子，保
坂永吉，高野律子，藤原千代美，渡辺玉彦，塚越菊江，渡辺礼子，弦間泉，金井まつ治，砂田次子，前嶋一恵，花田幸恵，河野春子，小林やよい，
白倉君代，保坂美枝子，藤原加代子，高野正光，谷島清介，鎌田トミ子，赤松とみじ，赤松豪，清水雪子，清水清，伊藤英子，築野靖，伊藤芳子，
川崎敏朗，橋本満寿美，佐野章子，橋本正章，輿石純子，輿石恒遠，安藤多美子，輿石その江，中楯悟，渡辺ちよ，丹沢美紀，二宮美仁，二宮美智
子，赤池勅子，赤池かめじ，赤池あずま，樋川ひろ江，樋川健児，鹿島きみ子，鹿島和儀，赤池あや子，久保礼子，渡辺すず，渡辺敦子，望月久代，
長田秋子，保闢洋一，保崎英子，輿石万里子，輿石範子，輿石忠範，渡辺明美，鈴木つね子，闍松実恵子，闍松今朝雄，林義明，林由美子，斉藤艶
子，斉藤則雄，伊東恒治，伊東長子，山本琴子，山本忠義，深沢明，深沢利子，太田泰子，渡辺金子，奥脇幸雄，奥脇菊代，闍山茂夫，渡辺まち子，
闍山芳子，内藤恵美子，堀内一美，小俣節子，大森磯美，五味豊子，三浦明海，渡辺保之，本多藤江，井出つね子，渡辺時子，菅沼ゆり子，勝俣貴
子，勝俣あさゑ，堀内郁代，宮下由美子，渡辺初美，渡辺吉久，渡辺典子，渡辺正江，渡辺訓，綱野春江，小山忠，南雲了月，原田友子，藤井恵，
久保肇，松本タミ，松本良一，松本敏江，渡辺一彦，鐡田一枝，廣瀬清子，土橋和子，米山登志子，早川真金，米山正仁，渡辺みなみ，渡辺範子，
米山正富，米山登志子，金丸恒子，前田敏江，高野愛子，藤田やす子，馬場秋子，青柳博子，梶田史子，守沢陽子，関口恵子，寺本松枝，岡紀子，
岩井正江，沼田ますみ，原野広子，河野礼子，若月綾子，窪田美鈴，石川文子，広瀬悦子，斉藤真由美，標康子，上野和子，小幡淳子，北井操，石
川徳子，小林和子，竜王太極拳愛好会，中村美津子，飯島文恵，飯島一夫，飯島粂作，飯島ちよ，飯島幸恵，土橋和子，上野早苗，小林憲子，米山
泰雄，米山美保，西島厚子，小俣真澄，中村貞江，小笠原直江，小笠原勇，幡野恭子，幡野光男，浜田国夫，天野太文，浜田百代，橋村みどり，橋
村元弘，川村時江，羽田綾女，関口幸恵，関口稔夫，石合照美，石合良男，黒部眞，保坂久，萱沼つや子，大木圭子，斉藤たか江，山田美佐子，山
田富重，斉藤義人，斉藤幸二，奥秋信子，小林尚子，勝田ふみ子，天野和子，天野理恵子，天野悦子，丸山玲子，丸山秀雄，丸山久子，新田武，村
上鶴雄，村上とみゑ，長田美智子，町田克子，藤本光栄，町田圭司，吉岡隆幸，吉岡りつ子，吉岡幸弘，奥野治子，井上美喜子，井上節雄，加藤好
子，近藤迪子，新井興江，保田末子，西川菊野，西川功明，小俣アヤ子，小俣勇，藤本元弘，磯田た祢子，西山弘美，田中豊子，近藤雄治，藤本典
子，闍山さつき，小鷹民夫，小鷹和子，小鷹達意，小鷹美和子，西山嘉治，大石正夫，大石和子，長田重知，長田幸子，卯月臣仁，金沢秀美，佐藤
孝子，遠藤喜代美，小俣共子，小俣勝司，窪川孝子，窪川清，山本久代，山本明，平井八重子，平井征大，幡野淳子，小林邦子，平野廣海，松岡美
都子，小林富士子，久保田マレイ，樋口藤子，土屋光子，小島忠幸，小川いさみ，高山トク子，小島嘉津江，小島亘子，小島健司，越水明枝，闍野
正子，小林平，小林みつる，小野晴子，高野英子，TOMOE Moriya，小林仁，秋山一子，長田洋子，北澤光子，齋籐光子，齋籐義男，清水和子，三木
阿い子，功刀晴代，望月徳子，飯室茂子，藤本恒子，鈴木幸子，井上町子，土屋房恵，望月紀久子，末木和子，黒倉弘子，斉藤都，藤原とし子，込
山ため子，藤村弥生，日向勢津子，内田充江，田代喜子，塚本輝子，窪田とみを，中山八重子，篠原武子，入倉保子，山村国江，小田切その子，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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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睦美，中野八千代，佐藤もと子，米山政子，大柴徳子，森沢縫子，種元実貴子，横森くら子，樋口昇，長倉美貴子，深沢秀夫，丸山さと子，矢沢
さかえ，内田和夫，樋川敏子，中山靖彦，平本初枝，鴨川恭子，上北紀子，長田美恵子，生島睦子，福島盛子，市野菊子，望月玲子，中込久枝，本
保憲作，向山いづみ，宮崎美鈴，石井晴美，長坂光子，平本武矩，溝口隆敬，上北彰，丹沢満智子，岩下広子，大沢正聖，深澤寿江，斉藤秀子，酒
井昌代，堀内玉子，小宮山克美，笠井親子，佐藤初江，長田尋子，河西清子，小池いづみ，高野雅子，高橋今朝子，上原恭子，鈴木菊子，長田由美
子，山田紀子，若杉節子，小鳥居加代子，保坂千代子，山本光枝，佐藤逸子，渡辺文子，飯島輝子，井出嵩々子，桜林豊子，吉岡仁美，済間桃枝，
松野光子，市瀬槇子，青柳好美，秋山和也，中沢七枝，遠藤栄子，津根静香，鴆呉雪梅，鴆晁熙，伊藤優子，鴆至軒，佐々木利子，佐々木春枝，
佐々木保夫，加藤かつ子，加藤安彦，中嶋み津子，佐々木昭子，小林清位，小林順子，潮田好子，潮田正美，下澤博子，岡部琴江，城之内清実，小
林比登美，鈴木敏子，鈴木芳見，小林幸枝，三澤千代子，片岡一枝，小松節子，前田英ミ子，奥秋偉，奥秋清美，田中迪子，杉本勝彦，小俣卯萌子，
小俣健男，小宮山千恵子，小宮山正之，吉川誠之助，吉川美智子，幡野かず，藤本二郎，藤本美恵子，鈴木すみ子，佐久間保子，小林菊代，矢野美
代子，小松優美，望月和美，依田徳子，伊藤昌子，正藤武雄，小佐野かを江，小川正人，渡辺正美，渡辺秀美，渡辺能久，渡辺光子，渡辺久子，渡
辺尚子，安田三穂，安田澄子，望月まつ江，望月洋司，武藤久子，片桐忠，片桐充子，三浦良子，三浦貴行，三浦博久，三浦良子，古谷郷子，西田
文子，西田栄介，闍野幸子，桜井輝作，桜井志乃婦，佐久間富士子，佐久間敬宣，工藤光治，工藤まさ子，萱沼幸江，萱沼市三，小佐野十郎，天野
一寛，神宮寺元也，水口貞子，佐藤かつ江，登坂茂，萱沼和子，田辺静子，天野和美，小佐野初美，栗田桃代，山田知子，堀内美千代，堀内てる子，
神宮寺京子，神宮寺茂，長澤亀代，長澤美江，輿石明美，河渕桂子，萩原 代子，江原勝江，勝村マサミ，渡辺ひで子，矢頭美咲，瀧口昌子，林節
子，石川浩久，林清枝，石原ふじ子，手塚文子，渡辺豊美，腰原幸子，長田一美，長田順子，山崎正俊，古屋繁子，小林静恵，中沢幹枝，池谷香代
子，渡辺志げ子，矢崎末子，矢崎一美，井田泰子，長田可祝，平川さつき，小橘田はるみ，名取悦子，渡辺泰子，長田鈴子，向井しず江，長塚きみ
子，千野藤江，志村豊子，大間美加子，武田信一，鐡岡妙子，北村住子，望月規子，安藤尚子，梅村裕美，井上和司，荻野喜卯，萩原道代，内藤治
文，坂井重子，矢崎直江，山宮貞子，竹田きくじ，古泉凱堂，山田鋼太郎，望月咲代，山田紀美子，山田和彦，輿石仁，輿石恵美子，桜林匡子，布
施ちえ子，佐藤孔子，菅原きみ子，野沢金雄，鈴木梅乃，関口岩子，青柳茂子，来山一葉，中川はま子，秋山正江，横内節子，井上連子

吉田正子，小川隆子，永原敏子，水野サツヱ，芦塚智恵子，辻チヱ子，富樫和子，松倉まさ子，松倉百合子，丸山悦子，楠佳
子，中島睦子，毛利八重子，中川紀美子，長島芙美子，坂井早百里，渡邊幸子，田中美智子，河内悠子，石黒真，堀田佳子，

古田節子，仲千鶴子，矢郷俊子，野村ふみえ，鈴木美加香，堀明美，沢井武雄，西野千香子，近藤宗喜，鐡田和子，西山隆三，前田香，亀田重幸，
黒田実希，馬渡慶子，松井昌一郎，奥田弥生，塚田洋子，塩苅洋子，塩苅進一，奥田小夜子，芝田驫子，南部菊枝，竹内暁美，南弘，闍木英，闍木
輝子，森武，橋本丸子，岩瀬晶子，石黒陽子，浦山フミ子，高橋美智代，川原和子，浦上禮子，平井和枝，立野智恵子，松井栄子，伊藤悦子，平井
京子，鐡見きし子，立花杜己子，堀内恵美子，碓井百合枝，山闢美津子，渡辺紀子，酒井シマ子，高井芳江，武田美雪，村上早苗，黒崎政子，寺崎
幸子，佐藤峰子，川筋米子，藤縄芙美子，斉藤登美子，蔦信子，碓井いく代，小柴照子，米岡次子，岩口瑠璃子，寺崎和子，平井邦子，酒井京子，
黒崎博，高田和子，土井道子，闍田綾子，森川盾雄，闍井宏子，有賀芙美子，上田小夜子，郷田住枝，海下幸子，黒澤房子，水野サツヱ，小川隆子，
辻チヱ子，若林武子，辻里恵子，明和礼子，堀富喜子，山岡文江，伊井英子，膳亀フミ子，芦塚智恵子， 田忠重，堀田行雄，色部昭夫，米沢啓子，
中条佳市，中条恭也，中条将也，中条真理子，野村四郎，石川美代子，青山玲子，中条幸子，高森かつ子，北野優美子，楳本富子，林すゞい，井利
邦子，神子田佳子，堀江静子，上田邦子，岩田房枝，塩井美智子，石坂光子，中橋るい子，中瀬俊朗，中瀬千代子，中島礼子，岡島君子，小森能利
子，小森加代子，高浪亜紀子，高浪隆，横山玲子，松沢紀子，八十歩眞紀子，小森節子，高野悦子，岸悠子，宮崎敦子，松野律子，網谷茂子，鈴木
静子，堀太助，高林洋子，木村多津子，井上泰子，橘英子，土居登子，中瀬八代枝，三井郁子，松岡繁，高邑敏正，荒木幸子，松井悦恵，小林智恵
子，池田寿美枝，本木英子，吉田スイ子，塩野和美，伊東廸子，鐡川美智子，釣維子，中土美知子，片岡玲子，掛橋富子，堀内功，堀内静子，小川
流二，小川悦子，新村一枝，宇都宮かずゑ，斉木久美子，堀内陽子，堀内敦子，岩井スエ子，按田章子，泉眞佐子，泉幸一，臼沢たか子，越田和美，
森田久子，佐々明子，田中光子，田中隆一，神田孝子，好田栄子，岩城朗，岩城幸子，山岸美樹，山岸昭子，上野道子，水野美智子，水野学，水野
良輔，水口トモ子，深井靖子，米沢美恵子，野吾悦子

北和子，石井文子，山本喜美子，斉藤美智代，上瀧智恵子，竹内誠，竹原正子，餅田久子，奥節子，東出清子，中園久美，薮
内眞子，中川外治郎，難波修平，難波和子，田中宗紀，奥村忠弥，本田勝子，田中英一，山越隆，村田富枝，橋本秀子，清水

美智子，中口美津子，田中竜子，青岸和子，山下恵子，北口絹枝，木下幸子，長谷川里美，松岡民子，中山啓子，加茂順子，家元登代子，宮本幸枝，
北出弘江，和田靜寿，山本孝子，山本弘子，中井芳子，三井鈴子，伊村悦子，中村豊子，亀田よう子，嶋谷廣子，児玉八代子，杉村紀子，河口信子，
坂下郁子，野田栄子，笹原由紀子，藤田敏，野中真樹，亀田ますみ，橋本美智子，北濃和子，中林都，安田直枝，新井君子，多賀重子，中西園子，
高野昭子，表和枝，北川外美栄，南出佳代子，徳山信子，野尻ツネヨ，魚谷玲子，奥野なみ子，口野曄子，窪田和子，河内京子，坂下弥生，杉山幸
子，忠谷洋子，山下佳美，鈴木恵子，鈴木次郎，河塚久子，河塚修三，上田よし子，江田和弘，津田三枝子，橘寿子，三井蓉子，大久保恵子，小森
節子，濱屋逸絵，中野由美子，大井川外喜子，伊藤紗和子，浦和子，長谷川里美，長谷川健二，長谷川雅義，富山英子，坂本明美，峰岡雪子，鐡川
政恵，寺西裕美子，堀口正美，闍橋美佐子，嶋浪子，西出すみ子，中出せつ子，新保悦子，橋洋子，内田美枝子，佐野憲子，西秋久，山本敏子，西
澄子，元雄順子，別所訓巳子，木沢悟，西川邦子，上田靜子，前川啓子，松田洋子，徳田光世，竹中昭子，木村敏恵，西村久美子，藤田百合子，稲
本玉枝，坂口冨美子，宮田正子，松本都，藤田藤子，谷芙佐子，脇本チヨコ，丹後万里子，府中幸子，長谷善建，長谷妙子，戸田洋，戸田保，蜷川
由昭，蜷川恵子，戸田瀧代，戸田淑子，府中邦宏，大中鐡子，大中澄雄，中岸麗子，山崎礼子，鐡田一美，中谷節子，大中晴美，木沢啓子，立原秀
明，田中伸二，黒川静子，越野文子，松本美穂，西明修一，浜桂子，白尾清美，宮川健一，徳山春彦，野村祥子，東川照美，林康子，竹田倫子，片
倉菊枝，林幸子，小畠治恵，高桑芳恵，高桑俊雄，桶田久美子，数馬行子，橋本清美，闍野晃，嶋静子，野手理恵子，鈴木康治，木下春枝，室貴宏，
喜道桂子，室朋子，高田恵津子，木下脩，木下孝子，片山直子，笠野育子，岩野暁美，齊藤伸子，苗加みさこ，守八恵子，鬼原末子，長谷川かおる，
鬼原俊夫，中園久美，橋本銀子，中出敏子，小西出幸代，北村谷キヨミ，向出和江，菅村八栄子，片山美佐子，中出敏子，山岸ひろ子，田中百合子，
阿部ゆり子，河島美智子，河島弘，河島一夫，河島晴美，沢田由紀子，上道鈴子，塚本和子，北智栄子，畑中和子，林君子，久田志津子，大壁ふみ
子，大壁恵美子，東茂子，大額孝子，加茂正和，東俊子，坂井 子，森美智子，吉岡豊子，眞鍋和子，堀悦子，勝田知子，板垣愛子，国本清子，庄
田利江，吉田初榮，渡辺節子，石原誠志朗，北村真佐美，北村忠雄，高田竜平，喜道瑞恵，喜道勇，阿良田春実，北野一郎，北野恵理子，北野尚子，
廿野良枝，山本清志，川中強，北川滋佳，中川義博，北野真次，長田孝志，長田のぶ栄，橘欣子，橘英利，松島二朗，中島政裕，大音師潔，大音師
ヒデ，北口真知子，滝川照子，葛城是心，八木和枝，清水千津子，川岸洋美，闢田昌代，中條賢一，中條智子，森洋子，吉見博明，西東乙女，真田
紀久江，佐々井友治，今森淑子，今森賢一，二口京子，宮竹幸代，笠谷昌子，前静枝，大薮智子，田中澄江，作田たけ子，岩上牧子，元田紀子，前
田好美，有川喜代美，引網幸子，奥田紀子，二木修子，乾春子，宮田映里，山田順子，佐原正子，松田今日子，奈良紀子，新屋敷眞知子，多田千秋，
中村久照，小林宏子，山崎啓子，干場久未，勝木郁子，清水光枝，大橋秀子，濱田由紀子，谷美智子，初道政子，福村勲，野崎敏幸，香林美智子，
砂山和夫，河智真智子，小山きぬ子，高崎滋，山下恵美子，山本貞枝，山本義行，岩井代由，宮崎孝子，高崎多枝子，谷伊志乃，北川明宏，由本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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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島京子，朝日外喜雄，河合滋，山崎かつえ，舘和子，田中宏充，田中顕子，難波里志，中村初美，中谷ツユ，二山郁子，伊東富子，寺前ミツ，
田崎ちい子，中園久美，西河和枝，河合礼子，日鐡恵美子，小嶋清勝，田中満子，闍木植子，山田美智子，田嶋美智，西谷しず子，谷内清之，東出
美芳子，置谷智代，新保由美子，小野俊光，中島時枝，前川敏幸，前川明美，野尻万里子，辻野雄造，呉藤八重子，津田栄一，寺前英夫，橋本銀子，
久保田美鈴，村井栄子，久保田恭子，久保田奈緒美，西出昭子，東出清子，広瀬澄江，土田安子，杉本三重子，真田サカエ，堀登志子，吉本久子，
大矢道子，松根一恵，泉佑子，太郎田純子，福島眞喜子，加藤習子，前田順市，宗田坪枝，中田敏明，柚野久美子，鐡田紀次，吉田亜津子，中橋亮
子，半田のり子，谷口美枝，徳成のぶこ，平田トキ子，新保とめ子，木谷好美，井田敬子，橋本道子，南朱美，三島喜子，杉森小夜，長田文子，木
田美江，西山美江子，藤田富美子，紺谷純代，渡部京子，松宮隆子，松宮孝正，上山匡泰，加澤勲祐，小杉智恵子，横山充，黒瀬みち子，河井ちづ
子，横山須美子，長生節子，長生保，山闢多恵子，安達好美，小林静子，岡野由子，松本美春，笠森裕子，清水くに子，菊田順子，川西徹郎，沢田
睦子，前田照代，葉谷康雄，押野和豊，徳沢清，寺中芳輔，鳥田君代，森本重雄，池田行雄，石垣かおり，竹内美知子，鈴木忠博，薮田美樹子，斉
藤京子，山田周子，永源美千代，永源幸信，岩本雪子，根本美和，大塚正樹，山本マチコ，藤木勇，島崎寿美枝，山森彰子，北真知子，八野美智子，
塚本真記子，米杉幸子，寺田綾乃，向坂美也子，東野信子，林茂，新谷照子，石田美智子，林協子，田形伸二，奥田明子，北島富士子，疋田富子，
松川治子，清水和子，勝木美年子，西村美千子，丸岡喜代子，丸岡淳二，平野外志子，密田蓉子，箕田信子，野村浩子，池田千里，森田定信，上田
和子，鍋谷文夫，林道子，菅波清子，野里葉子，小蔵悦子，村上文子，山田晴子，中村フキエ，天井教子，闍木菊枝，葛木伸一郎，葛木良子，葛木
治恵子，笠本俊子，前田昇，斉藤安晃，前田君代，前田正志，土屋和美，宮川鉦子，斉藤安晃，闍木明美，酒井悦子，崎川加祝，徳田栄子，坂田毅，
矢木庄治，中村富恵，織田泰子，織田圭子，鐡田知一，鐡田奈美江，菊知明美，清水啓紀，織田康子，渡辺邦雄，渡辺博子，中江川正江，萩原田雄，
塩野尚文，塩野外代子，塩野弘子，金野春樹，手塚弘文，前川時美，高本和代，安田とも子，岡島雅子，北浦苑子，矢田京，進藤智子，齊藤伸子，
大塚節子，大塚昇二，座主三千男，大塚陽一郎，穴田慶子，篠島美智子，篠島幸男，越田恵美子，岡野晃，端野洋子，池端宏子，銭谷久枝，山田尚
久，花岡君子，高領秀平，山口町子，大竹君子，新沢和子，寺尾智鶴子，木下好子，辻ヨシ子，田辺純子，山田綾子，和泉征津子，神田和子，高沢
和子，西田妙子，吉田三枝子，夷藤紀代子，清水清，山原伸二，村田登代子，浜出礼子，高山恵子，青山明子，津島邦彦，宮前邦男，増田賢次，能
村たか子，村山弘美，岡田ウメノ，中川知恵乃，上出雅子，田畑勝子，鐡村千栄子，下出昭江，後藤正浩，北出省子，西谷久枝，坂井良輔，荻生啓
子，野田好子，西田弘子，福村外二，西出澄江，角田登枝子，桑村民子，闍倉礼子，花谷とよ子，平床絹代，水出和子，中林都，安部清子，片山美
佐子，野田麗子，北村昭子，二山都子，西野三代子，西出澄子，菅沼勇，久藤妙子，古林惠子，辰野恵美子，宮前和子，松本和弘，山根トキワ，松
本晴代，松本和夫，山本朋子，闍木洋子，斎藤いく，梅田重雄，梅田タミ子，日置允子，石井由子，黒崎増子，品川享子，女川由美子，国枝寿代，
高橋博子，宮島和子，日野裕，南出信子，山岸敏洋，小池由美子，本保洋子，堅田久子，鴻埜幸，西出初美，東谷友子，中谷文子，岡川恵美子，下
出紀子，田中美代子，上出節子，池田美智子，田中久枝，元谷也喜子，河田謡，畠中 子，才鴈務，才鴈好子，中川澄子，田口真智子，岡本真紀子，
浅井理英子，山本由紀江，鬼原誠，荒家直子，冨瀬永，上田弘志，梅沢他美子，綿征一，高山妙子，池亀幸子，井波秀雄，井波紀久子，井波篤志，
扇克海，山内美世子，山本美保子，横地奈津代，尾崎外喜恵，坂井崇，坂井美津子，坂井真，井村秀子，光広健二，光広仁美，林淳太郎，林玉江，
加納喜美子，西村圭市，西村章子，光谷玉子，光谷美 子，池田公子，沼田照，川西美代子，闍田千代子，舟津直光，舟津絹代，舟津利栄子，舟津
弘治，舟津智江，村田幸子，砂原健，砂原他家次，砂原和子，砂原英，砂原祥，下久保寿美子，山崎幸子，村井玲子，矢敷正彰，矢敷佳代，坂口志
津子，角田一夫，角田道子，角山敬子，角山栄作，岡田弘子，土田よし江，上田幸雄，上田通子，中川みちの，横井正治，横井大輔，横井信子，音
誠一，音照子，高桑美智子，蚊爪幸子，音君子，岡本一美，山沢万須美，朝倉志保子，朝倉大志慶，松平安紀子，安丸定昭，安丸千香子，虎本健二，
下松男，下紀美栄，村本裕美，深谷智佳子，深谷暁，谷川和子，林朗子，田中伊都子，虎谷とも子，東智子，黒梅富美子，栗田洋子，表節子，小杉
敏枝，宮越恵子，藤野隆，中島昭子，中川雪子，常山弘子，宮本昌子，上埜久枝，山闢佳子，中田圭子，林百合子，坂本信子，三納紀子，関民子，
荒谷美和，前田恵子，二又良枝，二又幸男，池端貞子，高崎尚美，能村三千子，小林正男，浜英一郎，浜雄二郎，浜由美，納澤保子，山下みゆき，
上山和枝，二又厚子，前田アキ子，前田栄雄，前田良明，前田明美，前田春華，坂井好子，坂井芳勝，畑毅也，田内洋子，笠野千代子，笠野藤紀男，
川原正美，城戸正敏，城戸和子，立花外茂夫，立花正夫，立花良子，立花浩一，立花美紀，奥谷章代，北中順子，秋田素美子，本川澄子，北信子，
小野幸子，川畑孝子，車菊枝，車博武，車俊治，車和美，車佳武，川内和美，川内正勝，小沼久美，竹内留美子，西金沢クラブ，伏見台クラブ，長
町中央クラブ，三谷宗久，山下美智子，西智栄子，真田美栄子，田夛昇，田夛冨子，河上孝，嶋田敦，吉田清美，出口喜久子，越中和子，北島智子，
安田多喜子，桜井奈美，田中昌代，八木敏江，奥野二枝，立野静枝，平野久晴，新保朱次郎，新保美代子，北村枚，北村三重子，明石巖，明石順子，
明石康宏，明石純子，明石隆史，新納和也，森下孝子，上野静子，西藤惠子，鈴木倭文子，湊谷武子，沢洋子，山根澄子，平野久晴，新納喜久雄，
新納さち子，多加俊二，多加和子，吉田節子，吉田浩，吉田真砂子，安田よし子，安田啓悦，森下初栄，小池田康秀，小池田菜美，三浦巻子，三角
紀恵子，小池田千代，池村光子，三木秀子，池村恵子，越野綾子，倉渕八重子，森静枝，忠谷峰子，松田義一，藤沢花子，熊野由美，畳野二治子，
荒木栄子，紺谷博美，中出せつ子，藤波努，湖景静香，狭間勝美，池上哲，池上洋子，池上義昭，若狭絹代，近藤由紀，松田欣子，松田武良夫，森
津外茂美，丸谷茂子，丸谷外次，中田芳恵，今森淑子，谷川紀子，本田勝子，田端良子，本田勝子，石黒百合子，矢代緑子，向井奈津子，向井樹，
向井加代子，藤波淑子，嶋野秋子，曽田サナエ，高橋美佐子，坂本洋子，藤田幸子，大丸英子，谷村恵津子，折戸恵子，小林利恵子，田中秀子，梅
林泰子，荒中美代子，竹本豊美，三谷晴美，米沢えみ子，新川俊恵，安田由美子，山本理里子，塩谷文代，塩谷淳，塩谷久司，森下勝，武内佐和子，
小谷君子，河上孝一，新保三枝

藤田長次，藤田純子，三上誠司，石川勝代，片矢春美，浮山ハツ子，浮山英孝，浮山友希，木村知美，坂口優子，黒川美恵子，
二ツ谷八重子，吉田菜留美，高間佳子，大森美和，原田美香，小林重子，坪内悦子，小林慶昭，林清治，山田たづ子，加藤美

智子，水嶋紀久子，松田佐知子，西本佐代子，岩崎千鶴子，田中靜子，蓑輪洋子，小川佳代子，前田喜美代，谷田雅子，上田幸子，木部好子，岩崎
直美，中嶋昌子，竹内キミ江，竹内智恵子，品川妙子，浮山巌，浮山澄子，青山邦子，岡本真里，武沢仁美，岡山清子，大西義幸，高村昭子，闍山
登代子，吉田ツユ子，宮田裕子，石田輝子，谷口高，石黒道代，三屋久美子，河闢すみ子，加藤智正，加藤芳恵，竹内由喜子，乙部喜一，乙部勢津
子，闍島佳代，上村淳子，坂口美智代，坂口雅美，武田カオル，清水卓子，福塚清正，前野栄子，岡田充弘，土田幸夫，内田美知子，飛坂薫，茶谷
昭二，関弘子，関三郎，茶谷好太郎，茶谷信子，藤嶋孝昭，藤嶋恵，多田幸雄，横山利徳，山田美代子，牧田隆子，五十嵐頼子，山岸和子，成実幸
子，成実須和子，大平幸子，松田小代子，山田喜代美，五十嵐律子，田嶋千代子，横山静子，片山満里子，川瀬よし枝，小嶋富子，高野雅子，谷崎
好江，津田香代子，藤枝英子，馬渕信子，山口倫子，渡辺真由美，今安貴子，小林礼治，小林憲雄，日比靖博，江端久美子，辻澄子，佐々木絹枝，
田地孝栄，藤木秀朗子，町井幸子，田中千代子，尾崎志津枝，清水寿枝，村上哲夫，西岡京子，村上ゆさ子，堂埜修子，森田俊美，上木千恵，熱田
京子，澤田光代，堀春美，兵平澄子，中村待子，伊藤紀子，小林静江，山本美千子，田辺幸子，水谷千里，馬野みち子，大石さよ子，水野豊子，中
村待子，山内和子，山内義道，黒川百合子，橋本隆夫，竹内八重子，中島きみ子，今村三栄子，田端八重子，島田文男，野路安恵，園部栄子，山田
和子，井上博子，濱田明，濱田美代子，濱田卓也，濱田江里子，池谷継子，楠良輔，金澤淳子，藤田あさひ，上野善光，山口敬子，笹川礼次郎，真
柄みどり，市橋節子，市橋弘幸，大道幸枝，大道裕，塚田ちづ子，野波美恵子，中村和代，津田信子，津田均，杉岡富美子，杉岡孝一，小野あけ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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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今日子，山本弥栄子，酒井矩美子，吉村明美，池田まさ子，勝本百合子，畔高和子，徳網千里，安立季代子，吉田勢子，河原満代，笹川和子，
神戸みち子，岸本清子，酒井粂子，吉田典子，山本壽美子，福本ひとみ，成田弘子，中嶋はるみ，辻岡きよみ，建石満代，闍橋豊子，佐々木百合子，
白崎美枝子，河野信子，恵美和子，有城八重子，内山富美枝，内山宏治，大塚藤子，山田俊枝，山崎春子，福田源子，北島忠之，北島さち江

山崎政美，森睦子，玉沢増雄，坂井秀代，青島牧子，坂内淑子，宮田六一，秋山美枝，相原照美，細川温香，岡村真美，清水
幸子，芹沢二夫，木村ひろ美，萩野ゆかり，桑高友子，福田晴代，渡辺きよ子，西野信子，中嶋由紀子，植松千鶴子，大橋明

美，殿岡やよい，久保田千枝子，小川たつ子，廣瀬比佐乃，寺田悦子，渥美和津子，小俣晧代，小俣雅彦，青田明司，青田恵美子，矢野知子，杉山
すみ子，渡辺志げ子，廣瀬春恵，虎尾恭子，北嶋恭子，闍野須磨子，水口節子，岩堀好江，伏見孝行，下田富美子，鈴木ふみ，和気太極拳クラブ，
庵原達司，小南早苗，平川夕起子，鈴木尋子，大橋瑞江，磯部淑子，渡瀬すが子，増田房子，闍田初江，尾沢暘子，山口孝子，法月みち子，木村和
子，増田久子，田中由美子，橋ヶ谷芳枝，法月和子，良知すゞ子，武石マサ江，楡木鉄蔵，植田睦美，堀江えみ，石田重雄，海野基子，池谷恵美子，
村上敏雄，渡辺栄一，庄司由美子，庄司勲，望月美代子，佐藤宮子，渡辺嘉代子，千葉節子，渡辺不二子，鈴木孝一，鈴木えみ子，堀池孝俊，白鳥
豊子，永井洋子，泉三枝，滝正志，坂井美絵子，柴田弘美，中町富恵，小沢洋，小沢延代，金子幸子，滝幸代，勝山道子，鈴木裕子，井上力子，山
本みさ江，沼野敏，沼野寿子，清水市太極拳連盟　辻・江尻公民館木旺クラブ，水口英男，岩崎欣子，山下幸，木村美由紀，伊奈ます枝，清文朗，
清貴子，湯山峯子，石井美喜子，長谷川知正，浅井美恵子，村瀬清子，飯塚征四郎，市川美知代，落合利枝，安本賀津子，櫻本節子，鈴木南海子，
大塚幸代，白井範，五味誠子，五味新樹，石川勝子，山本まゆみ，山本加奈恵，清水美知子，田口康爾，田口弘，石川カヅ江，石川克己，内田和江，
三枝博美，玉田早百合，樫村ゆかり，青木登志江，松井正子，土屋知己，土屋祥子，西田玲子，西田光男，鐡田勝子，楠野昌子，小林梠児，山下友
美子，静明美，安田秀，安田和子，柳町民子，安田善三郎，濱道知，多賀善明，内田嘉剛，内田洋子，佐藤幸恵，Mariko Adachi，長田真矢子，岩間
和志，岩間真希子，伊藤シエ，伊藤兼一，伊藤米子，長沢きゑ，長沢佳子，勝呂桂子，石川延世，星早苗，野毛良子，野毛泰治，林穣，萩原徳江，
石川辰夫，石川笹江，丹羽明夫，原賀正江，渡辺義克，小川清枝，大岳信雄，芹澤ひとみ，板垣良子，内藤之雄，内藤奈津子，内藤タミ子，熊谷あ
や子，佐藤とみ子，熊谷安夫，大井辰徳，大井瑞枝，大井八千代，下山裕，下山太一，下山紀代子，桐生栄太郎，桐生カズエ，桐山賢信，内山宏幸，
内山冨士子，塩田美子，佐藤国男，佐藤美智代，白須菊江，小澤昭，乾英子，斉藤光代，鈴木裕紀子，芹澤真佐子，岩本淳也，顧正瑞，遠藤道子，
勝又さえ子，闍橋かよ子，薮田てつ子，酒井弘子，勝俣八寸子，石井悦子，松永民子，芹澤あつ代，滝本幸雄，滝本初子，小泉明満，大庭千代美，
佐藤二三恵，高柳明子，川闢よ称子，子上美佐子，家村実誉子，江頭典子，小川利枝子，瀬戸静枝，土屋偉子，瀬戸正子，薮田美代子，遠藤成子，
山仲妙子，岡部紗千子，舟本昌子，勝又清逸，勝又礼子，千葉啓子，松田律子，渡辺次郎，渡辺信之，渡辺カツ子，渡辺美千代，野木三也子，米山
寿々代，斉藤照子，斉藤哲雄，河村勝子，滝口広子，闍柴本子，勝又紀子，嶽下久枝，矢嶋千代子，若林春江，増井宏子，山田芳子，森正子，冨川
まち子，先後智佐子，滝口ハツヨ，安松末子，河合福子，松井直枝，前野敏子，細谷良子，島野宣子，佐藤カヅ子，加藤敏江，荻原和代，志水修，
志水菊野，勝間田せつ子，井上武子，勝間田次江，勝又ます枝，福島和子，芹沢紀子，藤曲壽枝，出原みつ，長田明江，勝又妙子，太田明子，渡辺
光明，冨吉由起子，及川織絵，土屋義實，伊沢陽子，鈴木かづ子，田中和子，殿岡修代，土屋紀美子，太田聰子，渡辺富子，若神子美知子，中村昭
子，杉山弘行，中村匡子，望月早苗，青木晴美，深澤有子，角田富士美，稲来礼子，田中進，田中由紀子，小野田良子，坂井孝一，井出久子，森田
寿子，佐野琴子，佐野幸男，佐野満，後藤久雄，柴田伸子，新井富美子，加藤佐代子，富士宮総合太極拳北部支部，片岡松枝，瀧敦子，近藤キノ，
渡辺豊子，塩川房子，柳沢千恵子，小池晶子，大泉三千子，加藤秀子，田中洋子，上杉八重子，焼津市太極拳大海クラブ，箕浦金次，細谷照子，辻
丸愛子，加藤陸子，松本早苗，布施清子，会田美津，引田里美，石丸登美子，湯山安，大川松枝，河合嘉朗，和田玲子，岡本加代子，加藤さとゑ，
山西典子，田中あつ子，涌坪節子，涌坪秀幸，榎本美知子，加藤隆治，加藤淳子，本田恵美子，大須賀真，大須賀順子，伊藤しづ子，大野伸子，山
沢きみよ，玉澤勝義，玉澤みちよ，杉田ひろ子，名倉輝子，佐藤典子，佐藤澄子，佐藤正躬，太田愛子，伊藤ひとみ，渡辺拓生，山沢勝節，山沢き
ぬ子，石川順子，和田智子，和田直子，松田裕子，栗田民子，松田直哉，山杢みどり，松本みや子，大嶋紀子，大嶋佳己，萩野一枝，荻野みどり，
矢田愛子，川口香代子，山田美智代，加藤祐三，佐野信子，石川みどり，闍橋佳枝，高田浤子，川崎良子，野崎晴子，渥美千代子，水戸佳以，梅原
貞夫，宇佐美越子，杉澤紀久子，木下郁子，田辺敏子，山本圭子，菅原善美，増沢真知子，鈴木真，岩田千以保，田中京子，小林富子，井出正子，
鈴木加代子，立田守彦，市川豊子，榎田徳子，市川通雄，岡本奈津代，柳川美知世，新井京子，益田静，増田照美，牧定子，天野敏江，岩本悦子，
河合美恵子，森一枝，岩本光平，石上昇，中野敦子，折山洋子，芝田伊久枝，久保田桂子，関光三郎，伏見裕子，瀬川芳江，宮崎直子，鈴木史人，
丸田さゆり，遠山乙実，花村節子，中村扶佐江，Archen Swift，吉川はるみ，杉本恵里，鈴木玲子，岸山春美，杉山幹乃，萩本セツ子，田代睦美，佐
藤洋子，朝波省吾，朝波彰，石井久代，岩倉桂子，佐野左希子，青島由貴子，秋山明美，山下員子，榛葉久恵，中村真実，石井摩利惠，平山朋子，
足立宮子，岡田文男，岡田壽子，寺田正利，闍橋伸英，清水芳郎，藤江澄子，柏木和子，和田好子，亀山瑛子，深谷幸子，山闢郁都子，有田行雄，
大多和昭二，漆畑弘子，田沢啓子，青木勇，松本昌代，大多和せつ子，大多和正倫，大多和康夫，望月顕枝，稲津成孝，森下雅子，森下紋，海野千
恵美，松永佳代子，鈴木マサ子，中村チミ代，望月みや子，内海かね子，山川温子，田中澄江，杉山末次，杉山芙美子，岡本一夫，中村洋子，小野
玉恵，坂野央佳，後藤圭吾，新井好枝，漆畑金三郎，松田てる代，西澤恵美子，西澤光代，山梨澪子，大久保幸子，成島とし江，成島貞夫，洞口信
子，鈴木久代，鈴木きやう子，上山和江，田中澄子，倉元章子，石川敏子，向島満枝，竹内万夫，市川冱子，野沢静子，山本直英，久保田みさ，山
田榮司，新貝春子，石橋恵，杉山八重，幅光男，小田木康雄，山崎秀樹，野末芳樹，日浦園子，和久田京子，寺田裕美，伊藤幸子，鈴木秀月，鈴木
享子，石川俊雄，杉村一男，長谷川千加子，友田恵，桐生栄子，多田実，真鍋記余子，杉山智寿子，山田チエ，重田利明，西崎正，闍林秀明，浜松
市シルクロード，浜松市みなみ同好会，浜松市森の水車同好会，浜松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重藤和子，伴静子，塩田芳清，小栗ふみ子，嶋野哲吏，中
道和宏，嶋野裕子，服部仲治，川島ひろ子，塚本勝博，仙仁直美，内山恵子，闍橋すみ子，榎嶋たか子，青木茂，渡辺文子，伊藤雅章，間渕シゲ子，
松田照代，原田満澄，岡本宏子，松本ふみゑ，松影貴美子，藤田洋子，坪井優子，山下さち代，大隅あけみ，坪井孝之，大山道吉，青野真子，大隅
公子，横山朝雄，橋本節子，永田 子，三ツ井しの，森下千秋，田島嘉子，山本登土子，坂田孝子，岡本利子，伊藤次代，伊藤悟，伊藤一子，田中
裕見，鈴木和代，水野ゆきゑ，北村秋子，前嶋巖，長谷久美子，倉橋和江，江間洋子，森田良恵，中村春美，宮地はるみ，太田敦子，今出川隆美，
今出川ひで，榎土栄子，林寿之，米由文子，神林威，鐡野栄，安間久代，嶋野みち子，藤代清美，藤代孝，佐野睦子，安藤とも子，鈴木光旦，岩佐
敬子，柳瀬孝史，増井俊光，福嶋正子，辻村貞恵，山田多恵子，藤野かおる，鈴木左知子，山本きよみ，太田洋子，仲澤恵美子，藤木秀哲，佐野あ
さの，藤野博行，藤野ひろ子，島津報子，唐木惠子，唐木良子，足木有紀子，吉田宏毅，白井秀昌，細川雅子，大原研哉，三岡秀行，石川忠江，杉
本詳恵，杢屋典子，松本千代子，太田賀久，石塚みのり，加藤吉康，八木国雄，家本 美恵，塚平貢，渡瀬良，藤井章三，藤井勝美，加藤竜男，加
藤志緒里，大井伊都代，室伏良，大石博，闍橋とみ子，内田千枝子，木原節子，井出範子，傅春梅，山梨陽子，安池むつ子，小澤千代子，伏見昇子，
伏見邦子，高橋久美子，森島孝子，大榎敦美，杉山一代，小泉教子，望月栄，古賀洋子，緒方京子，納本学，小川たみ英，伏見佳子，山本三紗子，
榊原昌子，鐡川保子，流石茂子，杉山和子，下山恵子，福石道，西方弘，野中美加，風間康男，木本美恵子，鈴木清江，鈴木真，塩坂千鶴子，太田
靖，鈴木博子，石川泰子，望月ふじ江，中里陽子，安井道子，坂口和子，佐野幸子，杉山むつみ，小長井敏子，坪井恵子，小澤百合子，鍋田理々代，
寺田京子，安形弘恵，大高靖子，持丸康子，望月祐子，平岡かへ，平原瑩子，三浦義子，柴山洋子，深澤和子，名和市郎，吉岡由紀子，小笠原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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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美知代，川崎久代，大賀素谿，井上薫，佐野好美，堤朱実，高橋裕美，佐藤美佐子，石月美江，安形公利，木暮君枝，杉本正江，名和恭子，長
澤洋子，月見里定子，栗林利江，塩原幸代，浦田みさ江，望月章子，大沢ふさ子，浦田たみ子，佐藤和子，杉山明子，川口澄子，佐々木幸子，志田
均，二宮勉，渡辺洋子，棚木訓子，新宮勝治，杉山一夫，大竹智子，山崎朝子，河原崎絢子，鈴木文子，山田仙，大場和子，石原トミ，佐藤武子，
柴田文子，北村朝子，石間八重子，闍橋すずよ，小林三記子，野沢たか子，増田綾子，小沢迪代，増田洋

高橋恵美子，石川清三，岩越美智子，若杉鉞子，杉下正子，酒井啓子，田中よね子，盛田淳子，加地桃子，田上悠理，加藤美
智代，板井由美子，櫛田愛子，稲垣道子，梅木芳恵，棚橋カナ子，今田多加子，吉田具子，内田よしゑ，伊藤冨美子，熊原貴

志，熊原正枝，岩月キヨ，長屋郁子，宮地敏子，平井洋子，原里美，三川住子，大矢みどり，岡山麗子，阿部孝子，嶋本生代，長谷川三苟子，竹中
弘，稲葉眞后，太田みか，服部晶子，小城冨士夫，築山篤志，小城住人，築山光子，築山弘幸，鈴木鉦子，伊神英治，永田正代，杉原寿子，井上美
江，佐藤由佳，森田裕子，酒井広美，大塚益子，平山花子，加藤清子，鈴木初美，今井佳子，星野文子，平塚玲子，平松美佐江，平松千恵，石黒文
子，松浦英一，山口ゆり子，稲垣たか子，若井ハル，黒田悦子，前田文子，服部はとみ，足立タマ子，川村ナリ子，杉浦歌子，鈴木照代，伊藤早苗，
白井恭子，加藤肇子，柏原光雄，斎田尊子，関謙三，加藤千津子，三浦清二，三浦千恵子，三輪健太郎，若原誠，原田泰浩，加藤葉子，森田節子，
尾郷みゆき，守山直子，小島秀雄，小島ふみ子，松川ヨシ子，川北カネ子，加藤美代，松山洋子，松田美知子，萩原百合子，三鴨由記江，丹羽強，
劉方同，佐々木つや子，市原好枝，村山八恵子，重原美智子，前原寿枝，長谷川繁，岩田康子，天津美智子，伊藤佳久，伊藤久良子，祢津敏之，中
山裕充，神農東助，加藤幸代，後藤美代子，浅見文子，田辺崇美子，富永さかえ，加藤正広，石川美和，榊原芙沙子，樋口三雄，杉浦美津子，古川
眞理子，犬塚正道，鈴木浩子，竹川良彦，根本均，丹羽八重子，丹羽賢二，小沢常男，横山賀一，横山吉信，山森信，山森節子，櫻井敏子，加藤葉
子，中野厚子，柳井菊江，荒川昭眞，二宮久代，坂田美智子，山下美智子，竹内君子，久野富美子，神戸妙子，竹内富子，福西清乃，三古久枝，中
原征子，市川幸江，岩瀬喜久子，古澤美智子，布間修一，奥村一彦，竹本能清，高見一枝，高見計一，唐沢匡史，川崎晶子，田崎芳枝，鳥居英一，
馬場上清子，鈴木嘉子，尾上房江，田島すゑ，陣内聰枝，川上好美，三浦由美子，福安勝子，津田導子，丹羽輝子，吉永千鶴子，木村多化子，平野
ユキ子，水野清美，平岩孝雄，野村眞稔，橋本さと子，阿部幸子，堀内八重子，大坪みゆき，横井建次，山田守彦，堀田武之，東條浪江，古澤諭，
加納澤子，吉田咲衣，関根文夫，田辺幸郎，原科忠夫，水草加代子，矢島春樹，川俣美陽子，長谷川利夫，川口将二，川口将一，乾美智子，新谷貴
治，芝田洋平，戸島一美，戸島孝行，押島玉子，岡部義信，高橋葉子，大山みゆき，鈴木稲子，石川尚子，中川善博，三輪千世江，三輪修嗣，大和
つや子，恒川ふみ枝，木村昇子，闍村隆子，家田夏江，山内満寿美，植村治代，伊藤里子，印南ゆう子，竹田八重子，加藤兵四郎，連紀子，小島和
枝，加藤紀代子，加藤すみ子，大垣道子，早川千鶴子，酒井美智子，飯坂千枝子，新家喜久枝，番喜美慧，濱地英里，細野明，梅木芳恵，田上俊子，
石山泰子，浦島なゆみ，鈴木悦子，広川文男，望月義伸，若原和枝，千賀路代，鈴木孝信，岩瀬暢子，宮崎由美子，赤木佐智代，前田由宇子，山本
春代，真木あや子，岩瀬喜長，手嶋美代子，古澤美智子，小久保淑子，福島又子，今井静子，河合清美，加藤智加子，池田圭一，及部かつ枝，間渕
喜代子，岡崎温，加藤美智代，板井由美子，丹羽孝夫，棚橋清美，村瀬さち子，板井利子，加藤美緒子，古井路子，朝日保光，川合由紀子，小林由
美，佐藤久子，若原富夫，近藤智石，堀井喜志子，谷奈津子，小尾てつ子，竹村勝代，西谷多美子，関とよ子，長縄やす子，岡本公子，新村正子，
杉山彰子，東條浪江，寺西晴美，福永きくえ，谷口楫子，林紀久子，伊藤和子，鈴木久美子，小林万利子，伊藤冨美子，井上恵美，中村安子，松浦
希始子，荒山澄子，岡崎由理，仲田尚弘，木村則昭，大橋澄江，正木映子，奥村玲子，広沢幸子，加藤容子，萩本美智子，川村龍子，宮崎としゑ，
福井勝子，平手政久，落合惠子，丹羽康子，山口美智子，野村孝子，大野祥子，滝澤武次，丹慶照子，濱島正子，柴田義，井澤由行，高橋軽子，今
井ももこ，前田文子，田岡万里子，松井けさ江，石原裕美子，二村友子，山口忠男，高島敏邦，伊佐治裕子，高津佳彦，深見昭雄，神谷ちえ子，早
川順子，小嶋博美，坂本文子，平林晴子，原田百合子，山崎照子，坂本マサ，鎌田寿子，伊藤由美，岡田政子，柘植いさ子，横地小紀子，長坂和子，
宮本利香，深川洋子，竹田淑子，伊藤眞理子，並河潔，江口欽治，福田耕博，柘植泰之，安井川良子，安藤祐子，柴田宏子，佐藤宏，八木義晶，神
谷千代子，中村比佐乃，渡辺鈴子，島崎照江，浅井千晴，闍田信子，野々村伊久子，谷倉冨子，澤井好子，串田修子，阿部聡美，伊藤喜美子，堀内
釜美子，山北良子，田島敦子，長田文子，岡田菊江，中島照子，松野比呂美，張成忠，小野昌子，石倉裕之，角多寿子，小野龍幸，小野晃裕，牧真
喜子，岡崎温，早川鈴子，松永裕古，平尾勝子，闍松淳子，冨田道代，冨田金義，八尋祥子，江藤美代子，中村政子，長谷川幸江，柏倉米子，寺島
洋子，闍志勝，日野谷一郎，木村弘，稲葉恭子，近藤時，池田典子，上田美晴子，山田黎子，玉井尋子，入野キサ，山内充子，大河内喜久子，秋田
幾子，小川美佐子，佐藤弘子，闍洲研一，時田紀美江，福沢千歳，森本昌子，荒本雅子，西川由美子，足立善子，三間淳子，原秀子，冨田麻代，長
谷川薫，長谷川文則，水野清彦，中村剛，早川美子，倉知一實，大石昌子，豊嶋伸，川本千鶴子，鬼頭俊子，村松幸子，立木了一，平手智恵子，牧
裕子，矢野貞夫，高橋晴美，畠山眞弓，鈴木尚子，藤澤起代子，闍地きく美，福安和代，河上有子，矢野澤江，井田洋子，本木千鶴子，笹倉和枝，
山内雄作，長谷川ふみ子，近藤真寿美，闍崎郁代，倉知春美，鐡富公子，後藤喜恵，稲垣みよ，荒川弘子，水谷恵美子，水野鐘子，酒徳良美，友松
妙子，闍木美智子，北村世津子，大嶋鉄子，安藤てる子，棚橋啓子，闍木月子，飯田君江，畑中弘子，服田千鶴子，油野のりこ，渡辺鈴子，小島み
や子，澤井好子，中島茂登子，渡辺あさ子，松浦つや子，渡辺泰子，小塚洋子，中野幸子，水野立子，牧野弘子，犬飼波江，前田明美，浅野邦子，
鈴木万亀子，大嶋智枝子，澤田東紫江，谷口多加枝，市川伸子，鈴木法子，坂野真理子，佐藤美津子，加藤万里子，大崎恭子，三浦雅子，川口純子，
水野光枝，青木浩子，駒田宗親，谷口美也子，吉村円，竹内萬里子，牧野紀子，和田実，山田萌，浅井康二郎，新井澄枝，服部美栄子，大島とも子，
日出山光子，平野みつ子，河野康子，高柳和己，池田紀子，森美智代，森みさお，森建，柴田史興，志賀泉，浜島松世，山村三枝子，堀鋒子，森田
興二，岡田豊規，岡田博子，岡田朋之，岡田高和，本庄洋子，丹羽恭子，大和田節子，小保勝闍，花井由美，片山三規子，磯邊正之，遠藤譲治，佐
藤厚子，熊澤國彦，加藤木静江，加藤木邦夫，浅野弘子，加藤珠恵，平手祥子，竹田美恵子，加藤木能文，前田英子，伊藤喜美子，荒井幸二郎，久
田順子，中野元子，東山勝子，杉本みち子，黒川ちづ子，青木邦子，前千鶴子，犬塚介允子，後藤栄美子，坂部泉，青山敬子，竹内禎造，池田康子，
林朋美，中川恵子，森ひろ子，伊藤千恵子，闍橋かづみ，橘尚子，菅野厚親，新谷圭子，渡辺敦子，岩元孝子，飯田和子，山田千鶴子，花井昭三，
森文子，鐡田美恵子，森宏嗣，山田美江，岡本尚子，服部ミドリ，加納朝子，小野京子，北川定，豊崎悦子，木下直子，土井妙子，木村和子，笠井
数恵，北川定，大山順子，梅本光子，鈴木清子，鐡田道夫，金子静枝，梅田雄子，青木浩子，山口さき子，宮本臣，松岡礼子，三浦典子，伊藤恵以
子，岩村朝子，棚瀬修，江藤幸子，丸山和代，中野昌代，藤原春子，山本克子，中川郷子，島一江，松島とみ子，山田真由美，勝川すみ，井沢敦子，
中島節子，中村千賀子，福田國臣，西口愛子，日下孝江，倉田八重子，岩間節子，大橋聡子，山崎敏子，黒田吉孝，黒田周子，黒柳明美，藤沢幸代，
藤澤一志，永谷和仔，鐡田裕子，丹羽賢二，野口康彦，細川明夫，杉浦米子，大岡宗弘，大岡ひろみ，高木基廣，柴田 久江，柴田素子，渡部智恵
子，闍山千代子，飯田佳子，柴田康子，木村礼子，豊嶋典子，秋山直子，岩田友子，岩田昭彦，伊藤光子，江端のぶ子，赤羽君江，鬼頭美恵子，山
岡富子，下野栄子，石田香代子，青山好子，西代晃子

中井均，岩佐育代，岩佐均，星山三智子，藤枝健治，行方雅彦，大泉稔，吉澤久，鈴木広美，吉村一義，荻野るみ子，田中夏
苗，湊和徳，有竹しづ子，嶋崎あさの，阪八重子，矢田博司，浜野良市，阪本たづ子，梶浦徳平，尾崎育代，山田綾子，神田

かつ子，種生いつ子，井田百合子，吉田はるみ，稲本好子，太田隆男，三村眞知子，松井光枝，太田洋子，山田洋子，西川千鶴子，河野ノブ子，大
松三七子，下木憲子，大松康祐，下木要人，藤田かず子，田中美里，海住昭二，真柄典久，芝山町代，中野幸代，沖きみ，行本留美，宮田栄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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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玲子，牛場不二子，宮村克弘，宮村みほ，松浦幸子，采野武朗，中村安子，小辻初美，堅上みち子，芦田信夫，夏山雪子，大畑伊知郎，山上泰一，
杉浦登志子，三橋加代子，浜口浩，北本よね子，渡辺晃子，前川範子，Kazuko Aoyama，青山捷三，喜早生子，多田英三郎，中西克子，西山ヨシ，寺
田利美，西村富美子，長尾経子，溝田かよこ，溝田隆祥，岩本秀子，松井八重子，堀江みゆき，里田幸生，里田幸正，里田幸直，里田有子，辻篤子，
山本梅代，山本完二，赤倉朋之，野口富美子，西尾慶子，岡村みつか，吉岡妙子，中村千喜子，西井直美，南美代子，山本信子，山本さとみ，小林
淑子，桂民，東加枝子，南みさか，河村やよい，橋川美穂，西本ひとみ，藤澤真勝，中村さき代，西智子，幸田由見子，上野藤穂，栗原隆子，橋川
聰子，大江すが，西浜菊代，奥村安久，西和久，久保品子，平田悦子，西田貞子，名古ひさみ，山本純恵，西真弓，田中忠，古谷やよい，古谷伊都
夫，古谷真美，萩原美知子，古谷善崇，大隅美和，伊藤まち子，奏圭子，角前富美，奥山宏子，安井弘美，鈴木一子，堤真理，松ヶ下真理子，松ヶ
下あゆみ，松ヶ下晴香，谷口陽子，杉原裕子，杉原俊雄，河西ふみ子，森敏子，覚田晶，近田菊江，西井純子，堀江留美子，田中紀子，中山れい子，
片岡千鶴，辻村芳子，松田慎子，河闢昌郎，石倉たか代，横山正子，楢原宏，岡本育夫，豊田あや，樋口佳世，前田喜治，伊藤治郎，桜井禎子，桜
井温信，山田多恵子，松本春幸，松本正子，坂善昭，横田京子，谷口佳子，瀬永奘稟，瀬永美和子，平岡孝之，尾登順子，小沢寿満子，平岡康代，
小澤智津枝，小沢良哉，徳井延子，鈴木修，鈴木友葉，鈴木良子，辻井まつ子，田中シゲ子，山野佐和子，山野敏郎，丸山延枝，丸山高弘，田中茂，
駒田敦，駒田好美，後藤志津子，駒田祐介，後藤一男，田中清，分部勝光，山口昭太，山口洋子，福山栄次，闍橋勇，橋本憲治，橋本隆司，橋本正
治，奥山覚，中村幸雄，上田昌司，小西昭美，橋本博恵，山中博樹，大原孝之，西昌紀，村上幸子，坂番万里，松浦幸子，篠原博子，小野寺岸子，
田中洋一，長谷祐児，長谷一男，長谷孝子，小林聖子，西脇敏夫，西脇雅子，西脇秀典，川上友子，西脇悟朗，藤岡千代子，山川真佐子，榊原薫，
和田怜子，岩本絹子，磯崎幸子，冨山輝代，朝日ミヤ子，玉木美代子，喜田捨男，喜田恭子，松田文吉，松田とも子，佐伯正克，三闢久恵，岩崎忍，
尾崎育代，中西憲一，麻生春美，田中夏苗，堀川淳代，前田幸世，天野茂雄，橋村ヒサ枝，松井孝三，出屋敷多恵子，青木さつき，村島敦，中村信
夫，松崎豊子，浜口久子，山本清子，水野幸子，竹林幸子，市野信子，小島信子，畑郁子，冨田愛子，小川久子，落合美智代，入江清美，柴田ひで
子，柴田茂樹，前川京子，森本さだ子，奥田カ子，大岩ヨシ子，島田博，杉田高行，杉田淑子，杉田律子，大山恵子，畑きよみ，谷口和也，中村昌
子，城茉莉子，乾八千代，成川英子，藤川幸子，藤田誠子，中西久代，中峯綾子，男鹿好子，藤田喜々子，小林君代，今井好子，坂井田サチ子，山
本義子，立道喜美子，篠木鈴子，藤田和美，伊藤久子，宇田川美津子，大野ちか子，別所静子，岡志づ，野田多嘉子，針尾典子，松本久美子，栗原
早苗，草川恵美子，北畠宏子，梶律子，有山尋子，堀桂子，真弓鈴子，小川幸子，羽田ふさ，羽田きみ，岡本三千代，加藤志津子，飯島たま子，飯
島昭朋，青山悦子，伊藤典子，中村和代，渥美厚子，中村えり代，神田紀子，新堂宮子，井谷幸子，池田公代，寺島節子，生駒芳子，清水ミドリ，
濱谷巳須代，斎藤美鈴，奥田啓子，横山寿美代，阿波扶美子，新田洋，村島一貴，村島一馬，村島富貴子，横山真理，川岸嘉代子，田端道代，田端
忠勝，上村典子，藤田一義，藤田幸代，安東敏子，村田涼子，藤倉あけみ，佐藤泰子，佐藤龍史，国分玲子，松本毅，松本静子，松本正，伊藤喜美
代，伊藤舞，伊藤龍男，安部悦子，安部修，榊原秀夫，皿屋好則，刀根美幸，刀根美穂，刀根芳美，藤川幸代，松井昌子，井村訓子，浦野公子，増
井須美子，森下順子，宮下みえ子，佐々木公子，八巻純子，長尾久子，中島建治，赤瀬川由美子，山口志津子，大今佐代子，闍嶋英子，里見典子，
闍原和子，大浦朱美，森岡幸子，四塚千恵子，児玉紀美代，岡田珠恵，馬場喜代美，新つや子，村島香里，土田敏子，小林郁子，米田純子，山本恭
子，内田倫子，浜荻明美，新原玉恵，榎本智子，卯野径子，田島美智子，中井伸子，井口美津子，中山良子，宮木良生，伊藤雅子，竜田早苗，上埜
啓子，堀木幹枝，小辻キン，川井弘美，堀口愛子，桜井弘，服部美代子，野田能子，舟橋明美，林久美子，中村孝子，宮川多美子，闍橋富子，加藤
恵子，上田真知子，野間麗子，澤澄子，上田すず子，田島滋子，中村芙貴子，伊豆たみ，上村恵子，伊藤喜代子，河原一美，井上久美子，奥村順子，
遠藤裕子，村上文代，関谷清子，間宮良雄，須田喜美子，東文子，大石弘子，闍木和夫，佐野頼子，加藤幸夫，仲野貴久子，岡田つが，中村陽子，
林香都子，西村しげ子，松原京子，粂井ハギ香，中川徳子，中村菊，羽根美代，菊川敦子，木場喜美子，伊東潤子，浜地多惠子，中村和巳，竹田若
春

高橋幸子，棚橋多恵子，本田鏡子，本田行雄，佐々木哲夫，川上国雄，加藤富慈子，藤田妙子，名畑永幸，名畑文子，森下五
十美，清水勝行，清水智美，村井栄，藤村蓉子，曽我夕子，歳藤直子，森藤有里子，渡辺美智代，藤田浩，野田尚子，佃八代

美，渡辺和枝，酒井栄，遠藤八代美，伊地田忠義，和田美枝子，吉田浩，吉田一太，古瀬ふさ江，熊崎はるみ，川出康子，長尾芳枝，伏屋豊子，伊
藤すみ枝，岩塚秀子，小門ますみ，加藤文子，川地恵子，岩田純江，樋口幸子，永田真由美，田中真知子，八木眞知子，影山やす子，藤森春夫，久
納智子，峯松治，野田百合子，小野木久美，松井瑛明，土岐栄子，森美代子，野口孝義，田中尚武，加藤英夫，加藤いさ子，今西洋子，五十川直靖，
五十川陽子，川合博子，渡辺明子，森洋子，新井律子，中川新，吉田稔，足立とみ子，棚橋一郎，棚橋妙美，闍山經子，栗田登志子，若山文子，藤
本加代子，堀部美佐子，辻光代，堀英美，愛敬廸子，谷口喜久子，神原義男，神原寿臣，神原重子，住秀子，広瀬幸雄，広瀬寿美江，木村不二，丹
羽照子，伊藤直美，加藤あけみ，近藤和子，渡辺弘子，山口禮子，小竹義之，安藤隆久，広井孝子，鈴木知子，広瀬則子，広瀬正二，広瀬正則，広
瀬悦夫，牛田としえ，三浦喜久子，伊藤千佳代，清水宏晏，清水宏子，石田美根子，名和啓子，苅谷里美，酒井亮爾，大塚善美，豊田幸子，広江君
子，大嶋路子，山口喜代，片桐幸子，鷲見正美，仲野美枝子，加森八郎，大嶋絹代，馬場理恵，日置悟，棚橋弘美，棚橋司，棚橋力，棚橋君子，川
口環，村田久美子，坂井田郁子，大場恵子，若原美佐江，大沢藍未，野原美鈴，不破正文，本田喜美枝，栗田勝俊，野原直樹，井深尚子，安田昇，
安田スミエ，亀之内昌武，堀田達朗，原源一，牧村光昭，畠山信，高田君代，高田慧次，高田英明，高田拓治，塚中さえ子，松井恵美子，林朋香，
藤芳勝子，大塚京子，梶田女理子，長屋光子，木村勝弘，山越節子，服部一枝，松尾孝和，田中長一郎，松岡ひさ子，打田敦，野村かほる，加藤裕
子，井上敏郎，山田秀子，三木田芳枝，山藤春美，東口真記子，山本洋子，田垣八代子，伊佐地公子，金井司郎，梅日百合子，亀山鈴子，後藤律子，
二村登美江，辻秋代，丹羽敏子，西村五月，服部勝子，闍井一美，小林好己，奥田美代子，海老原一郎，伊藤春雄，安達良紀，水野惣二，稲垣佳代
野，浅野孝子，野村昌子，亀山晃代，斎藤久美子，河合政治郎，鷹取勝，多田勝彦，川合道朗，松屋茂美，足立春子，大橋貴美子，宮腰あや子，杉
山正幸，加藤良子，加藤美那子，柴山律子，二宮恒夫，堀加代子，木田仁一郎，杉山秀子，田中佳代子，可児英子，長尾小津恵，大平晴美，湯口良
子，奥山恵理子，兼松恵子，岩崎恵子，野田勝美，加藤啓子，辻友子，岡田恒子，森下美津子，石原ゆり子，佐藤睦子，鐡田信子，闍橋みよ，丹羽
修，縄田孝治，河村徹也，藤井裕子，岡田雅子，長谷川伸子，足立政代，多田幸，河村保男，山本八重子，石井芳子，田嶋章代，井藤さとみ，久保
寺敏代，杉浦やす子，岩田明美，小石正兄，井上栄子，田内むつ子，井藤純子，川崎千佳子，塚原史朗，藤井裕子，大野豊子，稲葉佳子，服部美和
子，野松実千子，野松敏雄，河北俊彦，北村豊子，北村靖博，広沢定夫，横井純子，西田菱子，石川いわみ，青池啓代，本田希子，河崎信子，五島
きみゑ，志知信子，志知雄二，伊藤豊一，坂倉峯子，江後順子，森川昭夫，田口那津子，小西茂代，岡崎弥生，岡崎洋子，田中美佐子，今井幸江，
青木茂，滝てつ美，藤原弘子，家田和子，国文規子，八神ミヨコ，青木弘子，原千万，中島京子，杉野富子，中村直栄，大前美保子，与那城とき子，
新田眞智子，吉川和子，小林啓子，伊藤千代子，山田つた子，闍橋恵子，犬飼とき子，遠藤千春，角田信子，林ひろ子，織部千恵，萩尾真美子，田
中ミドリ，宗像貴美子，碇由子，近藤悦子，瀧瀬陽子，中野千枝子，TOMOKO INATOMI，浜野恵子，横山悦子，小椋裕子，桐谷英子，坂倉修爾，
加藤花於子，加藤英夫，高野一美，岡上良子，吉田妙子，塚田 ，渡辺豊子，柳瀬とよ子，三宅和彦，大野敬子，小城真名人，松原千恵，松原喜恵，
松原豊，杉山哲，水谷和郎，柳瀬勲，長瀬美和子，上田千寿子，伊佐地由美子，仙石則子，出村多恵，山田里美，小酒井あゆみ，三島文枝，野田淑
子，集山女里子，谷口祐子，仲政弘，柴山千恵子，神崎公博，谷口千鶴，今井里美，石原鍍岐夫，渡辺高子，柴田幸子，鷲見ヤスエ，森治子，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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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枝子，國江昇，奥村富士子，西東景子，三輪久子，西山八重子，船渡佐栄子，森三恵子，小澤ちなみ，松波美幸，吉田明美，大野和子，橋本輝子，
岩田清子，増田真理香，田中美代子，丹羽美保，安田啓子，間宮富美枝，小田嶋秀樹，加藤立子，沼田タエ子，中島武臣，堀部静子，岐阜県武術太
極拳連盟

森田カズエ，伊藤利恵，小内茂，鷲見真弓，堀池良子，浦谷繁子，椎名和子，藤田豊，加藤綾子，安食信代，小田柿浩，西岡
孝士，西岡いつ子，岸田勝一，藤田善朗，池野良弘，小川圭子，金子勉，可児咲子，森川正則，飯島ふみ子，山田敏雄，久米

淑子，中井純子，藤田明裕，林博司，大塚功三，田中孝直，金澤稔，山口美津子，西浜久平，西浜洋平，川添良恵，鐡田由美子，山口晴朗，菅井直
樹，中小路良介，河合次代，米田真澄，佐川敦子，吉田宏子，武田松吉，佐川哲也，三浦伸仁，田中美代子，川端祐二，小寺須美子，石本光子，田
中佳子，外海英子，北川はつ江，北川勝弘，北川富美子，酒井みよ子，岡田イソ，畑照代，石部タヅ子，中谷賀鶴子，勝又明代，井上幸代，都子い
と，大田裕子，林文代，徳田和子，塚本淳子，中村美佐子，中山弘子，磯野重次，川緑一夫，黒島美保子，下川純子，宮地裕子，三浦忍，近藤洋子，
中村寿子，廣瀬明義，村瀬了子，礒田千代子，正木貴子，辻町子，小西弘子，古田和子，藤本成子，沼田文子，辻岡則夫，平光光子，岸場弥千恵，
西中豊子，山口蝶子，岸場博子，井上兼子，辻佳子，藤田文江，松澤智子，川嶋美鈴，徐冬英，安食宏俊，徳本敏子，小久保清美，棚橋一夫，坂本
桂蔵，福島貞子，宮川展子，宇野幸子，土井妙子，吉井宏次，佐藤克己，嶋伸起，西川正造，西正昭，西由美子，佐藤全子，渡辺信江，西村初子，
吉田幸子，夏原淑江，北村澄子，初田茂，塩崎良治，藤堂信行，宮下佐重郎，佐伯克美，杉村順子，西沢敬治，川原靖子，宇野博之，井田有子，渡
辺辰二，山下治代，中橋明美，森冨久子，山田實，中村滝夫，大林洋子，番場光映子，日岡弘子，日岡豊彦，村上貞，井上節子，山本ヨシエ，林冨
子，田中康江，水谷とし子，富久田凉子，三好志げ子，山本佐知子，朝田千栄子，黒田良子，出戸和江，井上恵美子，山本すゑ，闍山チヅ子，小松
美和子，川勝恵子，奥山和子，角脇武子，野阪一枝，尾谷光代

松本綾子，舩川益子，島田静子，池谷宏，池谷倶子，北村重次，谷口三津夫，神山美千枝，寺沢優吉，闍田晃宏，水谷弘子，
友添玲子，丸中政男，中村弘子，那須英雄，岩間泰美，田中敬子，北村 穏子，岡田峰之，岩間保夫，阿部芳和，岩佐祐子，

大津成美，平出真理子，龍田洋子，渡部健一，渡部則子，宮城海，成瀬陽子，岩井佐喜江，大田順子，芦田トミ子，渡辺喜代子，北岡峰子，岡本規
美代，松宮夏子，今井茂野，寺島しづ，大江ひさの，藤井鈴子，塚本光子，門間清子，右京ミヨ子，武田シヅ，加賀田美代子，才木葉子，小西澄子，
川崎富美子，佐野淑子，覚前美智代，室町体振教室，和田弥生，五井野敏子，野口清美，村瀬千香子，小森純，小西育子，宇谷真寿美，富田蓉子，
亘泰子，後藤明子，森諒子，谷口昌栄，伊藤晃，伊藤啓子，藤井早苗，神谷昭三，大久保万智子，大久保庸直，渋谷征宏，金野恵美子，金野清，山
本治一，山本豊子，北村正巳，北村とき，田中昌男，小島里恵子，新海知子，井上康恵，松浦あぐり，木村洋子，土居盟子，上田照子，美藤紀代美，
川越清，大熊厚子，森君枝，飯田順子，成瀬朋子，成瀬たね，成瀬日出夫，山本ふみ代，北條和子，柴田静子，柴田小夜子，山懸左記子，佐藤末子，
米山絹代，星山貞子，井川純子，乘松芳子，西川悦子，今村由起子，内藤始子，松村君代，西本美子，野々垣香津美，西田ちゑ子，闍瀬千賀子，藤
本節子，高田治三，堀内華恵，樋口義子，佐伯正吾，中井佳子，山下やよい，森下美智子，岸畑利幸，中村きみ子，堀江三千世，喜内弘子，井出雅
子，木宮まさ江，鳥居嶺子，河中田津子，上田明子，辻行子，奥村友希子，村田信子，松岡功樹，西村さち子，山崎文子，北岡幸子，角田和夫，大
屋奈津子，松村日出野，市川敦子，小山照子，石野輝子，嶌田紘一，城宝三郎，林富左雄，林曜子，伊藤和子，松田とよ子，前田民子，石井和子，
駒崎美智子，佐伯宣明，土手糸子，小谷美代子，丹羽正之，丹羽栄一，丹羽冨士子，田中みや子，荒木豊美，舩川益子，小倉百合子，小倉純，長谷
川真智子，熊崎民子，森本節子，井上光世，佐藤重美，森山伊津子，林幸子，鍋島 子，竹治冨久美，上山怜子，中野早知子，工藤典子，天野わか
子，田中善一，川南京子，奥田義人，高橋葉子，風早美加子，服部章代，増永冨美子，伊藤津也子，岸本佐知江，杉本三千代，一瀬秀子，山添昭子，
福井敏子，永尾千代，味田清子，福井芳子，新川亢惟，吉川徹，吉川一子，樋口隆治，樋口令子，大町万里子，谷村淳子，小野木啓こ，兵頭喜和子，
田中久代，中野美江子，和所初子，谷野実千代，今西美也子，岩田恵子，續木裕子，久保久美枝，下林直弘，野田紀美子，山元テツ子，長谷川尚三，
諏訪まり子，諏訪悦子，小川篤子，鐡永久美子，筈井ひろ江，木村久子，中江としえ，佐々木行子，玉田登美子，岡本百合子，菊池以満子，常磐井
禮子，今村幸子，山田幸子，河合美佐子，本多光栄，小林定子，桑野美千代，宮野紀代，村田紀子，福本美智子，三木ふさゑ，永井一江，國友和子，
那須和子，水口ナカ，柴田やす子，藤田敦子，尾崎千代子，柴田いと，古谷久恵，谷川睦恵，山田完子，山田八郎，孝治幸子，永田喜美子，大橋一
夫，中島節子，萬田恵美子，佐々木美和子，池森正子，菊池照子，木村澄子，八木多美，小泉ゆみ子，谷沢茂雄，塩田貞子，森田憙美倖，闍橋鈴子，
畑千代，畑敏予，井上雅滋，藤井由美子，福岡京子，自波瀬千代見，平田起代子，神闢美代子，下野教子，松井悦子，笠丸千代子，山口辰子，安田
道子，安田隆茂，日本気功体操協会，小川篤子，勝温子，北山久美子，黒田広子，三浦初美，岩本英子，石塚ゆう子，戸塚恵子，古西一美，和泉良
子，西田真弓，坂田妙子，梅津初穂，山村範子，酒造レイ子，松本美津代，川端かず子，前田典子，北口京子，北川愛子，西沢重及，柳山善生，宮
本洋子，丸岡敦子，荒木千代子，西田悦子，伊藤千津子，梶川多恵子，西脇ちづ子，山本万貴子，宮島房子，吉田隆，岡村啓実，武田妙子，中村博
美，磯田意和子，木村和子，西田祥子，大野佳子，服部裕子，赤松都子，北川洋子，尾闢迪子，山岡春江，中野寿子，谷野闍子，米澤末，谷啓治，
中川洋子，越村文子，新橋光子，村井昌子，西本清，磯本悦子，大枝稔，川口ひろみ，丹後太極拳教会，小池正子，河嶋裕子，堀正代，田中淑雄，
太田昭治郎，太田和子，中本眞智子，中村美知子，小槻晴美，池田勝義，池田初枝，西川茂樹，伊藤トキ，田中スミエ，田中せつ子，田中よし子，
西尾紀子，橋本明子，中川昌由，伊藤則二，鈴木圭作，加藤尚子，椹木知佳子，椹木尚崇，椹木雅代，岩城迪子，井上三好，小池由佳子，海老ヶ瀬
順子，波多野妙子，立川知，闍橋雅彦，秋田幸三，渡辺つたえ，四方純子，小島七重，小島永芳，稲葉理恵，吉村義夫，松田佳子，小島直子，竹中
那珂，黒川みどり，赤坂千津，吉村正美，堺紀恵子，堺健，亀田紀代美，赤松洋子，赤松映明，森井允子，闍橋美代子，芦田玲子，芦田友秀，野瀬
八重子，西村佳子，駒井恵子，和田幸子，関口牧子，仙臺悦子，山本多寿子，中村雅美，中島ふみ子，前田真由美，上坂勝江，松田清司，南橋和子，
岸宣勝，渡辺美子，長沢峯子，佐々木晴美，入矢保子，小林浩之，林泰隆，石川玲子，薄井さき代，石澤道子，冨永洋子，香川幸子，橋本正子，石
澤道子，久保田茂雄，林修，塩貝久雄，山海隆子，豊田いつ子，豊田隆寛，五十嵐照美，唐橋陽子，斉藤英美子，石田洋子，太田健二郎，太田ゆう
子，杉本玲子，桑原邦夫，藤原千恵子，大脇桂子，平山佳英子，山本恵子，澤田恵美子，飯塚正彦，飯塚君栄，森口久子，闍月進，力武義信，力武
ミサ子，奥村千恵子，嶋岡みさ代，杉本玲子，小西三千子，田水照子，木戸口花子，松田信子，久保美智子，脇野京子，田村操，寺島喜久子，下野
豊子，田端千恵子，新井剛，苗村俊朗，松尾擴子，木村静江，河野登美子，井上誉子，原喜美子，小西三喜子，北澤史子，関野 司，岩成正義，岩
藤誠，岩藤緑，三田礼子，山崎清子，杉本英夫，北村正一，大久保ミサ子，有本肇，森永美知子，久我節子，太田幾子，浅田英治，石田日出子，山
田路子，小北文恵，三輪弘子，山本富子，井村春江，大空澄子，大藤久枝，中沢淳三，絹健二，寺久保和子，中路政美，北山眞裕美，廣瀬万貴子，
森順子，佐藤俊子，浦上彦，浦上初子，サタデー衣笠，澤原恵子，引原裕子，澤原繁雄，西新治，山田栄子，森脇義照，東山美恵，稲田知津子，山
雄隆，川畑豊，森川實治子，馬場良子，辻本清子，安田洋子，小西信三，井上須美子，井上庄治郎，西川泰司，松岡照子，佐谷順子，阮雲星，高 ，
橋本康雄，下野教子，日下部英子，山田喜嗣，川口悦子，三並悦子，高畠八重子，近藤正夫，田中瑩子，大熊佐知子，舞鶴美智子，服部玲子，芦田
匡平，附田久子，堀部英子，上田百合子，伊東敬子，川西淳子

闍橋政美，浅海和，安野嘉記，景山晴美，安平能子，執行節子，棚橋真由美，丹井涼太郎，古賀誉，大西浩二，馬西清史，橋
本直樹，永野則彦，菊池光友希，大倉洋教，中道由美子，山下成二，闍橋孝男，闍橋君江，川島秀明，吉井弘次，藤本市郎，

2002. 11. 15 発行 増刊 武 術 太 極 拳 （第3種郵便物認可）No.156

― 26―

【京都府連盟】

【大阪府連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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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井千鶴子，加来初子，片山美智子，瀬戸房子，津村満寿子，西村敬子，五十嵐加代子，宮地久美子，吉田絹子，有貞貞子，斉藤妙子，小泉和子，
河野正彦，榎本展弥，中野津加子，古賀冊子，村上賢二，柏木卯一郎，川崎俊男，深井守子，白井邦代，木内茂，伊田巧，闍谷秀夫，小林秀男，藤
原雅代，中村和子，辰巳晶美，庄司和江，和田貞子，西海明代，新谷初穂，大野捷代，平井昌子，野方政男，鴨田光子，小田真由美，ODA Sakurako，
西崎洋子，嘉久貴也，高橋美代子，森本政子，西邦江，堀内喜代子，伊藤八知代，長谷川栄子，山中裕子，甫杭純子，杉谷文江，和田千鶴子，前田
和子，中野宰子，田中美佐子，里見しげる，喜多茂博，嶋田幸二，関良一，松本安子，上田澄子，村田真砂子，住石寿美恵，森直人，森雅史，中安
武子，真辺尤子，嶋啓，板野賢市，徳田恵美子，洲河洋子，松山三郎，春木和枝，馬渕博子，野澤浩子，谷内輝子，加藤民子，山本光子，田保三輪
子，杉山公男，藤原貞子，田辺宣子，袴田久美子，真鍋暁子，金本大善，細田幸枝，瓦谷恵，竹村郁子，古澤芳太郎，玉木一夫，有田八郎，岸田国
芳，小澤寿子，大東美都恵，秋田悦子，小口順吉，岡村幸子，山中恒和，北村セツ子，徳山幸子，河田博次，三方由子，枚方太極拳同好会，劉澄子，
闍橋淑子，平田あけみ，小川洋子，宮本良子，形山悦子，古田邦子，山田順子，植松真知代，藤野壽子，福田正子，川崎純子，土井洋子，和田直子，
小泉則子，原田景子，田村寿美子，一ノ瀬節代，西田彩子，興松啓子，川原一子，三木節子，西岡征次，中村佳威，阿比留道子，佐俣直子，荒川一
郎，大林温美，中村雅昭，八田洋子，和田知恵子，松尾美弥子，野田美恵子，西山すみ子，北山フミ子，井原規夫，赤坂谷なぎさ，鈴木恭子，井原
由紀枝，赤坂谷正之，鈴木和生，大木法子，大木敦夫，田中英子，長岡千代子，横山公美，天野芳子，松江靖朝，下長満子，西岡啓，森章子，善野
令子，小澤スミ，後藤雅子，三田典子，山本文子，大塚美智香，山本康子，玉瀬洋子，由井和代，右衛門佐博子，津井啓子，土中一美，藤原清江，
松村久美子，福井照子，久井ミサヲ，山下照美，河村ユミ子，堺田美和子，田中冨士子，浜田長次郎，鹿児島つね子，片山亘子，松本明美，林久美
子，与世田博之，佐々木安子，橘静代，福田美袮子，岸本さゆり，劉勝美，有村直美，橋本浩三，山田勝，山田信子，植田修，中尾次男，土屋溢子，
増澤敬子，小藤八郎，寺田篤弘，闍木俊明，西岡優則，番所護，中井昭代，鄒力，浅野清子，宮野久子，堀野キミヨ，村上譲，奥村節子，石川敬子，
岩田溥子，太田黒喜美代，西田英子，吉武喜代子，樫原いすず，藤光美芳，岡添順代，高橋輝男，曽我部篤爾，小西恵子，安田美智代，東野眞紀子，
勝部利子，佐藤義郎，松尾信子，野村正憲，笹川忠夫，上田愛子，蔭山正子，仲嶋栄春，北川幸雄，嶋村道子，三苫きく，増田榮弼，平田明美，原
田英幸，金森宣明，大成かをる，角野敬子，森内真由美，太田直美，佐藤陽彦，竹谷高康，谷康博，足立孝一，門脇敬治，吉岡和子，木田正宣，下
村昭子，小丸啓子，橋本久美子，金物谷早苗，片山弘，森脇章，馬場豊美，北浦正代，辻照恵，甚野益子，闍尾康広，奥真美子，木田みゆき，木田
正宣，川中恵，御厨庄司，吉川綾子，岡本和美，石野千恵子，大森英樹，宮地正，藤村利幸，西岡靖倫，下村昌美，湯川八千代，岩崎恵，岩崎隆，
中谷絹子，山東知子，山田龍二，村田昌子，東郷恵子，中村緋紗子，川村周子，右田安子，森雅代，池田由梨，奥真美子，中谷敏彦，京川吉正，京
川美智枝，酒井康江，大江美和子，千嶋隆一郎，大黒満子，宮林亨，稲山正廣，神田栄治，山中佐恵子，若林常子，前川芳子，河野正子，森西仁，
福本律子，山中佐恵子，白山克子，奥田栄子，白山雅子，溝畑洋子，川崎菜美，稲山美代子，三内徳子，森包子，谷泰子，大工千織，小出順子，森
田文恵，寺口明美，田中正子，井上タカ子，飯太代子，山本悦子，西川八重子，東輝子，美馬美奈子，岡墻弘子，真鍋保子，花岡勉，井上さと子，
青崎裕美，魚谷泰之，西海秀卓，七津角さくら，闍浦猛，丹井均，和田靖弘，丹井宏，松原太極拳教会，宇根本昌子，細川美佐子，本川黎子，中原
時，闍田福子，古川加代子，藤岡久美子，薮津多子，森田緑，森田茂，松嶋富枝，坪井美代子，原田冨美子，平井明美，福原和子，寒川純子，佐藤
ひな子，金尾喜和，板羽照子，板羽省三，松下美智子，米田昌子，奥田慶子，森裕子，小山一恵，濱崎寿江，加藤恒子，阿瀬川喜美，池上初江，仲
島勝美，杉森進，角瀬安子，北村 子，宮本千恵子，粟辻順子，久保幸枝，来海ふみ子，樋口茖子，戸井美津子，芝嗣きく枝，宮本かね子，陣川ま
さ子，飯島春子，山田忠史，石田美根子，千住勉，千住タミ子，山本アケ子，澤本薫，山口禮子，岩井勝夫，相良宗城，石川辰興，菊野美枝子，川
端イツ子，塩見次子，森瀬和信，尾辻幸男，谷岡文香，石田節子，小川ヒロ子，村田香代子，川畑マサ，小原シズ子，小原利雄，斎藤聖子，小松勝，
古川敦子，古川順子，小田八重子，石田良子，古川雄一，永田哲也，久保田竜一，永山栄子，于雲龍，西川資二，樋口淑子，松下治子，闍橋悌二，
闍橋笑美子，木村尚義，スレート・京子，木村清，木村茂子，村山文子，村上義和，小野正子，久次米幸子，角岡正弘，寿富子，寿八郎，土町六代，
平石幸枝，後藤登紀子，吉田ツタ子，岡部桂子，岡内ヨリ子，春山朝子，西瀬やよい，藤美紗子，西村咲子，坂郁子，川崎和子，牧野豊子，山内富
子，久保恒美，豊田アサエ，大島谷末，大島谷正好，大島谷春子，荒木百合子，荒木隆之，荒木奈美，荒木実，野村匡則，野村祥子，大澤文美，大
島谷真記子，大島谷一雄，大島谷雅美，荒木久美，荒木英一，高木清子，高木健之，稲田世津子，今井玲子，今井玲子，小林幸子，川村秀子，川村
秀子，金原愛子，木村はるみ，千種加知恵，千種加知恵，青山久子，西村美津子，加藤照美，稲田世津子， 多洋子，村雲須美子，宮口敏子，桧美
代子，間野暁子， 明子，皆見治美，大倉麗子，山田佐代子，藤原珠実，藤澤光子，秋元正治，尾関章子，吉川洋子，田村清美，西田カヨ子，島崎
陸子，武澤孝江，井上孝子，林靖子，清水滋人，樋口蓉子，川崎裕子，原田峰子，南房子，釜田鉄子，有田優美子，加藤喜巳子，森口勝巳，小林ミ
ツ子，大塚博子，岡崎啓子，須恵真知子，芝原健二，寺元都美，荒木初枝，平野恵美子，中田るみ，中川さとみ，中川秀郎，木本絹子，浦上恒子，
石塚都，浦上恒子，大橋ツユ子，杉山とし子，門野信子，近ワカ，安藤哲子，大森栄，平田敦子，大椋維子，芝野敏子，西部光子，阪東よし子，卜
田美津枝，竹内昌代，柳川淑子，上野雅子，緒方泰子，花岡友理子，松原良子，岩井精一郎，成瀬俊昭，藤井克吉，藤井秀明，藤井竜子，藤井琳香，
藤井麻央，藤井舞紀，西山淑恵，西山純子，中山侑子，山崎肇子，細谷文子，保田紀代美，長谷川明美，山本美智子，中山貞子，龍本梨花子，浜上
順子，平田順子，北畑千晶，高橋正夫，山口陽一，坂口まつ子，仲田ミチ子，阿部昭二郎，宮澤和代，寺尾正三，安部尚子，砂川宏子，串田京子，
東口澄子，板野みよ，小林カヅ子，和田恵子，鶴澤喜代子，新井綾子，山口弘子，足達博子，元野理，横山輝子，松内勢津子，落部朗子，島本廣子，
島本茂晴，後藤伸子，初瀬川龍子，桶土井勝朗，涌土井久子，坂中藤造，松本正巳，尾上今枝，坂中 子，弘田婦美，弘田君恵，土井節子，斯波久
子，岡林律子，横山貞子，土井幸司，谷村寛，松田八千代，池田キヨ子，三宅フシ子，垣内宏子，上久保昌子，竹本好子，闍橋喜久子，進士サヨ子，
松居敬子，小川るみ，奥野治代，高原嬉美，長島三千代，上野夏子，新開美和子，伊藤信枝，大西八重子，山川エツ子，榎本敏江，高田千鶴子，橋
本満子，神野チカ子，新村素美子，長谷文化，忽那佳代子，新居道子，井川美智子，北川尚子，竹原和子，片山美穂子，岡田百合子，大谷貞子，大
野英子，芦屋宮川太極拳同好会，伊関義雄，伊関日美子，尾藤勇次，当山栄子，石井伊保子，大西美代子，福井八潮，今川充子，吉田修子，井上恵，
菱山和紀，右田豊茂，礒野昭子，米田智樹，大塚美智子，堀江幸子，堀江利和，中村晃教，宇山美智子，秋田光二，大丸ヒロエ，金丸光代，坂上玲
子，道井信次，土田喜八郎，与野本千賀代，小西美幸，前島幸子，中里ミチ，鳥山和子，津田敬子，川上文左エ門，小野川岸子，永田チドリ，原田
正代，辻マツ子，稲田權清，林隆子，犬塚敏史，石井キヌ子，中村浩史，闍島孝子，飛田千加子，内藤伊佐子，平山幸子，平林潤子，木下次子，早
崎真美，橋本幸子，吉武恒男，岩帛進，柳生幸子，寺井康雄，中村珠子，永田美保子，兼益三寿恵，小田中優子，藤波喜美子，小畑光枝，上野千恵
美，森本準子，佐々木真澄，近藤揮子，篠崎順子，山田裕子，松永紀子，佐藤由紀子，井藤恵子，柳田トヨノ，喜多晴子，金澤文子，佐久間恒子，
安野生子，田中寛子，早川キヨミ，草野喜代子，恵木未佐子，湯川勝美，坂本純夫，河井美知子，亀井勝子，久保知子，村川容子，内掘シズコ，青
木芙佐子，天上巖，東千勢子，竹村祐司，加藤玲子，蔵本真知子，小林泰子，小日向松子，薮内哲子，安田銀子，岡野清重，山田久子，森豊子，高
田孝代，岡本恵造，杉原順子，山脇真紀，家野純子，上田裕昭，川野みち子，村尾伸造，谷口敏代，阿波野由香，池田玉恵，渡邊修，浅田紘子，卜
部美保，橋本美智子，加藤美枝，田中信行，宇佐美秀子，瀬川和代，水落良範，村上恵子，相川榮徳，相川静代，池田恵，竹田圭子，村上よし子，
村上善一郎，木谷マチ子，金森麻由美，藤丸光市，菅野寿子，小田露子，西好枝，小西恵子，木村明毅，佐野春美，中島縁子，尾浦千恵子，中井美
枝子，北村恵伊子，山下ふみ子，加川仁美，大塚文恵，清水洋子，清水和子，前田澄江，谷くにゑ，虫明豊美，多田八重子，国島建子，トゥーリ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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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せつ子，荻野幸子，大竹千恵子，島崎恵通子，小野温子，松島泰子，大阪府武術太極拳連盟，大阪太極拳協会，馬渕光司，馬渕幸子，富田恭弘，
畑井弘，畑井敏子，坪谷徳治，坪谷里美，大石裕子，大石雅雄，佐藤恩子，杉浦有子，丸岡千明，西野義明，柴田和子，闍村恒一，露谷紀子，芝口
節夫，芝口信子，金田香代，西野一美，山際数枝，角岡淳子，角江香夜，松本稚佳，田中英一，八代一子，宗田久美，箕浦昌充，高田明，川崎雅雄，
川口了子，清水民子，清水滋人，間瀬喜代子，浜脇一夫，東口啓三，冨島在子，闍橋靖子，上藤清子，住野多恵子，鐡澤能子，山田善雄，山崎道雄，
安達悦子，池内淳子，崎山美浦，東光明，古木一夫，盛一まゆみ，松浦十喜，為山喜一郎，杉本道生，永江史朗，友兼満，石橋重子，池田滋芳，山
本慶泰，加藤俊子，丸尾尚代，小谷早苗，國領雅子，三木保子，中須賀允彦，佐藤雅子，柴田賢枝，出島啓二，出島幸子，北庄司正代，前田晃孝，
波元温子，向井佐吉子，松井直子，上野初美，御厨庄司，御厨真実子，米谷早智子，北野純子，北原節子，小丸啓子，坂上仁美，高木日出子，小林
章，杉田恵美，広田郁子，戸田和代子，池田利行，前田美保，中谷美幸，瀬戸口篤，石丸友江，村上澄子，中谷善彦，耿新華，クロシンスキー幸子，
稲田益子，中道清子，芦森慶子，荒井千鶴子，加藤満里子，河本久美子，大宮克之，吉井美千子，中井昭子，濱谷 ，村田シズエ，越智シズ子，神
田明夫，田中敏比右，濱田節，石留文子，柳本美恵子，山名ハルエ，森田俊彦，山口能子，大林温美，辻歌子，下埜啓子，猿渡庸子，楠美子，水野
浩平，中谷ひろ子，中嶋悦子，土井千枝美，田中久子，大成ヒデ子，荒木安子，中山和子，清家としい，石川桂子，藤井しず子，田中和子，中山美
菜子，中山義久，三村宗次，三村益子，永田佳久，永田裕子，永田ちなみ，永田裕也，中山葉月，中山譲治，本庄敏男，上田和香子，岩瀬マキ子，
北畠美也子，田崎綾子，金崎千恵子，寺田久子，小島絹子，篠原喜久子，舩本順子，吉田香未，宝来百合子，芦田美喜子，西川橘子，大木由紀子，
森山美代子，福本克子，本庄里子，明智博子，本庄綾子，加茂隆宏，井坂勝子，南佳苗，南敦子，南忠夫，木村礼子，川合房子，小八重恵子，伊藤
洋子，平井サカエ，川崎しげ子，小西英男，森岡冨佐子，山岡絹子，中井嘉子，瀧原千鶴子，佐野茂恵，平昌子，渡辺律子，米田タカネ，木地一栄，
斉藤美恵子，原登代袮，梅原久枝，仲西秋子，大西保，池永博子，吉住嘉高，不死原芳子，乾由美，東雲順子，佐藤真樹，中西健，武田好美，炭谷
玲子，柴田美紀，須田俊子，崎尾明美，楠田裕子，松村美佐，植村和美，中村美恵子，竹田真理子，吉川昌華，正木靖子，渡辺武，山下ひとみ，栗
本邦江，関尾聖子，國村良三，上 芳子，服部芙美子，澤田秀雄，神山邦子，米山米子，渡辺静子，武田典之，武田祥子，武田富彦，伊藤みどり，
平川朱美，岩井敏子，今井玲子，河村明子，岡本美知子，植野保子，植野寛，平川久子，林吉子，奥田眞利子，奥田利彦，鵜野元彦，寺西幸子，小
畑房子，谷岡義昭，谷岡とし子，森川やよい，下西幸顧，下西幸次，下西靖男，青山マユミ，佐竹喜久子，岩谷明子，笠中きよ，足立加代子，水田
恵美子，高田恭子，寺倉貴子，闍畠孝子，真柴佳子，中井徳美，西敏美，竹口節子，南直美，谷佳通子，守本貴久子，前田佐智子，武田瑠美，瓦葺
時子，中尾みどり，大熊貞子，山内幸子，二宮武術学院，岸文章，中西かおり，山本由華，野口美代子，矢倉多鶴子，中野朱美，折坂明子，岸本紀
代子，平田千代子，伊藤光男，伊藤恵美子，吉田達男，森脇章，寺田美恵子，石崎享彦，粉河秀雄，粉河道子，本田ヤス子，市来崎貴美子，松本守，
闍島千恵子，辻本富美子，亀井ヤス子，永井徳子，鎌土節子，石井毬子，八代一子，竹岡文子，山際数枝，徐桂英，小鍛治雄皓，泉孝子，越野親子，
上井圭子，喜多加代子，亀井伽奈，浦口紀子，黒川英子，川端眞千子，中村定子，萬保子，金津誠子，藤立照子，岡田奈美子，池原道子，中川和子，
三井久美子，馬場靖枝，加藤郁子，栗楢小夜子，前田紀子，杉中敦子，横山久仁恵，波部慶信，波部美江子，下則己，多賀澄子，板野敦子，越智晴
代，中西昌枝，長瀬千代子，中東妙子，浅田俊子，福田洋子，柴野光子，須川篤子，松村美子，栗田登美子，藤丸弓子，藤田瑤子，木下公子，大野
淳子，藤川清美，前田清子，福田公仁子，中谷康代，児玉徹郎，藤井てい子，兼子總子，高橋寛治，児玉幸子，石澤哲，石澤百世，岩中明子，西依
ノブ子，西依芳子，西依和男，本田祥子，小西恭子，近藤佳苗，荒川徳子，貝哲正，吉崎賀世，高橋和子，野間恵子，豊岡能婦子，宮本克，森岡恵
智子，藤田あい子，船戸秀夫，中村清子，淡路福男，市川設代，本田明代，主原チエ子，斎木偕子，田中芳子，角永敏子，大西笑子，石川多紀子，
闍木勝子，池田明美，米谷みつ子，畠山新一，小谷芳辰，田儀光子，小川フジ子，小川徹生，草川カヨ子，見立久美子，細川重男，三浦幸子，三浦
英昭，加治佐ヨチ子，野方冨美子，岡玲子，井野早雄，松田貞子，亀井綾子，竹内勲，竹内登美子，南野正夫，薦田肇，武本信子，中島貞子，松本
牧子，豊嶋純子，真鍋小夜子，浜田利子，闍井美智子，笠中佐和子，滝静子，石本慶子，山本俊子，橋本祥子，大島一起，岡原邑栄，谷垣美佐子，
中川豊子，林末，村上悦子，永下久美，松井はるゑ，手塚邦子，織田妙子，竹中澄子，今井幸代，盛安宏成，永井ちえ子，角村和子，道古節子，山
口輝士，文元洪起，永岡 三，塩津美津子，又井昭子，中村公子，河合美代子，鴨田ユカリ，塩谷たつえ，橋本美代子，金子京子，緒方三千代，川
俣緑，川俣雅治，川俣有加，川俣小春，木本凱夫，木本渺夫，木本雅夫，木本晴夫，木本美智子，遠藤吉子，酒井幸子，中津幸子，杉原千津子，西
尾禎子，谷井伸子，闍橋章，坂本登志子，下川幸子，川俣容子，松本太郎，内田恵子，廣田晶子，阪田あや子，闍田芳幸，田中実，鈴木滋，長谷勝
紀，菅村繁，沢志安隆，青木いく子，天津晋，横田澄江，秋元良二，富松智子，宮本春美，西岡三和子，山上昌美，山上清子，神原隆，和田裕子，
中村薫，浅井由香里，伊佐秀子，古賀雅子，柏原利子，赤川まさ子，福本鎮夫，橋本智子，西村泰，西村計子，西村晴吉，森日菜子，西村欣子，西
村宣記，西村美歌子，中島健二，中島佳子，吉形良夫，吉形正子，吉形美智子，吉形慎太郎，吉形美代子，竹下羊子，庄盛直美，吉成智圭子，岡崎
敦子，森麻唯子，森健治，柴田勝弘，小林弘利，梶川恵子，梶川弘幸，吉田和子，岩崎匡之，清水光子，谷口純子，中山勝江，井波由美子，寺島万
紀子，三原喜世松，加藤まゆみ，加藤光子，塚谷恵子，篠田佐和子，長川美恵子，斎藤昌子，小川七重，中村拓美，河上明美，谷本ナミ，山岸眞理
子，金田和子，柏原千愛子，岡本朝子，横田昭一，小川公子，武田ミツ子，菅川富久江，霜田久子，金子晴美，森高徹雄，宇都宮光子，中村一，伊
藤郁子，鉢呂周子，丹羽真理子，田中聡，田中庄治，田中利子，福本マサエ，塩谷みち代，藤原敦子，田中正子，井上礼子，川畑義子，石原弘美，
小島賢子，一谷基代子，荒井脩二，安井智恵美，南山恵子，山田悦子，児島千代子，軽部貞代，内田光代，菊吉純子，田辺和子，秋田照夫，伊藤千
加子，岩田潤子，坂本松代，吉田美代子，福本三四子，須川トミ子，闍橋輝男，闍橋重子，山路ミチ子，尾崎豊子，山本徳江，井上イセ子，幸谷真
子，斉藤元子，佐藤勇，北村善隆，北村トミ子，増井正典，増井さえ子，藤原節子，中川裕聖子，中野文代，立花美鈴，松井寛子，上辻久美子，中
村敦子，清水眞理子，三宅さえ子，浅岡よし子，新村克子，谷崎幸代，増本登志子，小出恵子，竹本一江，藤原隆，石井正代，井上晴美，前川計代，
辻民恵，平野利治，三尾野由美子，篠崎信子，平野雅代，山口伸子，國富泰子，福島睦能，福島まつゑ，川口陽子，西岡一郎，森村ちづ，闍見欣一，
有田陽子，マーカス　ウィリアム，マーカス真帆，小山幹枝，福島美瑳子，梅田恵子，大園美香，大園保子，小林さや子，合田友太郎，池田富子，
田中慶子，本木和世，片岡信子，杉本美幸，井上芳子，松川峯子，乾あさ子，松浦敏代，石田清美，坂本和子，三宗節子，片岡佳子，飯島昭子，木
下武津美，川崎千佐子，石川美千代，酒瀬川昌子，西川藤枝，原史臣，原千紘，原祐介，原節子，林英子，林洋之，林今日子，谷野重夫，谷野晋一，
矢尾和子，谷野恵子，谷野晋一，鹿田宙男，大川喜久子，伊藤よし子，江口誠，小原利政，竹原孝一，増井和子，川阪富子，松田日佐子，中村富美
子，柴坂貴美子，大野多寿子，丹羽克己，栗原陽子，礒仁千枝子，斉藤昇三，峯ふみ，井手上常子，藤原忠美，日比野満子，笠井美代子，和田節子，
児嶋みさゑ，笠井淳子，宮本光治，神田みち子，松山八代恵，松尾和子，松田秀信，宮本幸子，黒木光江，生駒利子，小原幸子，片岡都伊子，木全
富子，浅野照子，竹岡和枝，谷村久子，松本好雄，森多恵子，永井美彌子，湯川敏江，田邊トシ子，遠山京子，佃静枝，中江幸子，中江卓馬，中江
養二，中枌義政，伊藤栄時郎，奥本十三，北本義光，至田正幸，冨山加代子，山本猛，横山信子，木下明生，竹田公子，堺末廣，大川敦子，内藤美
智子，渡智恵子，小倉恭子，赤木剛，小川琢磨，泉英二，梶谷弘子，梶本トシ子，竹中郁子，西村誠志，間中隆子，中尾次男，杉原笑子，藤岡忠雄，
西村美智子，藤岡政子，中江吉宏，清水磯治，徳野ユリ，中川雅夫，楠本久子，田中美子，藤岡茂雄，永田規子，吉田敦子，溝田美知子，西村澄子，
中村恵子，萬代良子，友岡操子，川端喜代子，吉條しぐれ，小島朋子，闍落博子，谷いづみ，吉川朝子，早川千代子，割出智恵子，藤野節子，妹尾
知夏，竹内千津子，西川彬，上杉溥子，有村幹也，島村和代，小迫理恵，浅井洋，赤尾剛志，谷本奈緒美，谷本政彦，山口啓子，山口聡一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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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子，田中宏幸，赤木則子，喜多和子，喜多昌之，大塚洋一，喜多猛夫，大塚恵子，森本茂子，仲宗根玉恵，宮城洋子，徳山幸子，竹ノ内真貴，渡
邊未来，渡邊恭子，山本恭次，松原智子，北スポーツ太極拳すずかけ同好会，山内幸子，北スポーツ太極拳つばめ同好会，加島陽子，高橋敬三，今
岡恵子，加島陽子，玉城光徳，平野隆夫，橋本通子，何井桂子，辰巳博子，闍橋昭二，竹内和代，西田幾子，岡島美津子，古鍛治元子，正村利子，
川村初美，秋吉満里子，松井治三郎，中岩清秀，志田典子，吉岡章司，小陣初美，秋田悦子，田中裕子，黒住まさよ，黒住俊明，佐川恵美子，堀井
貴司，井上正人，石原肇，小野美恵子，藤森政子，本永由美子，寺岡恵美子，宮嵜道代，松島昭，上杉義弘，内田裕子，兵頭啓子，田中由美，大塩
妙子，山口進，平木富子，南草利充，篠崎昭子，小田真澄，宮本典子，友田幸子，式部敏子，仲田恵子，田中葉子，東風美和子，平田トミ子，宮谷
知子，佐柳昌子，岡本愛子，山下久江，西尾美穂，桑田良子，藤井富哉，孫秀琴，安達弘子

高嶋繁明，岡村玉子，片桐三喜子，森芳昭，山本美智子，竹内実，竹内都姫子，益田信行，山本尚恵，山本恭久，山本欣生，
山本亜子，山本一成，松田春子，竹本雅美，上野秀子，樋口満榮，井上真智子，正井喜美子，宮本輝子，石橋ミドリ，山本英

子，山本道子，全本淑子，全本圭一郎，全本淑子，全本圭一郎，全本倫章，村田敏信，三輪隆子，三輪学，新在家泰子，大野幸子，大野秀子，長谷
川直子，山本文子，松下徹，鳥居正之，小倉洋二，東郷脩郎，上杉勝弥，安井俊彦，安井水知子，松田芳江，青山輝子，森本周子，福本恵子，藤原
綏子，中村光郎，駒田大三，中野博子，藤原一富，中山久子，神崎茂久，赤鹿幾子，寺田聡，赤鹿進，中山ひとみ，大西君子，大鹿瑞穂，飯田洋子，
酒見八重子，酒見直俊，高島みか，片山美智代，平山稔，英賀しげ子，福井恵，内藤みふき，加島実千代，山根惠美子，山根昭一郎，福永知子，藤
原延子，藤原裕，甲田杏子，小畴絢子，田住弘子，浅見笑子，田村津也江，伊藤静男，本間康介，横山良子，建石道男，島村美禰子，山崎重春，谷
口悦子，山崎トシ子，安藤初江，松本真木，松浦典子，萩原知子，中島ハツ子，間坂保子，亀尾絹代，中島ハツ子，中島義隆，中津能倫子，三木美
和，萩原きみ子，萩原隆幸，萩原志津子，島村武，島村忠利，辻竹子，宮川喜美子，新中ゆき子，志賀恭子，菅了子，西谷孝幸，山本エリ，佐野た
つ子，橋本泰子，石橋美栄子，播磨英智子，岸美津子，藤村純子，池田紀年，池田洋子，山田てる子，加古真朗，加古奈津子，阿部茂樹，芝原ちえ
子，重永サチ子，阿部とし子，木本智恵，池田充子，芝原隆一，近藤昌子，林留衣子，平野豊子，石井清恵，高村加代子，木阪咲子，荒井良一，坂
藤須栄子，堀本浩子，阿江弘子，中野英子，才木節子，才木美佐，才木種文，三木千代美，中嶋あや子，本田絹子，真浦田鶴子，細川伸治，寺田幸
子，織田武，神部昌代，松原幸子，中西睦男，長田大次郎，矢野博稔，安田尊子，松岡文江，薬内輝代，柿本美佐子，山中和子，多田愛，大久保智
子，下宮京子，東三代子，渡瀬冊恵，篠本義子，岩佐康江，池澤敦子，建部富子，鎌倉依子，山下久美子，山本千鶴子，志磨村龍亮，大森光子，副
島博子，山本信子，福田秀樹，生駒英子，生駒憲二，檀上久子，土井ますみ，中川進三郎，清水卓雄，春名勇，山本由佳，開一博，大和秀雄，松井
竹志，栗岡ゑつ子，武田恵子，今井小夜子，寺本純子，松尾 一，笠置りか，栗山文子，池本のり子，平松暎子，大東靖子，齋藤典子，闍山富城子，
比村義子，橋本清枝，大谷千史，真木美佐子，武本美智子，寺澤篤，奥出博子，秋伸子，山本裕嗣，闍橋美代子，増田利朗，元津令子，絹笠清二，
中川喜美子，黒田町子，佐藤武男，飛戸好江，水谷俊子，山田智佐子，西海佳子，近藤操，松田嚴夫，市山友子，山口和子，黒澤弘，手嶋光孝，間
瀬つや子，谷本晴，柏木敬子，鈴木伸子，千田清，千田美智子，山田寛，芋田豊子，登川彰子，辰巳典子，尾崎紘子，尾崎和子，増井美重子，高崎
芳徳，後藤エツ子，岡村幾代，川本容子，上中好子，増田美智子，鳫金てい子，闍岡章子，日闍芳子，金本桂子，岩本昌子，田中泰子，村山ふさ，
小林淳子，堀英男，後藤延次，吉田恵美子，澤井敬子，福西亮子，村上純子，梅本文江，河端貴代子，三浦郁子，石田祥子，萩原美枝子，今野三津
子，沢村洋子，安藤黎子，平野泰一郎，小野律，前田紀子，柴田忍，大津豊子，久保千津子，久保隆，藤林正樹，冨永朝子，冨永道子，前川政巳，
岸本佳代子，闍橋佐代子，森本千代子，北田弘子，林瑛培，細川達雄，大間玖美子，米田雅子，橘けい子，金丸玲子，大澤昭予，畑中彩矢子，川口
隆司，村井和代，杉原理恵，浦岡厚子，原田恵市，田中裕子，島田芳枝，原田満喜子，船越るり，嵯峨山照子，山口逸也，松本好子，中村敏子，種
野実，立花正子，松田員子，飯田久子，農座信子，岡本純子，松本雅永，長谷多喜子，浅倉克保，浅倉節子，七条由貴子，谷口昭三，谷口康子，岸
中静代，平岩崇子，高橋真理子，酒井令子，林恵子，茂籠和子，両下昌三，西尾洋子，大西昭四郎，梅村新一郎，梅村きみ，角原美重子，竹之下功，
岡本佐知子，矢野尾豊明，山上三枝子，大津和子，佐川尚子，生藤年代，古本紀美子，三宅嘉旭，川西千栄，大島久美子，井本三江子，山口矩生，
山口政枝，山口貴弘，山口まり，小倉和恵，別所淳子，吉井定雄，廣田孝士，藤林勲，長谷川寿美子，坪内君子，坪内光重，西岡静江，西岡智子，
浅田妙子，田中紀子，谷口昭子，栗田真理子，土居悦子，山田富貴子，石井フヂ子，栗田チエ子，柘植喜代美，闍橋千代子，西岡美和子，中泉哲也，
吉井定雄，吉井育江，中井宏子，芦原令子，吉岡まり子，下田不二子，真鍋和子，大森苣子，林明美，大嶋香澄，竹馬京子，岡田麗子，秋葉欣宏，
南磯子，箕浦美砂代，古塚雄策，福本松代，三谷スエコ，矢野裕喜子，山本しくよ，吉田清実，安藤悦子，岡崎典昭，笠村三千雄，松井和子，寺垣
洋子，松下務，石原諄一，脇平奈津代，兼先悦子，闍森裕子，鮫島ミツヱ，榎本慶子，熊谷妙子，木村葉子，福間裕子，山田和美，浅田好美，闍橋
睦子，中橋恵美子，竹谷朱美，川口静枝，堀本喜代子，菅原光代，谷秀子，荒木弘子，竹本千衣子，西尾燿子，十河房子，中谷紀子，阿久津洋子，
川崎明子，梅本美智恵，横山朝子，片島千恵子，山口久美子，安達千代子，長尾美千代，増永節子，内田真砂，服部忠文，中村セツ，後川美津枝，
岸田裕未子，今原富美子，坂口君江，藤田ヤエ子，木村きよみ，山本光子，仲川隆男，井上えみ子，荒井雄市，森田和美，渡辺美智子，和住聿代，
山科惠美子，伊藤明美，渡辺町子，中道律子，中井州見子，前田三四子，橘俊子，藤田恵美子，坂口君江，木村美智子，河野幸子，岩崎一記，佐藤
静恵，鳥飼博，森岡順子，竹下公子，藤井丘，大鶴スミ子，福田伊三治，藤田一雄，岸靖子，植山捷子，北村弘子，三木美佐子，太田倫子，西川康
子，西川潤，石丸常美，荒井洋子，近藤幸子，英美恵子，林多嘉子，河田温枝，津村尚志，服部一政，西海信子，鐡田貢，宮永トキ子，大山忍，杉
野千恵子，中向井利尚，林田綾子，中島和子，岡本朋美，岡本輝夫，秋田文子，谷川公子，山本町子，佐田照美，竹村透，小笠原早苗，太田佳子，
松永泰子，稲垣元重，稲垣明子，潮見カツラ，菅原絹代，秋吉秀剛，岩本浩，藤林秀子，田中やちよ，辻本芳枝，山口コト，依内安弘，内村偕子，
興波トシ子，桜井眞佐子，木田ミサ，早田昭子，茶谷三千代，樽谷悦世，佐藤敏子，前田瑞子，三浦克子，中村裕子，奥野笑子，小林靖子，佐藤敏
子，山根基世，秋吉冨美子，渡辺せつ，渡辺尚子，岡松美智子，田中典子，山口恵子，東条正和，久松幸子，岸上紘子，大皿昇司，中川節子，千葉
真弓，十倉容子，中倉美代子，加納昌子，松山しづ子，中瀬京子，柏山八重子，荻野 男，南弘四郎，闍田崇正，平井年保，柏山満，上崎悦子，石
田美智子，柳井安代，是沢亨，是沢正男，山本栄子，梅木順子，福本綾子，石田和子，増田眞智子，大沢恵里子，田中和子，亀谷房子，勝田きぬ子，
原田千恵，武田艶子，須見君子，岩井和子，安井政雄，村岡千秋，新玉一枝，梶川道子，小出和子，中村久子，楠元タミ子，本城ツル，横山純子，
上田ふさ子，玉田千歳，田中昌子，森喜代美，林久美子，中川直子，澤田康子，興津治美，平崎陽子，谷口千恵子，山本南美江，土谷智子，闍橋節
子，荒井洋子，相江愛美，今枝小夜子，藤田ヤエ子，藤本三千世，濱田幸子，大久保幸子，朝川安代，田中和子，竹元照代，山田美智子，池野順子，
尾西美佐代，久下文子，井上郁子，谷美代子，岩佐鐡一，岩佐由理枝，起塚恵子，丸山霧子，野村辰男，野村良子，窪園陽子，文定男，平岡孝亮，
平岡多美子，広田修久，橋本秀子，橋本逸美，浜森清厳，久保浩一，風呂本宏男，風呂本尚子，杉山洋二，風呂本君威，風呂本和彦，風呂本法子，
広田千恵子，永倉苑子，風呂本富男，風呂本信子，冨永俊輔，神尾初枝，田渕和子，富永和代，濱田貴男，今村久美子，永松未知子，木内明子，粂
美千代，小川芳養見，宮下純一，澤田康廣，藤澤幸子，柏木芳子，藤本道美，河田温枝，犬伏由美子，井上能高，由水正雄，塚本幸子，島野俊子，
鈴木茂雄，中村セツ，青木綾子，倉橋史子，仲村ヨシエ，種田広子，橘章代，立和名和子，角野伊都子，松下芳子，大野凉子，坂本岑子，井崎三喜
子，三輪千鶴子，渡辺世志子，宮崎悦子，芝崎千枝子，五十嵐京子，清原マサミ，谷まさえ，長谷川あや，神谷藤子，北田幸子，石井知代，大西き
み子，中村玲子，谷中哲也，永井千恵子，神内貞子，服部克子，寅屋菊江，寅屋勝美，伊藤恵子，北川真由美，山根むつみ，後藤琴恵，山口美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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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原嘉代子，尾身保民，国安カヤコ，桝田昭子，塩見弘子，浜地圭，水田書子，車英男，向要詩子，谷尾広子，津川稔子，今本ヨシエ，江口和子，
井上久子，志賀向子，山中三千代，細川美智，久松辰子，橋本章江，下垣民代，多田弘子，山口建三，中原立子，岡稔，増田節子，乕瀬靖子，山田
緋紗佳，奥田多佳子，伊勢喜代子，北田庄三，北田保子，谷井みつ枝，浦下敦子，藤掛知恵子，荻野久，米倉貴美子，西美鈴，鬼頭淑子，詫間重子，
大山明美，松本醇一，中原万貴，堀井啓財，鮑啓雄，成田忠雄，國本眞世里，山本まさ子，蛭田昭一郎，有田洋子，多田和子，萩澤良子，末石良子，
山平勢津子，友原まり子，鮑章偉，吉岡義雄，宮崎弘子，小西てる子，橋本裕章，橋本典子，森谷秀史，森谷志加子，田中慎一郎，池本和恵，古川
英子，久保征子，船本敏幸，阪田秀子，堀野一子，伊藤照男，有方佳代子，中路弘子，長谷川美代子，香坂一男，藤井淑子，上村恭子，間宮節子，
伊吹俊一，伊吹厚子，松岡恵美子，宮島幸子，福井佐知子，松岡保，角田隆行，角田陽子，角田佳信，角田妙，角田淳，大橋かおり，大橋雅也，松
岡美佳，滑川育美，鈴木雅晴，原田昭子，中村勤，浅田恒夫，安堂喬，畑中澄江，桑田秀子，土谷喜英，小林フサコ，中村佳苗，金丸美智子，金丸
宏，為木清美，金丸淳一，北池英一，松岡香代子，永木久美子，中村和隆，中垣悦子，石田君代，原下忠男，藤原スミ子，松本光子，荒牧久美，浦
川盛司，大城戸順子，古谷美恵子，太田孝子，小野由美子，中村謙三，寺谷恵美子，西本久子，小坪克子，松下嘉津子，清原貴子，崎田世津子，九
河美起子，鈴木登喜子，細谷律子，須磨和子，後藤孝子，藤本恵子，村上敏展，上山恒子，西村仁代，藤村タケ子，馬原和美，三好ひとみ，麦田美
智子，六山悦子，岡部小夜子，久野由起子，竹内公子，山田康子，中川敦子，一瀬和子，佐藤律子，安達和美，吉田恵美子，中西タカ子，船見美佐
子，前野淳，前野瑛子，二宮早苗，井上敏子，中間美和子，三浦由紀恵，石原千恵，兵頭せつ子，浜口みさを，芳野洋子，鎌田美智子，正田美佐子，
福田あさ子，高橋冨美子，鐡森忠弘，山崎祐子，平井悟，渡辺真由美，中村雅子，林美智子，脇本和子，渡辺民江，小坂田朝子，藤田英臣，黒岩嘉
子，林京子，桧田公章，福井裕，田島健一，西崎節子，鐡田泰子，重信森里，谷垣フサ子，藤原登代子，西本文男，守永八千代，中原圭子，中嶋弘，
阪井幸代，喜多村完，前田千恵子，川村幸恵，佐々木百子，木山勇子，金田英子，滝本洋子，高澤孝司，樋口俊夫，安川花子，麓善之助，栗田恵津
子，寺井イチエ，近藤三郎，北治代，北茂行，前田綾，石田敬子，小泉雄次，和本かずえ，野瀬子 ，木村千佳代，谷口良市，福田孝則，福田容子，
上中茂義，小西由助，小西博子，村上明，浦岡堯子，遠藤文子，新田米子，小谷雅子，福永千代子，美ノ上禅葉，近藤和義，玉田ゆり子，立岡久美
子，尾崎博志，酒井佳子，宮地淳子，島谷俊子，石原徳子，久門俊夫，久門恭子，石原千沙子，太田周子，小林禮子，広田美智子，住谷和子，安澤
澄子，西田眞智子，福田いづみ，林英子，藤川和子，浜口孝子，池野修，及川隆太郎，荒田喜子，泉初子，八杉芳子，松本雅代，島本清子，大西由
子，山岡田鶴子，山本より子，川瀬由紀，石村明，上西寿治，秋山美津子，満石アヤ，江嶋きよ，川瀬昌子，入口厚子，入口忠照，入口泰尚，入口
多佳子，林義男，今津勝子，小嶋美代子，永井勝昭，佐藤真人，竹ノ内良子，西馬幸子，中川萬須子，北川益子，竹谷真弓，安森紀美江，坂村正信，
住妙子，住勝美，後藤田ナミ子，東邨弘子，十倉五十鈴，大畑和子，岡田恭子，前島ゆかり，林洋子，近藤公子，近藤忠男，小林佳恵，藤原幸，大
浜文子，松藤美代子，北口つや子，橋本圭子，北藤スミ子，松谷末子，安井鈴子，橋本富美子，長谷川生恵，大橋浩二，岡田住子，今田香都子，前
川睦美，大西栄子，梅田順子，小比賀満知子，河合範子，鐡岡裕生，長谷川律，碇金正弘，池田歌子，岡本政泰，藤原豊美，小林早智子，中野敏子，
土井初栄，池田るり子，小西政也，楠本美紀，闍坂陽太郎，闍坂喜代子，杉本恭子，上田えみ，植田君代，榎本紀美子，榎本つや子，米井三和子，
下津昌子，山本知子，杉本喜美子，瓜生淑子，小島和枝，安達美代子，池田和子，市川和子，岡田晴子，木村卓司，古谷房江，清水ハルエ，橘高菊
子，中井豊子，石丸常美，闍津輝代，橋本昌子，林千佐子，落合千代，太田垣久美子，陳澄枝，松野康代，佐伯圭一，多谷一江，宮本裕子，森本由
起子，新林一子，河田トシ子，川畑政吉，伊藤美知子，石井奈保子，小山久子，阿部由子，金城元宝，竹内正郎，桑田淳子，水田一枝，中野陽子，
鈴木孝，上り浜誠一，森田敏幸，森田茂美，NPO法人神戸太極拳協会，斎藤園美，高畑学，金本ゆり子，北川壽子，松浦功，岩本雅人，岩本麻弥，
西田光江，西田奈愛，近松セイ子，近松政則，政岡信彦，政岡有紀，三里優子，角中智子，田中カヨ子，薬師寺薫，渡部静，吉村忠重，庄治孝，庄
治奎子，田中昌幸，田中建子，西八重子，前田フミエ，前田亨，梶谷順子，梶谷隆史，小原多津子，西城明子，平野勝夫，橋尾彰子，平野正子，平
野康太郎，平野有子，川本裕美，平野和代，魚闢和子，呉麗幸，酒井郁子，林節子，青木圭子，辻道千鶴子，三宅千秋，藤村比奈子，橋山郁子，田
結莊綾子，直江静子，直江昌三郎，萩原史子，萩原克二，阿南七重，阿南有紀子，阿南將行，阿南宇子，阿南里佳子，荻野剛，荻野三恵，荻野ひろ
子，荻野三千男，小林道子，大段笑子，庄野紀子，鐡田慶三郎，宮城豊，宮前靖子，植田廣美，畑中克之，布施和子，長谷川初美，鈴木重夫，新川
鈴代，所伸子，朝飛津由子，辻昭平，大江香恵子，宮田路子，杉尾栄行，杉尾広美，杉尾悦子，宇野茂一，亀樋一豊，鶴谷勝治郎，藤丸桂子，宇本
恵子，丸尾秀子，船曵昌子，重松ユキ子，萩原克子，宇野栄子，田平伊佐美，三好恵美子，水谷敦子，小森節子，池田一久，上嶋輝美，住野英生，
滝野たか子，沢田公子，緩詰由紀子，荻野園恵，藤永啓子，元山郁江，黒田清伸，加納弓子，白井ちかな，牛田里子，Nobuko Uemura，藤川国昭，一
二三和恵，柳瀬喜美子，中田富子，藤川都紀子，浜西美恵子，石沢千鶴子，曽山一夫，河渕かをる，井上孝治，曽山洋子，石田睦子，畑啓一，村越
直子，坂本泰城，坂本みさを，土山アイエ，長谷川幸子，難波礼子，岸本純子，井上泰弘，田村昭明，井上正子，橘伸代，北野和夫，宮崎明子，鎌
田恵美子，石橋節子，塚原深，笹岡かをる，藤井比佐子，Kobayashi Masako，伊藤保夫，山田淳子，脇谷ゆかり，宮路美枝子，中西義夫，曲田理恵子，
中谷悦子，梅内美津子，榎屋澄子，大辻朋子，桑名操，橋場典子，久米逸子，加藤朋機，中西邦夫，長谷川武志，長谷川チズ子，長谷川博明，藤本
幸吉，藤本良子，山渕美江子，大村はつ子，栗山幸江，松浦美弥子，松岡二美子，羽鳥高子，角野勝美，西野シズ子，里吉トシ子，浅野信子，鉢田
一二三，村上広美，脇田加代子，長田勝定，長田ひろ子，松山基樹，松山敦子，松岡友江，坂本政子，水川博美，中村昌子，馬場愛美，池上賢二郎，
池田正則，宮本淑子，田中洋子，加納和子，闍島健一，藤井真理子，塩津ひさよ，笹本敬子，岡田夕起子，藤井秀樹，闍島一裕，中村敏郎，闍島伸
明，平尾利昭，松本淑子，松本加代，堀部節代，伊藤勝子，河津喜久，松本滋，青木渡，北村啓充，福井孝育，栄家吉朗，石田善裕，堀部道夫，西
村美代子，三木真由美，藤原佳代子，佐藤明子，平形喜代美，大久保陽子，中村多枝子，山田假津子，衣川美智子，出張安江，西本笑子，徳田愛子，
春木和子，池上美代子，濱中法子，檜皮シゲノ，佐藤良子，上野智恵子，武田友子，三原久子，鐡田ひとみ，松尾修一，松尾正子，小川みよ子，江
尻由子，河原田円三，河原田光央，河原田裕基，河原田孝子，圓尾発美，荒瀧千鶴，河原田宏司，出田美代子，山本美也子，寺脇景子，谷川幸子，
島田泰子，西田真由美，中村通子，日信たまき，佐藤重子，中川妙子，苫田弘子，原田たづ子，縄市子，長谷川光子，西圭子，柏原正子，桑田好子，
寺元美智子，土方あやの，鎌田珠子，浅田暁美，濱田婦美子，渡辺明美，平山由美，畑中鈴代，新間勝代，森谷多佳子，福井和美，吉田恵美子，小
畑芙美子，松下一恵，入江雅子，菅原美恵子，太田和美，川原かつみ，奥田良子，大塚ふみ代，小倉信子，阿部八重子，上岡正子，清水英子，清水
香代子，松本奈美代，湯原司，鍛治本克子，小林善昭，新谷邦子，小野久美子，脇潤子，飯田省三，平田紗有美，岩本貴子，岩本茂樹，軍外哲男，
林礼子，後藤康伺，軍外秋子，林昌之，梅木克己，梅木美恵子，梅木大地，佐伯夏子，土井早百合，造作健治，滝川照代，中垣たえ子，平川ユキ子，
源寿美子，鎌尾由紀子，山野アサノ，黒川勝子，松尾玲子，原初代，八幡真紀子，多田真佐子，綱島次夫，鍵谷君柄，管玉美，井本陽子，植原満喜，
砂川芳枝，木谷勝郎，福光知子，堀本恵美子，角谷ツタ子，小野作枝，浜田宏子，宮田啓子，吉田奎子，小西寿栄子，山口真佐美，坂口栄，堀本房
代，植田加代子，石谷毬子，北村恵，亀野文子，白石祐紀，白石学，白石大，白石里沙，森本郁代，太田郁子，森岡恵子，足羽文子，大田垣トシ子，
羽渕八重，山田千恵子，市川洋子，羽渕治子，平野礼子，古家敬子，金谷永太郎，弓削泉実，田中好美，幸岡綾乃，中島久子，尾田春代，羽渕久子，
立川浄枝，兼先冨七重，谷口寿み恵，冨田悦子，日下時子，劉清貴，武田志佳子，大谷道子，宮垣里枝，石田美栄，山川里美，大津和子，筒井久子，
竹中文江，川辺みち子，河野広子，中山厚子，服部不二夫，立川京子，堤美子，長尾八重子，成田千明，澤野政代，李静子，吉宗聡一，及川紘子，
佐藤清子，今井八重，楳谷幸子，田中智恵子，崎晴美，八木頼子，橋本滋子，清水和子，樋口和夫，原田和代，水嶋喜代乃，金谷貴美子，本田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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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野幸子，原久美子，木村としの，山田美重子，市橋洋子，川嶋明子，川嶋実，川嶋芳重，濱口智子，貫田菜穂子，宇上京子，谷口玲子，浜崎さよ
子，浜崎隆明，浜崎稔正，荒木良乃，大友一子，栗原百合子，崎尾順子，西村美千代，杉立澄子，山添哲也，能登照美，豊田理恵子，安達加津江，
白岩範道，加藤清美，楢崎敬子，谷口咲惠，高美知子，山下佳子，鳥谷隆治郎，瀬川明美，細見良子，佐名俊子，小畑ひろゑ，能見洋子，坪木公子，
松本好子，木村経美，飯田知子，春木弘毅，北上安子，河野瑠美子，片野典代，雁田久代，南出トシ，山内ヒロ子，長尾利子，黒田健次，柳井京子，
大下公子，守山あや子，田中保子，寺西清子，北本洋子，川瀬裕己子，太田理，西村佳子，田原実，小川文雄，石原三千代，木村富子，橋村琢子，
橋村良之，橋村昌史，川本文子，猪俣嘉代子，結城美津子，松井しげ子，平井晴子，森井博子，宗本敏枝，三俣正子，松野典子，田重田洋子，鎗分
豊子，鎗分實，森本豊子，丸田満佐子，藤原梶枝，浦本美津子，中野睦美，武内鈴子，兼本翰世，善本すや子，柴田佳子，小久保一郎，小久保泰子，
近藤房子，野村明子，森月子，鐡澤幸子，菱川美代志，小村花子，浜岡礼子，細川秀子，肥田東洋子，肥田養子，三谷恒子，渡辺妙子，大久保啓子，
川原三千子，川崎矩代，古川艶子，田中誠三，筒井優美，鳥濱香代子，今西隆子，笹倉豊，数岡八重子，越智頼子，松井忍，津田礒代，森山文美子，
北小路郁世，西俊二，政木晴美，川畑和子，丸山芳子，埴谷武彦，太田周子，谷野千花，山本正子，千田実香子，正中道代，松本喜美子，上村幸子，
米坂慶，岸田裕子，調子英雄，武田さや乃，加藤ともこ，増田豊，中川エイ，福島安子，前田チエ子，宮崎シゲノ，藤原サツエ，小西久子，大野幸
子，大野洋子，神原庸子，中根昭子，田中泰子，津村静子，梶川和子，河野禮子，児玉琴，貴田久江，貴田利江子，肥嶋陽子，岩崎順子，小山千枝
子，小滝弘志，隅谷テルミ，菅野君代，中川節子，佐伯博隆，竹中嘉壽子，織戸美代，太田良子，廣澤勝夫，浜田和美，樋口達子，堀岡有美子，桶
生芳枝，山崎道子，但馬昌子，奥村宏子，柴原幸枝，桐山徹郎，桐山照美，杉本さよみ，中野なをみ，河本瞳，笠谷陽子，篠原初子，永井美恵子，
松井惠子，谷澤純子，田村君子，小松明美，大江明美，村岡康子，古谷育子，谷部恵美子，飯田省三，脇潤子，三木雅博，宇野茂一，上り浜誠一，
上り浜由香里，上り浜功一，片山笑子，西俊二，小林幸子，辻川美恵子，二宮順恵，大久保啓子，山田淑子，薦田冨士枝，内海昌美，鶴原直美，森
川美代子，松澤美代子，今井キシエ，阪田玉子，河合敏子，杉山二三子，藤井益美，林保子，中村由美子，飛高節子，江藤朋子，石川初美，中島み
ち江，平子宏平，篠原義夫，神吉晴子，松本弘，西野光夫，森山幸子，森山榮昭，池田陽一，長谷川智佳子，三井和美，鳥居美津子，石田節子，五
月女三枝子，工藤吉香，小関朝路，八鍬知子，秋武洋子，本橋愛子，天満笑子，橋本喜代美，桂京子，岩本美代子，中川皓資，上柳幸子，納広久，
村田満津子，下地冨子，久見瀬順子，冨岡トシ子，後藤みや子，小川幹子，大山雄司，田港明子，四ノ宮美春，ジョアンナ・脇山，近藤喜代子，西
村弘子，岡内克江，Kiyoshi Iguchi，川田賢治，佐藤嘉躬，橋本節子，越山佳明，中野恵津子，小河圭子，村上邦弘，井上君代，竹内美智男，仁田桂
世，天野智子，井指芳子，大前千恵子，小川彰，伊豆井美智子，竹崎美栄子，窪田マミ，西山正，浅見花子，中津仁秀，田中恵子，李秀貞，黒石美
佐子，清久和子，小西武美，西野加代子，後藤照美，堀田英男，生駒佳鶴子，永野洋三郎，廣瀬ふみ代，金岡陽子，久保田恭弘，中森淳子，高尾久
則，加納好子，小松光子，巴次代，松本礒子，松本眞治，松本一成，松本成実，上原英子，土居貴代子，土居巌，土居弘，土居亜都子，溝畑節子，
野尻昭子，吉田和子，丸山尚子，曽我部恵子，新見恭子，木下ヒロコ，上中るみ子，佐藤よし子，佐藤義彰，島サヨミ，浜田勉，米谷昭隆，原田中
川，小牧美恵子，松本七美子，倉田洋子，撫養基良，小寺茂樹，公庄直子，本窪田英子，松本卓，東條洋子，北村哲夫，辻本玖理子，北村和子，北
村郷四郎，山田直子，北村太郎，辻本三郎丸，柿原真実，本田繁子，Tsujimoto Hiroko，辻本加枝子，辻本太郎，辻本珠子，馬渕ひろ子，入江孝子，
岩宮敏子，武村智恵子，渡辺千代子，日下義忠，小島茂幸，小島雅子，伊澤はつ子，伊澤健，奥谷勝，奥谷葉子，今井幸子，橋本晴夫，野村多稔，
佐竹早苗，三浦美代子，日下紀美恵，西田裕子，谷口悦子，貴志恵美子，西谷たづ子，土居裕美子，長谷川多美子，樋口文子，山本真由美，闍崎千
春，位田恭子，位田一正，位田京一，位田正子，下森里美，闍島輝代，脇坂英子，濱田重美，黒田朝子，大塚恭子，山本多佳子，吉田みさ子，藤野
八重子，山本道恵，高橋多枝子，西川きみ枝，西川弘子，船曳伊都美，藤原昌子，能丸登美子，秋葉ノリ子，杉本敦子，三木千恵子，闍岡よし江，
高尾吉郎，高尾潮美，高尾勝晃，高尾真由美，高尾翠，坂口千里，梶原明美，小枝孝子，森崎八江，富永百合子，村河直光，守田陽子，浅利雅子，
藤田喜多子，大垣義美，苅田行正，岡田光子，古木克枝，藤井澄子，村上三枝子，三木利子，斉藤伸子，入江美千江，竹森幸子，闍橋登司子，山下
正，伊藤咲江，栄敏充，滝口芳子，原田伸一，鰕名礼子，東内くみ子，坂本育代，中島裕一郎，井ノ上幸一，石丸勤，岩本理，畑由子，浅見勲夫，
池内広司，池内佳世子，蛯原保枝，西山久子，三島理恵子，井家雅彦，佐藤泰子，盛貞瞳

山本迪子，松村勝剛，河本与司恵，堀口武子，和氣弘子，田原悦子，長井邦子，鬼塚澄江，相原和子，安村嘉美，紀幸代，江
草浪江，片岡美砂子，堀知子，中村恵子，津田洋子，藤井順子，勝本和子，原時枝，藤原八重子，石原万壽代，阿曽真澄，闍

島緑，谷甚四郎，谷茂則，谷妙子，谷実紀，谷万理，細川久子，芳川恭久，前川弘，水上和夫，前川桂子，上田常子，須子ヒロミ，樋野本昭子，古
谷志保子，長江淳子，竹村富子，淡路美鈴，福島喜代子，岩田謙一，増田千枝子，八軒久恵，守家奈緒子，小掘稔子，有吉好美，染川昌美，高橋綾
子，古川清，吉田絹枝，新井靖子，瀧口貞子，近藤世津湖，松本奈美，鈴木喜多郎，東洋身体文化研究所，中井靖，森井由紀子，真田敏雄，米川嘉
代子，粂顯子，針木久子，田口裕子，大西香代子，本道子，生駒市太極拳同好会，河田博次，京兼通子，森本千佳子，山内清，山内孝子，中嶋昌子，
寺島すまえ，上野絹子，島岡良次，原田信夫，田島芳枝，由井平良，貞森博之，両本修身，野田伸子，松本健，米田みな子，土井孝夫，中村紀美代，
佐藤有岐子，金澤隆峯，正井春吾，塗田彰子，平野彦衞，島崎美千枝，米田三郎，岡本良子，藤森礼子，山本泰三，山田利夫，米田慶子，細川晴代，
沼田作子，松田怜子，山口泰弘，安田佐智子，山中正子，松川弘子，松川栄治，西村彊子，西村幸三，浜名美奈子，橋本富美子，藤井シズ子，瀬口
辰吉，戸田房子，平井恵津子，入木田冨美子，入木田永，真田照子，田中昌子，山闢典子，森節子，横山文代，濱田マツエ，中村愛子，上田瑠璃子，
藤森礼子，向井早智子，池田慎久，山根久美子，山根右左武，奥西憩子，西村正子，西村天志，西村太志，井上結子，出口武男，関根明美，原田美
恵子，福田洋子，近藤和幸，岡田光徳，志水和子，野口惠子，足立邦子，高橋幸子，奥田正子，栗生義治，永坂基次，橋本幹夫，森杉美代子，中野
雅子，上田恵子，田中倫子，中島裕子，伊良皆由美子，豊田和子，萬谷美佐子，尾山敏子，田中淑恵，田中峰子，森本マサエ，秋山ケイ子，野原好
子，入間綾子，矢田昭子，稲葉延太郎，稲葉弥生，藤井京子，山中フサ子，中津英子，大森常子，森本君子，村上幸彦，中田勝也，宮前吉男，井上
美津子，榎堀喜一，小足彰，山崎勇正，炬口覚，南明秀，崎尾徹，崎尾米子，炬口清美，籏谷里美，岡本豊子，福井久子，金満通子，下元禮子，籏
谷文雄，中地幸子，西村佳子，畑尚代，名田絹代，飯降牧子，堀内輝子，杉本益代，前山節子，吉川和子，中原吉永，木虎幸美，吉村仕，小西広子，
西山隆子，片山純子，河津文子，加藤博，加藤洋子，梅野昌子，闍橋正尚，大浦典正，坂田定彦，伊藤惠司，闍坂峰子，吉田和子，丸田玲子，久瀬
キミエ，久瀬紀，清水しず江，平見和美，山田眞里，大久保幸蔵，吉永美佐子，原正雄，景山百合子，青山陽子，山本武，大島礼子，伊佐地カズ子，
山本美子，井上秀子，福永昇子，渡辺敦子，栗原睦子，松村まみ江，山本照美，山根恵子，山根充，山根征夫，谷軍三，橋本浩明，川島国敬，奥山
とし子，山本鈴子，大久保和子，川島佳子，加藤嘉昭，加藤智子，松村如洋，北條高子，北條輝夫，大西康晴，大西義治，山澤房子，仲村よう子，
安藤文一，井田正弘，大中敬雄，村田陽子，田村洋子，西澤朱実，芳谷興子，水野康枝，熊田てる子，青山敦子，加嶋英子，安田信子，原田迪子，
林田澄江，吉田景一，洞出昌子，飯田和子，抜井智美，明石幸子，福田晴恵，小池健治，鈴木利幸，鈴木宏子，小畑恵美子，村松恵，山崎希美，林
睦子，福元英子，菊池節，大浦和子，上田瑠璃子，林田弘子，平間和子，上野悦子，杉本眞弓，山中宏子，橋本和子，中井靖，清水由恵，中川路裕
子，三宅典子，熊谷キミ子，熊谷定藏，北野栄三，新谷春枝，七條典子，米本米，橋本和子，大野早苗，前田京子，久保美智代，前田槇子，土井美
智子，織田正子，野田広実，大西弘，山中さや子，山野井素子，山本和子，山本英子，佐藤まどか，竹田清美，藤谷良知江，永井英保，永井三千代，
米田久美，西浦明美，谷川邦子，築切ミチエ，三輪有加子，手賀キヨ子，小谷早苗，桑原千津子，廣瀬久美子，寺田欣生，平田勢津江，長岡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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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隆晴，水野浩，山本清子，上田雅子，緒方百代，宮本洋子，米沢輝夫，塚本國雄，平郁子，前田勲，酒井弘光，澤田啓好，奥田有子，中谷光佑，
楊井尚人，楊井美代子，山本せつ，坂部恭子，福井敬子

前田千恵子，谷岡佳紀，出口ゆり子，飯沼美千代，福居久美，上野清子，前山栄子，松本世津子，岡田淳子，吉中一也，宮本
美奈子，坂口芳美，坂口守広，神前成子，西浴美智子，湯崎直子，福井ひで子，井上年美，井上晃宏，福井豊，井上雅歳，井

上里宇子，玉置正子，竹本邦男，荊木ゆかり，中井富美子，岩本耀子，岩本清一，濱口智子，坂本栄都子，浅井直子，田中淳子，濱本光章，西沢敬
子，西沢洋，松前達幸，今井道子，闍橋とよ子，闍橋治慶，奥田勝治，奥田加世子，田村寿子，藤田昇太郎，田村和義，平野博子，藤田昇，久昭三，
藤田美恵子，青天目武，青天目とし子，青天目まどか，塩路三郎，塩路順子，塩路恵子，塩路浩一，福庭百合子，河野秀美，清水篤，清水千枝子，
柏木淳司，柏木良子，清水千穂，清水紀昌，繁田三重子，上野ヒサ子，上野善平，上野正治，胡精吾，寒川雅子，南口浩世，柴信行，松本隆博，石
本道，打田鈴子，樋上艶子，メ木治男，田中康子，谷山めぐみ，硯人美，浜千佳，畑村悦子，楠健二，滋野悦子，滋野静男，前田美智子，和田夫美
世，林征子，熊須章子，野上眞弓，藪和代，久保眞弓，竹内香代，大野芳実，池上久視子，伊藤美千子，竹之内紀男，山本慶子，片桐美根子，森下
毅，倉石庄子，中井時世，和中和子，大西典子，小倉和子，加納トシ子，中田貞江，中村道代，坂本由美子，西原君子，藤田豊次，土屋洋一，舩濱
孝，津毛望，舩濱明美，寺下十茂子，藤原和美，芝村久子，山崎紀子，名手裕美，土屋初子，藤田純江，佐々中美佳，中垣公，岩崎仁美，大江須磨
子，新小田和子，光岡八重子，山崎憲明，湯谷泰尚，湯谷節子，津毛昌代，藤木正武，中西江利子，寺前千恵子，竹田桂子，入川正子，阪口有香，
加畑順子，谷中佐千子，池永勝彦，池永千賀子，池永大輔，林直希，林トシエ，神前美津男，島崎光郎，須田百合子，須田誠，須田剛司，杉本俊枝，
中前由理子，深美直子，南出利恵，闍橋宏嘉

山田亜希，山田奈緒，宇田川啓子，藤川由紀子，梶川敬文，竹内茂，遠藤恵美子，藤井真由美，森正広，米村一三，梶川由喜
江，梶川萬亀子，梶川成季，山田由紀恵，山田英己，長谷川久美子，小谷美恵子，小玉正猛，山田優明，武信倍子，武信二三

枝，武信順子，中村弘子，豊島道子，水野昭子，三宅智子，安達佳恵，村社富美子，福嶋明子，安田晴江，秋本栄子，山田春枝，加藤弘子，増谷京
子，三田直水，日下部静江，長門順子，田渕敦子，奈良敏行，安藤照子，宮部秀信，秋本信幸，山下昭子，田渕英子，松尾美和子，横山栄子，萩原
純一，萩原真由美，立石慧子，平井光子，岸本一郎，木下ひとみ，下田圭子，下田裕美子，谷本由美子，白間光子，安東順子，辻中悦子，松尾栄子，
岸田弘子，尾崎千恵子，原幸恵，佐々木節枝，太田寿親，由本直，岡本澄子，八木博夫，井勢陽子，小林芳恵，岡村育子，岩下寿子，小林茂，小林
温子，三ッ國高子，西原和子，磯田教子，岡本恭典，袴田豊，原田あづま，森田嘉宏，森田陽子，岡村高夫，西土井芳枝，岡村康司，美田一美，豊
田町江，森岡敦子，太田偉津子，由本衣子，森安小百合，田中和枝，石田清子，大西武寛，戸田明子，杉村宏，杉村良子，吉宮照子，城戸千鶴子，
川口貞子，寺谷忍，寺谷正史，太田篤子，船木道代，溝内玉江，高垣久美子，吉田喜久代，安木和代，杉村弘子，長畑貴栄，池内佐智代，渡辺勇，
渡辺綾子，八杉和歌子，坂根茂，多田瑞恵，江嶋由美，佃あけみ，藤原耕一，神戸和子，生田和子，田中靖子，森田嘉宏，森田陽子，森田知成，河
尻真寿美

為国勝，西村敏，繁浪只男，月森一孝，大石訓司，竹田寿典，公田仁志

真野孝子，田中愛子，福島晴子，山本哲子，槇本ひろこ，川上節子，佐伯幸子，味野澄子，梶岡道子，内田輝和，岩谷一枝，
明石和雄，明石知佳，明石真理子，明石健吾，平尾康裕，藤田仁，森中房子，赤堀和彦，木村千枝子，宇治橋美智子，出井テ

ルコ，戸田敬子，森本信子，杉山綾女，トロック祥子，流王富美子，松尾公子，大闢俊二，坂口三恵子，中島幸枝，難波直子，岡稔，岡弘子，池田
康子，石井裕子，山下和美，増本靖子，仁科茂子，上田君江，浅野静恵，須田操，佐田健太郎，光武和弥，光武廣弥，光武百合江，光武國利，一枝
泰子，大石美都子，津島幸子，渡辺末枝，渡辺光子，岡田和，一藁富佐恵，今村博子，中村芳子，平和子，秋吉信子，岡川二三，宮武直子，江口幸
子，杉本佳子，貝原悦子，田村薫，一枝光輝，宮本玲子，竹内隹子，中野正義，三宅佐知子，遠藤玉恵，桐島伊都雄，中嶋トヨヨ，高林ミドリ，牧
井弘，河合恭子，山本陽子，MASATO HASHIMOTO，河原祐紀，河原美紀，河原晃子，阿部敏子，丸谷治子，丸谷敦洋，仕田原公治，山川博之，矢
木晃，肥谷翠，野村愛子，松本熙，矢木靖邦，秋山健二，安永サカヱ，松三一子，瀬崎知子，闍越柏子，大野道，大野容子，井田美津枝，高橋美代
子，大塚康代，相原直子，金藤聰子，片山正江，片山隆史，三宅嘉子，白髪公子，田中求，田中勢津子，内田裕二，大内澄子，池田アイコ，野村厚
子，八幡泉，江西俊策，井上達也，井上美穂，平山小枝子，田中啓博，大野京子，好並節子，村主由紀，蜂谷光子，川島玄樹，川島淳，江村大輔，
天木憲子，福田勝恵，江村朋子，川島通正，高谷浩二，笹田公夫，小寺隆志，向後正樹，荒井和秀，井上雅治，荒井一郎，畑孝子，松三彰，福田厚
子，井口三郎，多田寿美子，岩崎宇多子，菱川知抄，杉原珠子，野上明宏，藤田由紀子，小阪節子，額田均，菱川由子，菱川実，光岡英稔，山田耕
治，奥西沢東志，堀畑通子，多田崇彦，多田彩美，多田優子，多田正憲，竹本敬子，今田喜美子，奥谷義隆，定久玲子，岸本美津枝，闍畑秋子，渡
辺貞子，福田和子，小橋珠子，田中幸弘，増田泰治，簾長英明，有信広江，小橋珠子，三原笑子，阿部忠司，今川ツヤコ，笠井尋子，今岡まゆみ，
植松悦子，和気島文恵，平山弘美，広瀬勇行，広瀬信子，西谷正弘，小谷清，山本範子，青山光子，大橋美智子，竹内美知子，竹内勝，竹内孝良，
竹内麻記，三宅健，松本通知衛，中野悟，川島通正，栗坂亀代子，河原幸子，荒木佐登生，荒木寿美子，光畑信子，西嶋泰志，中田重男，西山道子，
西山節男，山田保男，横田澄子，三浦明子，上原幸恵，山口六子，川上順一，和泉忠勝，和泉マサ子，渡辺将広，浦橋猛，黒山清巌，黒山富美恵，
佐々木敏幸，岡崎千枝子，宇治節子，福田厚子，山本範子，桑山博之，槌田玉野，三雲和花，加藤勝信，黒瀬智正，亀田ひさえ，田中求，水野美智
子，藤野雅義，辰田真理子，三崎武司，小河原貞子

藤田さおり，浴守明，児玉孝子，原田博子，児玉稔，野脇明治，野脇シゲ子，野脇義史，後藤康弘，白鞘和己，河村長保，岩
本睦，式見昭弘，山本節子，長野弥生，式見幸子，三上真知子，藤浴玲子，上村千佐恵，磯部操，川岡千賀子，沖ウメヨ，上

田弘枝，福田真琴，沖邦江，織田祐子，渡辺達典，蔵本美和子，大政節子，寺尾由美子，廣田久恵，楠正義，石原明，角西サダ子，吉川明子，上村
良江，渡廣勝子，大見友子，宗近正嗣，福永久枝，八角弘子，久重百合子，矢作恭藏，原田隆文，神尾清，清水美代子，堀内弥生，廿口市市太極拳
協会，山本由美子，呉市太極拳協会，井村浩子，山部了子，山本義之，村上サチコ，島本美津子，伊藤睦子，御厨由紀子，尾越京子，中山園江，岡
山キヨ子，林美津子，横山保子，藤岡ナヲミ，福永活枝，野田幸枝，滝岡清子，下寺文子，山本芳江，佐々木美幸，松中啓司，松原美代子，大藤満
信，牟田眞由美，牟田吉宏，田中鈴子，梶原香代子，中村郷子，横木昭子，近石七枝，長谷川加代子，高田美津代，庭日野誠，平上ひとみ，濱本敏
江，浜本秀子，梶原京子，伊藤千鶴子，山崎京子，関口 永，宮野前彩，吉田敏枝，宮崎寛子，稲田トヨ子，稲田博，野田優子，野田範幸，藤井ゆ
かり，村越隆祐，神田美智子，西本泰江，久保田哲司，阿部省三，奥本真二，加登佳子，石井優子，東沖靖子，村越郁夫，頁広芳江，村越澄子，吉
田民恵，由茅コユミ，葛巻雅佳子，久村友枝，石井奈穂美，東屋隆三，鳩野哲史，鳩野登茂江，川本英子，中石春美，木津和信子，中島信子，森千
恵子，内山美智子，松浦不二子，松本英子，高橋宮子，小原弓子，曽根時枝，柏原千砂子，白神愛子，北村美保子，交垣邦子，土細二敬子，樋口保
子，矢野佐保子，杉原美穂子，津田早苗，春木美香，田邉ふじ子，岡山美代，橋浜孝子，熊谷公子，池尻吉子，花岡桂子，佐藤百合子，木曽倫子，
小林八重子，中川勝子，平原久美子，村上節子，倉橋ツヤ子，栗村シズコ，小川三恵，下石幸子，下石敏明，力石卓藏，力石惠子，森本恭弘，吉原
愛，中野有希，江頭早紀，西濱洋一，川口あずさ，坂本ラム，林原加奈，松田美津子，井手口栄子，若林薫，荒木一枝，荒木定雄，村上千美，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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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山県連盟】

【鳥取県連盟】

【島根県連盟】

【岡山県連盟】

【広島県連盟】



克博，村上大悟，橘闍紀子，徳永厚子，水成吐毛子，真谷千恵美，青木好子，羽柴美香，中村三鈴，中村ハル子，中村浩子，徳永孝子，河村淳子，
奥田友子，向井秀和，湯木弘子，岡良里江，向井惠理子，宮脇麻衣子，宮脇章，多賀正美，多賀良子，徳永勝子，大本幸子，貴志英一，福本光子，
泉いよ子，岡田登美子，砂原洋，森江栄，岡下邦子，細井美佐子，兼本美奈子，岡田覚，岡田拓人，岡田達二，王輝，今野治子，丸尾軍二，丸尾祐
貴子，出原良子，岡義夫，村上紀子，石内幸子，桑田たけ子，岡田栄，山中敏枝，岡田道一，山本浩司，足立憲亮，伊藤真由美，木村良子，田場川
玲子，屋敷まみ子，泉隆次，新尾妙子，鍋島敏子，相良由美，大西正子，若菜裕子，熊本幸江，多森玲子，石川聡子，小川暢子，新谷満知子，浜中
菱子，西本悟，大河原芙久子，寺田浩美，政川睦子，難波清子，矢野敬，末益照若，佐藤めぐみ，山崎紀子，谷崎みどり，大呑礼子，保岡明子，高
田豊子，小林ちづえ，升本秀夫，土井陵子，中山朋子，梶本千幸，山名まるみ，山名聡，田中優子，藤本一成，藤本ミヤ子，西尾妙子，梶川美智代，
本山照子，宗像美穂，鈴木米子，古稲孝子，本山静夫，本山茂生，森野美智子，伊藤千里，川本浩子，小笠原直子，川本英子，小笠原邦敏，松本修，
渡辺節子，山田実，山田みちよ，山田晃，山田里江，美能佐和子，天満麻美，天満達，天満八月美，天満千尋，濱井サト子，天満惠美子，飛戸弘子，
有島喜久子，平田貴子，児玉匡敏，中村与佑子，栗栖末子，中村松江，佐城直毅，衣川八重子，東家幸子，佐島一枝，早稲田典香，南條弘子，西田
道子，甲田真裕美，味 与志子，藤本真由美，山田フジヨ，松石幹子，佐々木一枝，吉野久美比，藤藁八重子，田中由江，佐々木明雄，永井洋子，
三村幸子，松尾康二，村上處直，大立純正，大立久美子，森千賀子，川崎芳枝，免出夕実，多谷和男，亀田智，亀田咲子，佛圓千絵，佛圓藤栄，豊
田史子，小森忠綱，小森良江，中村直美，梶谷アキヨ，中島富子，上本珠恵，山本恵子，小松保雄，生田キヨ子，中村慎一郎，亀島睦子，川崎勝美，
藤田利子，中本晃弘，相原美智子，小河幸子，加藤縫子，調子隆次，金森眞佐昭，相原直子，井上啓司，野口康子，横地林子，横地明，吉野由美子，
吉野幸夫，保手浜コミネ，渡邉カヨ子，蓮池ふくの，香川幸子，山下カホル，馬場鈴香，田島千里，鈴木礼子，広瀬泰子，二井和枝，神鳥章子，今
闢純子，森永清子，三戸治子，呑スマコ，鹿瀬三重子，石田節子，山中澄枝，松田英子，馬場貞子，橋本三智子，浜川広子，小林文子，広瀬睦美，
和田静子，山崎恵美，茅野志津子，坂本公子，山口旨書，大中操，市倉恵美子，岡崎敏晴，瀧本幸子，堀江滝子，天満優子，中村美佐子，伊藤勝也，
宮川千嘉子，鍋本昭子，柳生小恵子，吉見みえこ，田崎幸恵，植野由子，菊田朋子，松井敏子，新谷文子，岡野トシ子，新田久子，金藤八重子，松
村京子，大村恵子，橋本静枝，加藤光枝，古川禮子，谷口玲子，河崎澄恵，坂田由美子，馬場幸美，中池早苗，田場川秀夫，斉藤志津江，田村伊都
子，白附シズ子，上岡律子，和泉孝子，花岡喜代子，松田宣子，石本正子，田口真治，田口智恵，竹本定子，小畑宏子，保川直子，宮郷洋子，近藤
和子，中土井恭子，石川絹子，山本祐治，三滝尊幸，中本味津江，蔵田桂子，足立慶子，東紀子，木戸久江，重村充恵，佐藤みち子，先家年美，平
池百合子，野田智子，木上美智子，原田瑛子，松田佳子，谷本美智子，奥川あきよ，廣江正恵，宮田利明，向井武子，中前君江，三浦信子，古浦千
穂子，花房眞津代，渡部美鈴，古河弘子，俵美恵子，藤井紀代美，松田守生，山本泰子，石原未知子，三宅洋子，永濱磨里子，瀬川清文，瀬川典子，
山縣一司，瀬川光俊，山縣堯正，西尾妙子，河井恵美子，中前トキヨ，前田淑江，高原偉年，上総由利，上総信也，大前一美，渡辺美代子，佐渡康
裕，村田勝美，中井まゆみ，土井英子，神鳥静子，福垣内奈々美，仁井本ツツミ，菅田良子，畠山紀子，上松道子，二宮まゆみ，堀田好子，山中愛
子，中垣内裕美，大松宣子，川本あつ子，中島京子，森山ゆかり，辻田真弓，志々田徳美，津田真弓，浴村秋子，塚田悟，下瀬純子，坊田陽子，松
田早苗，塚田光子，本條正江，神原マツ子，横山富美子，神原綾美，小林祥子，西川三恵，藤岡照子，酒井道江，池田芳子，平井きよ子，西尾秀蓮，
中村抹枝，影山八重子，檀上光枝，檀上愛子，山本節子，富田初音，東野三和子，吉田英和，兒玉淑子，家花知江，家花陽子，加藤啓子，慶徳真由
美，森野淳子，澤井照子，大竹市太極拳協会，曽我美代子，元久保洋子，安松玲子，釜本恵美子，三尾裕子，小郷榮子，黒飛三津江，大本美保子，
赤羽根美佐子，植田絹子，住吉瑞枝，荒本和恵，藤井文枝，大西延恵，竹下俊子，小野加栄，竹下基之，横山しのぶ，大西邦男，横山直美，闍雄美
恵子，宮野和江，川本その子，黒紙妃名子，花房眞津代，斎美代子，船山ヒロ子，藤原明治，天満恵美子，津間宣子，崎本トヨ子，下山澤子，舩場
由美，出野光江，大田恂逸，新谷遵子，橘高眞清，戸田美子，山田恵子，山口悦子，足立彰，本田淳子，石田明江，石田宣治，小山房枝，小山節，
小山幹夫，沖本文雄，沖本雅子，石田澄江，石田克彦，森三郎，森田和廣，森田堯子，西川博之，西川鈴子，今津和子，栄田清子，村尾良子，榎田
伊津子，新田みさ子，笹崎節子，吉良峯子，木原澄子，平岡静枝，福永久枝，大見友子，角西サダ子，景山京子，渡辺達典

高野新二，村本まさ子，田中ハルコ，岩佐良子，森脇鈴子，一津屋綾子，松本年子，菅谷晴子，林重恭仁子，守田キミエ，畑
智恵子，工藤信子，大立サキコ，加国和江，大田啓子，松原真理子，村松ミス子，菊元郁子，越水幸子，岡田弓子，西岡八千

代，西村昌枝，村末和子，徳本直，立山みどり，松永貞代，三原彰子，小林操子，松本順子，勝山愛子，和田とよみ，田口眞理子，西岡朝枝，河田
里美，岩崎サチ子，川下保健栄養学級，中村キミ子，中村英雄，中村浩二，中村正子，安永信子，岩中好枝，芝田裕子，藤田和昭，鐡賀弘明，山田
清美，東保岩夫，岩田利子，前川昌子，平中満，村重信行，一村幸子，渥美貞子，岡本睦子，御手洗絹子，佐々木キクヨ，樫山喜久子，牧野妥子，
馬渕春枝，松本とよ，隈米子，今井スミ，原田澄代，兼近宏子，黒岩ユカ，関谷紀子，前田寿賀子，幡ツユ子，坂田 子，今井小夜子，津次悠紀子，
河野智恵子，田上定子，佐藤治子，近藤睦子，今井信正，林ヨシ子，闍橋洋子，作田清江，松本とよ，松本亜季，中村保子，竹田充子，坂本エイ子，
小松和子，花岡由紀子，戸田良子，北野初江，薄墨泰子，脇田良子，竹内ユリ子，豊永竜子，三ケ尻萌子，椙村弘子，藤田紀子，内田百合香，中村
豊子，常岡冨来子，村上悦子，山本嘉子，坂田寿子，谷川モモ子，土屋充，末永京子，北信子，松本百合子，松本照美，日原京子，滝本順子，登根
孝子，江里口啓子，藤原潤子，藤原加一郎，鐡峰則子，金崎隆子，網村佐和子，大井正孝，大井一子，大賀薫子，岩城頼子，篠田久美子，三好安枝，
三好良枝，小柴敏夫，小柴妙子，隅田有美，藤本祐子，藤本百合子，新谷信子，新谷裕，斉藤英子，梶谷江里子，藤田勝子，藤田満子，闍闢和代，
岡田澄枝，大園マリ子，津守麗子，野田吏香，越澤咲子，樹木伸子，山下ケイ子，石原晃，石原久江，炭村昭美，名倉浩二，名倉ヤス子，岡本睦子，
松井幸江，横田穂美，角井万利子，八木孝子，八木和男，藤村貞江，藤村知恵子，藤村民三，良元由理香，砂川純子，大串礼子，白上和己，内田友
明，徳永義子，中野勝子，田中ヒサ子，福井捷枝，山本恵美子，美間芳正，鹿丸眞弓，渡辺恵子，仲西マサ子，仲西芙美子，有延洋子，中村由美枝，
鐡田久美子，柳井鈴子，笹倉京子，渡辺淑子，久保田幸子，小村奈緒美，土井としみ，藤森久美枝，財部伊津子，末岡初江，二川克子，冨田京子，
池田起代子，竹田千代子，新谷純子，滝野吉晴，蔵重美里，岡崎静江，吉田幸子，内山充代，石本真弓，庄野豊美，伊藤雅子，伊藤仁視，緒方邦幸，
伊藤彰子，伊藤キミコ，伊藤睦子，國弘宏，内田八重子，中戸令子，冨嘉津枝，井上清美，岩元修一，枡屋靜香，保田清子，岡文子，森下正興，原
野渓子，弘田克則，中村妙子，川端世津子，下忠，長澤健一，磯村安子，川下輝子，森本久美子，宮本陽子，藤村佐智子，河村安子，岡部博子，大
田弘子，大田行雄，米田愛子，柴田幸子，竹野作栄，高木道子，伊藤和雄，西村敏男，松田嘉子，水頭博己，河村絢子，桑原照江，西川成幸，託見
清子，村本世称子，内田ひとみ，越智弥生，伊藤昭男，松本政子，工藤久枝，工藤健二，大田美希，椎木敏治，竹野加都子，井本裕子，吉永晃子，
吉永知子，吉永倫子，山本昌子，中山茂，作間慎一，竹本功，栗山ヤスエ，櫻井洋治，蕗道雄，野坂清子，藤田紀子，市川良子，小林恵美子，森永
保子，森野奈津子，西村アイ子，広谷忠雄，安達一子，田中三千男，尾下清輝，津森紀美子，赤尾百合子，神田美恵子，橋本洋子，石田キヌコ，藤
井政子，棟居郁子，赤尾百合子，亀澤由美，竹松茂樹，闍宮大典，中村敦子，片岡平八郎，谷本泰章，原田敬子，国弘忠子，益田弘子，西岡章子，
佐伯正子，仲地良子，近森智代，玉野朝江，水上美登里，新居洋子，尾上久子，山本美智子，原田嘉子，岡本郁江，国広マリ子，細野悦子，大谷房
子，金川和子，広中貞子，奈良幸子，井上千津子，神田澄江，中村チエノ，岡野節子，吉永順子，福谷昭代，古谷千代子，清木房子，松谷コト，中
村チエ子，中尾花子，原田益子，門脇雅子，宮田二美，国重慶，辻房子，今田安佐子，竹本照代，藤重五郎，田中和子，東堂紀子，泉輝子，倉本賢
子，丸村和子，松井ユキエ，中川茂人，寺本マサ子，木村千代子，高塚乃芙恵，今井恵子，河野初江，角田ちづ子，谷村康江，駅律江，岡崎タ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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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藤信子，畑恭介，吉岡博人，梶尾美治子，武居安子，山内美津枝，坪野恒幸，相本邦子，浜田笑子，濱田宏，浜田靖子，周南地区日本中国友好協
会，野坂清子，田村定義，佐藤好子，白井藤江，平野ハルエ，小西輝保，藤井多美子，貞弘昌理，田中正行，河村博志，國重信明，林枝美子，吉村
博子，武居ますみ，羽山美子，江藤澄子，原明，宮本佳子，水津ウラ江，石原寛治

闍重敬子，綾貞子，樋笠房江，宮本高明，岩田和子，福井敏子，竹岡たか子，宮崎由利恵，鷺川浩子，冨永美枝子，細川芳子，
淵本節子，横田小徑，西田敬子，吉岡隆二，高木妥枝，熊野渕子，岩国恵美子，多田良江，大熊さ富，西岡重治，三分副江，

大眉千津子，檀原万里子，斎藤弘美，大闢望，黒川志保子，福島保，松浦洋子，闍木巌，赤井武，闍木 ，高橋美暢，高橋健児，泉清章，豊嶋由利
江，島田恵子，泥川幸子，手塚登代美，翠隆弘，植村和子，本台誠，長谷川周子，鈴木とも子，大西和子，辻記代，松島宮子，岡艶子，西川義徳，
大久保邦子，後藤満，高橋道也，田中一美，前田幸子，岡村美佐，西岡千寿子，田村仁，織田美保，森慶一，篠原由美子，松原律子，井上喜美子，
山下百合子，三谷節三，福本久子，杉本定子，国分博子，宮田香代子，徳永チヨ子，大喜多誠子，田中四郎，岩崎良則，香川カズ子，岡田洋子，臼
杵奉子，北山博千，磯崎正夫，岡保彦，岩井卓子，山尾祐子，橋本国臣，久玉秀昭，稲井弘二，三好和子，大西幸子，多田晴，片山敏子，矢野光子，
江川浩二，横山和子，山下春枝，片山睦子，佐藤宙美，古市律子，長野清江，久利えみ子，木村雅代，有馬由美子，石井清子，中尾豊子，小浜泉，
中尾ミネ子，富永信子，中井益子，奥村恵子，和泉孝子，大西早登志，南洋子，大眉多美子，清水正俊，木内美津子，竹内幸子，川原三千代，余島
富子，石川作子，谷久明美，金森照美，柴垣房子，小林忠子，亀井久二子，佐藤由利子，岡部繁，田辺栄子，矢木照男，田中茂子，鉄野フミヱ，大
西由美子，木村恵美子，松岡ひとみ，鯛谷明子，真鍋太，浜崎ますみ，前堀啓二，乙武ノブコ，清水俊彰，杉浦弘，杉浦栄里子，村上淑江，藤田み
どり，樫原聡子，藤田幹夫，樫原保，真鍋照子，田中千寿子，広瀬直，広瀬シゲ子，太田雅代，岡田弘治，岡田智子，尾立昭子，尾立竹次郎，加藤
雅子，佐野友美，塩田陽子，須崎忠雄，高木純子，高橋信恵，瀧華馨子，竹内千枝子，中野修身，中野志保，中野美恵子，中村ヒロ子，西川悦子，
長谷川ひとみ，日浦トモ子，松之内敬美，湊眞知子，宮武澄子，安原正，薮内恵子，山下房江，山田江美子，松本照子，福岡邦子，三谷月子，山闢
寿子，山闢忠兵衛，山闢雅夫，山闢芳子，竜吐規子，上枝愛子，上枝幸子，植松富子，内海静子，鏡原愛子，樫春子，梶河静子，加島照子，金丸努，
金丸恵子，鎌田峯子，武井清子，田中壽子，東島闍子，松本香代子，松原経子，古田智子，山崎敬祐，中平セツ，小松桂子，砂子義徳，明星きよこ，
真鍋幸子，中原弥生，宮地キヨミ，福井由美子，村上和子，亀山克子，亀山定夫，中橋真知子，新谷佳代子，北岡早容，十川光子，河野文代，小森
田幸子，闍橋モト子，溝渕善子，谷照代，谷謙一，三村千代栄，井上潮美，谷澤信子，堺智子，磯崎鈴子，磯崎紘，冨田弘子，長野玲子，野口美奈
子，三木キリノ，磯崎徹，磯崎亜樹，田中秀幸，合田シゲ子，奥田フサエ，合田真喜子，越智文恵，中西涼子，壷井芳子，平田斐羽子，三谷雅子，
福田一惠，清谷博，久保清子，中村幸子，二神安子，金子和美，尾形和代，前田さつき，前田有美，片山恵子，松田憲明，押江弘美，藤井弘子，藤
田隆良，間瀬英昭，眞鍋健也，中塚英信，長尾さち，十河俊司，国生和子，山田広美，川上義邦，上吉川久美子，中村浩子，黒川きくの，宮脇敏充，
塚本美恵子，塚本征夫，鈴木孫衛，網井聖子，中谷剛，丸木千代，図子幸子，安田千歳，山部美智子，田中善一郎，田中敏子，福田純子，三谷文，
安田和雄，安井正子，荻田悦子，三好澄子，三好孝信，富田秀樹，富田重子，荻田和子，荻田幸久，横山俊介，横山俊子，荻田芳晴，淵本英陽，中
村恵美子，小島順子，山田道代，井上和子，宮武キミヱ，永田佳子，山口大輔，藤川和子，山口裕子，植田マサコ，植田健三郎，池田克之，島川真
寿美，景由明美，景由潤輔，村上みどり，岡弘子，金子瑛子，山口シゲ子，伊藤邦子，尾立昭子，尾立竹次郎，宮武澄子，高橋憲子，中野美恵子，
中野修身，大熊敏夫，大熊勝子，土井朋子，片山繁子，松永弘子，山中ツヤ子，宮西百合子，川口和子，植田行雄，田辺栄子，岡田美津子，藤重広
司，氏家美恵子，出石綾子，近藤孝司，尾藤喜壽，筑後清華，近藤進，近藤幸恵，泉照美，長町禮子，爪生朝江，爪生重清，佐藤清美，多田和子，
佐々木美智子，佐々木正孝，広瀬八重子，長町一美，山坂弘，清田靖子，岡幸代，大西佳子，田中恵，広瀬貴美恵，大西豊子，玉井眞之，入江鈴代，
藤本美和子，奈尾美枝子，宮川恵美子，村上博美，村上公子，大林希久子，間瀬英昭，山西久仁子，森真喜雄，鈴木洋子，真鍋順子，糸川洋子，氏
家信子，溝口博文，藤田厚，岩崎良則，村尾美由紀，川口真弓，真鍋学，玉井香代子，田中恵，田中啓子，柳生恭子，大林希美子，村上公子，豊田
祥士，小比賀清，西本修，西本タミ子，金岡嗣，金岡とも子，小泉幸恵，平井シヅ子，足立陽子，真井美代子，植松キヌヱ，前田勝義，植村さとみ，
植松シヅ子，中村大次郎，中川真理子，山田美枝子，穴吹フジ子，早井幸子，静繁，河野勇，河野恒子

細川美穂，島村亮子，今倉美代子，小山絹代，平岡君江，安友順子，西谷ひでこ，柳本しげ子，北岡節子，越智誉敏，越智和
子，長尾千恵子，大谷智己，海東利親，柳原登茂子，柳原朗伸，遠藤誠治，松浦良雄，中川幸行，福田博昭，田村昌美，吉田

芳市，稲田乃生子，稲田紀子，香川ミサ子，宮崎美代子，近藤友子，矢野千恵子，阿部喜美代，坂東啓子，滝映子，竹盛はるみ，和田礼子，森見美
子，佐野卓代，藤居康代，近藤充博，近藤幸子，赤澤和子，岡本晶代，豊村泰子，盛下のぶ子，納田キヨ子，新開恵美子，富永多喜子，後藤芳宥，
清水啓子，大野泰子，松野光江，柳生憲孝，谷口和子，谷口治之，林敏夫，高田拡夫，高尾久子，吉永八重子，太田孝義，山内章，中村弘子，武田
徳美，武市迪也，三上洋子，武市ツル子，前田吉夫，勝浦忠孝，江川禎彦，浅山重躬，萬藤武徳，萬藤保子，坂本貞子，岡本政子，中川アイ子，重
清一二，齋藤幸，笠井貴宏，笠井滋，松本伸雄，木村昌代，松本実，柴田史，藤本清治，多喜貞男，竹田和子，清水陽子，大西和代，伊月洋子，志
度谷たか子，徳本美智子，吉村喬子，日下悦子，川西チヅ子，富田康子，富田芳雄，渡部貴美子，福井美幸，福島初子，浜本敏子，出越雅子，佐藤
玉枝，徳本雅洋，丸山マミヱ，闍田禎子，福岡澄子，中西康富，木村郁代，井上勝美，井上ヒロ子，結城秀子，塚井定子，岡山あさえ，後藤良江，
柏原松子，小笠富喜子，闍原英子，森上栄子，矢野幾美子，山下叶子，阿部紀美子，岸本佳実，林慶子，米田照子，古田八重子，長谷部一啓，春名
登美，長谷部一美，長谷部華子，中瀬百合子，杉岡美代子，斉田益美，吉川寿子，内田久子，村上比奈子，栗岡薫美，一楽睦子，水口明美，竹内圭
恵，近藤惠子，近藤敏彦，大角悦子，木本貴美子，木本博，山崎良子，岸野久子，西森善徳，近藤久美子，浜松時子，山本紋子，長浜敏子，山崎尚
子，田村ひろみ，山崎昭信，川西福男，間久子，枩田仲子，松本愛子，久保幸子，寺島民子，堀田智子，大西ヒロ子，三好文子，田村育子，松崎寛
子，板垣ハルヱ，西森由美子，山田勝恵，吉村敏嗣，谷口丸子，鐡岡美代子，吉成由利子，小川喜代子，吉成孝史，瀬野啓子，佐藤利子，田邊正志，
田邊幸代，小久見千恵子，服部和代，奥山幸子，山田悦子，富永喜久枝，幾原千恵，熊尾君代，山川許恵，岡田隆子，松山牧，西本文子，住吉陽子，
住吉道興，闍原明美，大井秋夫，清井美代子，貝出節，見骭日子，三宅敏恵，猪子昭二，大野清美，国見博子，金西善秋，相木明子，相木重之，大
井邦子，竹治三郎，藤崎幸子，岩佐正江，浜口令子，竹口璃子，山地恭子，山本勝子，滝口久子，清水和子，領田照江，藤崎陽子，近藤幸子，川野
恵子，谷口紗千子，二木洋子，大津広子，尾崎いずみ，領田孝男，五孝忠信，山田満江，領田英男，五孝春美，寺内政雄，近藤智恵子，佐光明子，
南章子，増田富佐江，寺内美代子，川下ヒロヱ，小川明美，森田貴子，久保福子，中野竹子，宮島妙子，美谷千代子，福島英理子，中西省吾，大井
時子，中川明美，福田整子，立木恵美子，闍木玲子，一丸洋子，闍岡順子，闍岡弘，井出幸枝，久長允子，樫谷純子，芝原弘子，杉井ひとみ，川上
弘子，勢川實，池田七重，勢川絢子，竹中真由美，濱井光代，森田荘一，高橋一江，笠井明美，柴田典子，鳥海幸子，山本悦子，小松利弘，中西洋
恵，笠井亮佑，笠井祐里，福田榮子

茅野忠教，細田欣也，黒田和江，瀬野一雄，岩田美和，松岡康子，宮内幸子，住友奈保，細田悦子，田村トシ子，浮田久美子，
新山悦子，河野順子，佐藤敬子，網干千鶴子，早田和子，大山広子，川崎厚子，篠崎一美，細井房代，大野モトヱ，稲田則子，

大政真弓，窪田百子，山田房子，重岡道子，宮本正人，村尾孝子，村尾寛，村尾美名，芝秀子，高橋公子，鈴木敏子，出柄安高，出柄時子，野口あ
けみ，闍月昭美，本多千鶴子，和田良子，後藤敦，松田倫子，松田典雄，伊藤恵子，芳野美智代，丸山キヨ子，鎌田久美子，森並迪，上堂光子，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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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タカ子，宇野浩美，宇野由男，井上繁子，桜田淳子，島岡由美子，宮本幸子，丸平清弥，渡部正枝，渡部信雄
久保浩，和田具子，岡田佐奈恵，岡田隆祥，和田浩，高田暢，高田倫子，高田敦史，高田啓子，高田優，宮本至，宮本勉，宮
本学，岡田淑子，宮本道子，宮本正気，三好涼子，三好祥子，和田隆子，和田延穂，山闢泰代，室津章子，小野千鶴，伊藤恵

美，森勇美，大原和代，土居好子，山本都子，岡上早苗，武内政子，中平美佐夫，浦田正江，中野正一，中野正二，佐竹和佳，青木智登美，青木茂
男，上岡輝雄，岡林寛，宅間康喜，岡本幸子，橋村諒子，横田和子，東廣，清水奈緒美，渡辺ゆかり，片山波香，片山晴文，池中仁美，江渕未来，
氏原史子，沢田朝子，桧垣三枝，福原好栄，山本多恵子，浜崎れお，久川弘子，平田美都代，冨田由紀，山闢正己，松本みきえ，吉村佳津子，川崎
美和，西岡満，中熊いづみ，篠田陽子，江口かな子，下村夏美，田村加，小松桂子，後藤章，金智恵，川村みほか，堅田千鶴子，片岡美妙利，岡本
佐保子，江渕澄，海野美和，内田裕庸，乾香江子，市川ミサ，泉美保，池田沙優，秋月賢一，青木陽子，小笠原照一，岡闢徹，下村堯基，下村多美
子，石原ひとみ，小笠原幸代，小松俊才，下村小夜子，信高春代，山元民，三谷富二子，岡崎幸子，松本秋子，大石允子，大利彰子，吉川邦子，三
谷晴美，美濃道夫，猪野由三，猪野幸博，谷口きぬい，谷口博，松岡和男，Natsumi Shimomura，江渕孝子，新井恵子，浅川幸子，井門啓一，岡林
直子，岡村栄子，三好涼子，高橋しのぶ，高橋忠良，谷本雅子，岩崎丸，佐藤泰江

山本和恵，岩子富美子，徳重嘉子，永松比呂子，池富智子，山下照子，西村眞弓，西村真澄，闍田稔，河内山厚子，榊原陽子，
野田和子，入谷徳子，石坂聡子，鬼塚秀代，野田和子，楠田靖子，今泉美知子，樋口恵美子，山下廣喜，山下順子，藤林良子，

柴田朝子，松浦勝己，笹平のり，大村光雄，中野ヨリ子，木元静子，渡辺キヌ子，中村俊子，宮崎由香，吉武洋子，瀬戸口久美枝，二ノ宮江里，吉
田忠彦，上田雅子，秋山真紀，大村和子，下川せつ子，松田一喜，庄闢礼子，柳和子，堀禎子，望月智子，今村美智子，河原真理，榊原直子，井野
桂子，漆谷幸子，神松節子，田中洋子，神松玲香，鬼橋美代子，福原貞子，今泉淑子，長岡洋子，蓮尾まき子，川添和子，池田守一，小坪カズ子，
藤井明，野口陽子，中川誠子，中村悦子，永田富子，田中安子，村井博信，真武恵見子，藤吉一巳，岩井英司，八木勝，八木久美子，牧あきえ，前
原千里，安延清子，仁科康子，江島サチ子，衛藤隆一，衛藤トミ子，衛藤大輔，衛藤哲夫，八木田トシ子，宇藤幸江，松波弘二，志賀紀代子，西本
直利，西本耕三，西本睦美，深田善子，實崎圭介，水谷由紀子，笠井宮子，与田シゲ，松隈裕紀子，高橋久美子，小田紀代子，北岡裕亮，橋口清司，
田渕和子，高野和美，中山よし子，徳安明子，今村眞弓，内川マサ子，渡辺ミエ子，渡辺加代子，林恵偉子，福坂和子，谷平敏子，坂口義雄，吉田
弘輝，吉田武幸，武藤数子，村田明子，馬田和子，猪木智子，原幸子，原幸徳，野田明子，林田まゆみ，増崎和枝，闔昿藤江，近澤美和子，加賀田
博樹，加賀田寿美，有村緑，岩下佐代子，寺島洋子，石橋定美，樋口裕子，翁玉香，劉真季，翁鳳齢，劉美春，市丸祥子，山田カツ子，養父みや子，
養父久徳，園井豊，園井ミツル，緒方紀子，緒方久人，緒方宏美，徐静媛，内野和江，木庭十九生，木庭千鶴子，三宅義則，三宅慶子，田島ゆかり，
八尋チヅ子，八尋毅，弓削宗昭，石橋敬子，長島政広，田中康美，田中悠美子，星野享司，星野良子，天本美津子，天本美由紀，柳功子，柳妙子，
尾野アイ子，尾野睦代，緒方喜美子，原富奈美，原富恭子，吉田美咲，鶴山静，久間京子，吉原比佐子，相川正敏，相川ヒロ子，田中朋子，田中万
雄，永利壽伸，永利百合子，横山陽子，藤本フミヱ，廣瀬久美子，廣瀬栄子，廣瀬和彦，重松恵子，仲林純子，仲林一政，森崎明美，馬田和子，松
田房子，蓮尾寿子，三橋淑子，小山美智子，村田隆子，山口京子，山口トシ子，山口佳子，今村久実子，馬見塚久子，栗屋須美恵，徳永フミ子，井
方妙子，小柳久美子，馬見塚縫子，塚本洋子，奥薗文江，堤清子，三小田光次，中嶋光秋，北川永，西原惠子，堺シメ子，井形孝子，平山真由美，
井形英子，吉田英次，塚本邦子，末鐡恵美子，平野広子，藤田律子，田上みえ子，木下一代，磯部睦子，堤その子，山村一衛，池上浅香，中島スマ，
笠井淑子，上野恭児，上野千穂子，塩本幸子，水落律子，只隈富美代，今福鈴代，古賀文子，末吉靖子，石本モゝヱ，花田伸子，生清美智子，山下
京子，田中信子，伊藤トモエ，坂口妙子，石田勝代，田原千代子，古賀マサ子，渡辺映子，前原ハルヱ，松尾千代美，井形富子，境静子，蓮尾幸子，
渡辺ケイ子，渡辺伸子，古賀ヨシエ，中島華恵，楠田美木子，嘉村聖子，塚本裕子，江嶋勝代，江口シン，古賀博子，梶原芙美，村中麻路，境美佐
子，闍倉勇，田上江美子，吉田恵美子，児嶋富江，西村悦子，石橋秀子，川口吏都子，太田ヨシ子，小柳悦子，鐡田豊子，金子昌子，宮崎直子，前
原壽子，前原サナミ，松尾千代美，松尾智津子，小柳敦子，前原悦子，中島満利子，三澤幸枝，松尾英子，宮本リツ子，植田恵美子，松田房子，平
井靖子，田中八千子，前原千恵子，江崎鉄夫，杠正治，一安静美，杠澄江，原ヒデ子，吉田ハルエ，島添幸代，堤意治子，塚崎スミ子，池田トキ子，
嶋田留美，宮阡照代，伊藤小百合，立石葉子，井下律子，船津恵美子，松村由紀子，坂口晴恵，山本律子，小宮佐奈美，竹田義美，竹田マチ子，矢
田健一，矢田博子，中野精一，竹田玲子，前原政次，白石美佐子，西山幸枝，松尾正彦，竹下久義，高口美津子，松藤千代子，木下洋子，田中伸子，
坂口馨也，野村典子，仁田原ミエ子，甲斐東三郎，田島貞子，平野喜美子，三浦淑香，執行信子，住吉和子，跡部カズエ，橋本浪江，小柳邦利，吉
田芙蓉，吉田猛彦，中村貞司，岡村智子夜，大橋由美子，吉田人美，岩田徳子，冨安加代子，佐藤靖代，辻菊枝，近藤カズコ，大森淹子，坂井洋子，
河野和子，西山知砂子，吉田俊雄，松重彭子，松本久枝，雨夜康美，早川真利子，安藤恭子，園田和枝，山隈淳子，林紀子，田坂晴美，佐藤幸子，
待鳥光世，立石キミ子，中島りか，闍倉ナツノ，山中美智子，清水トシ子，内山久子，宮下幸江，近藤静江，猿渡早苗，樋口鈴子，佐々木尚枝，広
重寛子，原口緑，友野ツヨ子，島博，江口孝，汐待佳代子，野口友子，松尾美代子，日吉さえ子，秋元篤，足立文太，小林明子，坂梨和代，平塚あ
けみ，高岡典代，難波彰，松石徳秀，難波トミヨ，徳永鈴子，古賀澄子，碓井広一，白石睦美，栗林昌子，星野節子，星野貞之，古賀多栄子，福澤
英子，小柳栄子，小林弘子，岡村美穂子，渕上信子，仲スミ子，仲智恵子，古賀英子，河口貞子，古賀久子，蔵谷利恵子，藤川律子，吉田紀美子，
松田昌子，村田美智香，甲斐紋子，竿尾恵子，中村ミサヨ，今村房子，古園井賢，古園井純江，黒田三木，澄川京子，小渕幸美，前田典子，山下一
之，橋本富子，矢野和子，藤田リユ子，石松節子，中島百合子，千蔵シヅヨ，末吉國子，鐡田日出子，幸丸愛子，坂本洋子，牛島設男，野田泰子，
原田裕理子，角和明，武仲えい子，富崎恵子，岩崎光利，永野美代子，松村佳子，小俵誓子，枝折幸親，中村アイ子，中通一富，浜地八代子，三上
恵子，最所仁美，杉浦芳子，鈴木直美，落合マリヱ，鈴木広隆，千手咲子，奥園末子，塩川玲子，竹中睦枝，星川真弓，橋口啓子，平田智子，則松
千恵子，則松彰，蔵重キク子，蔵重トキヨ，蔵重正治，加藤昌生，加藤多栄子，広石崇，相良敏行，梶原京子，小野山京子，岸加代子，田中はや子，
三宅博子，藤田安穂，原口靖子，藤本優子，金子泉，加藤佳代子，天野美砂子，福本ナル美，黒土サダ子，松岡昌子，津村まち子，木田美智子，橋
口繁喜，奥井千春，後藤彌生，筑紫英子，高山基，野口弘子，副島保子，吉村淳子，瓜生道子，碓井薫，石井孝代，相緒綾子，瓜生政子，千々谷陽
彦，赤坂嘉代子，小山実子，宮里璋，宮里佳代子，有江澄子，井上美代子，井上利男，高市智津子，一塚カオル，伊藤博代，井上典子，羽禰田源喜，
羽禰田早苗，渡辺政江，重谷郁子，内山幸子，西田ナミ子，川崎泰子，荒木知子，林光江，林功，堀部初江，末原ゆかり，大塚照代，三好日出子，
林正也，今福茂喜，植野邦子，田才千恵子，田才敏子，菅原寛道，日野初美，本松満喜子，本松美緒，森井文子，近藤秀子，藤川英子，山本よし子，
林美枝子，内田静香，野津キミエ，眞辺晴美，近藤知子，河崎末子，今井多九郎，森山みどり，平山静枝，清水美智代，須崎房子，中島公子，中村
ヒサヱ，守口滋代，守口和子，守山トシエ，吉田三保子，渡辺ひろ子，阿部孝子，西礼子，鎌田六男，羽廣竹夫，村瀬直子，山本悌子，末松寿恵子，
林強来，石松哲郎，野上ひさ子，兵藤由紀江，田里照子，弓削美保，宮地完治，宮地朱実，佐々木葉吉，大音博子，山崎桂子，南千恵子，小笠原千
都子，小笠原語，中島浩子，守圭二，岡部ヨシエ，青木良子，羽廣信代，良永トミ子，飯田京子，飯田行雄，井上安子，井上一恵，佐藤智子，山口
留美子，光延和賀子，佐々木桂子，竹之内正人，竹之内朋子，古賀律子，吉田千鶴子，梅本典子，島田節子，吉田満智子，堀江みどり，馬田穂波，
武藤尚人，武藤数子，木本絹江，小川陽子，稗田芙美子，行武尚子，闍田美代子，庄崎愛子，古賀寛子，牛島秀雄，藤原静子，江闢富美子，井上礼
子，森重松，甲斐田清美，冨安千代，平田早苗，黒田太地，矢部裕己，金子由香里，飛永康博，中島キヨノ，飛永由記代，笠チヨカ，加藤清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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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田邦彦，矢部高子，金子孝子，黒田真理，加藤和子，広田茂信，戸田恵美子，広瀬旭，大久保栄，古林レイ子，竹元昌之，早川清子，大塚喜保子，
丸林勝子，川添千枝子，大石隆博，安河隆子，柳田まき子，高田文子，伊藤浩子，井上堅護，源五郎丸和子，白水房子，白水久代，丸山澄夫，上田
富子，長嶋正美，山下浩子，龍和歌子，木立昭子，田住綾子，花田秀信，岩本修二，青木実，平山ひとみ，波多野衛，稲田淑子，富井久，富井慶子，
田中義是，松家糸真，松永澄子，底田有理，佐藤清治，佐藤慎治，松闢桂子，木内信子，梶原ノブ子，杉田さえ子，木山美津子，木村艶子，三浦千
世子，原口めぐみ，時山徳子，樋口紀代子，佐藤紘子，福田素子，闍木ケイ子，佐藤笙子，浅田邦子，西川渉，郡司新次，東木勝治，戈藤善輝，矢
野隆，矢野信子，渡邊貴子，秀田春美，熊谷裕子，徳川須実子，木原満里子，角淳子，清水武，田中ミドリ，白川赫子，清水美智代，井地フサ子，
井地愛夫，浜池善喜，長路純子，花田早苗，石橋倫子，原京子，大和麗子，小宮初子，森永重徳，安河隆子，ゆっくグループ，大池カスミ，吉川且
枝，和田利子，岡村ハルヱ，黒川チエ子，塚本不二男，猿楽トシ子，加藤正子，高橋春美，市丸治子，一ノ瀬愛子，浜野貴代美，赤木和江，宮原チ
ヱ子，篠原房子，池田圭子，加来鈴子，加来恵美子，浦本チトセ，檀光子，田代麻美，田代瑞穂，梅津シゲ子，吉開律子，吉村篤，田川茂子，西田
ユキエ，村上恵子，諸藤信子，古賀ひろ子，内田すなを，田中文子，古賀美知子，田中カヨ子，石井ミヱ子，大石悦子，中島清子，大西由子，宮本
若枝，堀崎憲太郎，田村法子，吉田啓子，小河原匡子，岡野フサヱ，轟木雅枝，大澤美枝子，内田朝子，浦上久美子，岩本瑛子，長柄保，恵須川良
子，前田洋子，内場由美子，矢野和枝，藤野妙，田中英子，闍田圭子，弓場美母，鍋山弓子，板谷光子，江見洋美，境美智子，柴田亨子，立石幸子，
柴田瑛子，伊藤道子，森沢敏子，瓜生叶，瓜生和子，城里生英夫，驂楽ミツル，植木京子，伊藤登美枝，南重満，室井晴美，闍橋節子，梅田和子，
桐原和夫，桐原恵美子，竹林博子，竹林郁夫，小野和子，樋口和雄，樋口則子，松田由利恵，山田不二子，鶴田順子，岡村あや子，生方末良，塚本
菊一郎，壬生みどり，魚住昶子，許斐孝代，木村菅子，川口久美子，上原真知子，林早知子，大塚恭子，岩永トシエ，森下昭子，中川郁子，長野友
子，樋口泰將，明石正弘，玉川たまゑ，原嶋英男，田中洋子，狩俣淑美，瀬戸かつ代，熊谷年子，古海すみえ，阪下行夫，田中通，岩見和子，田中
弘子，大崎澄子，今村実子，東千代子，薙野和子，富安米子，尾山清，坂田ゆみ，溝添博満，溝添須美子，松崎澄子，川崎美芳，篠原瑠璃子，唐田
冨次郎，北岡かよこ，寶珠山直子，高橋佳子，山永スズ子，赤松硅子，村田泉，広長茂子，田村初子，川上輝子，原弘子，花畑教室，滝口美津子，
闍柳詔一，平井紘正，田食瑞子，笠原勤，西出啓子，篠原文治，冨田一彦，糸山園枝，糸山登志雄，亀井千代子，郡島マツエ，蓑原徳子，鳥飼弘子，
末次ヒサノ，古川冨士子，柴藤太郎，中村清子，桑野千江子，池之徹，横尾勲，井上眞児，高田一誠，，高橋英人，森俊子，井上千鶴代，川闢キミエ，
落合和美，萩尾日出生，原田キヨ子，龍和歌子，山本仁美，高原さなえ，川崎美芳，大沢ますみ，堀田恵子，北岡香代子，樋口富子，伊藤美貴子，
福田清太郎，八藤丸勝基，博多クラブ，山王クラブ，秋満満江，塚本裕子，阿部兵弌，木曜会，魚住昶子，瀬口タミ子，花田明子，森山淳子，谷口
百合，福田一哉，丸山幸雄，副島信，廣渡容子，山下弘子，東郷美代子，澤田アサ子，重松 子，上村彰子，樋口ミヨ子，山内利恵，田中君江，藤
川エイ子，永里和子，松川洋子，朝久フミ子，松闢トシ子，太田博俊，山田良子，福山富美子，井崎完子，梶谷紘一，城戸朝子，在津久美子，安増
励子，安武三維子，今林美智子，中島一郎，長井洋文，伊藤美貴子，岡田清，山本千佳子，大橋千恵子，大鶴喜代江，高原祐子，古市真弓，桃源会，
高園邦子，吉田精宏，福島泰子，伊東充子，村瀬恵子，相良紅，松尾登美子，裏辻美由紀，守多恵子，松尾栄二，徳永強子，和泉一子，田中雅明，
長嶋かほる，小笠原典子，城山福盈，藤沢好江，淀川百合子，原京子，蔵元和代，岩熊マサ子，茗荷ヒロ恵，上妻和子，闍野桂子，野村清子，佐藤
光枝，山本呉葉，田島ミツエ，中川澄子，原美枝子，森田和子，池千尋，三橋富美代，狩俣淑美，横尾節子，江島幸子，浜地照江，荒木弘子，垣本
千鶴子，白石慶子，田浦陽子，田浦京子，梅野登子，梅野伸幸，横田延子，原口光和，原口典子，森光幸，本庄初枝，本庄利明，畑すみ子，塩崎涼
子，小野寺素子，植木俊雄，中村典子，平山房子，三亀公江，闍木隆子，正司潤子，益山喜八郎，国部恵美子，馬渡智恵美，宗徹子，西村文子，川
口隆広，千代丸史子，相良和彦，相良吉之助，相良恭子，相良迪彦，相良幸彦，相良弥生，久保田鈴子，久保田正昭，久保田昭夫，田中フミ，吉村
初枝，山闢千秋，渡辺恵美，斉藤登美，前川由美子，井手美智子，泉真弓，城丸武，首藤裕子，永利満，藤田真美，案浦春美，真田久美子，内田新
一，内田照子，岡部筑夫，松闢垣實，山下裕，山下幸子，木村丹三，木村真知子，木村文子，森田敬子，八尋玲子，中村正栄，中村哲也，成田正義，
成田美代子，吉村和子，徳永千代，水越スミエ，緒方寿美子，緒方義光，渡辺常右衛門，渡辺和子，古賀澄代，石田三郎，鈴木謙一，花田秀夫，花
田佑子，陣内大介，陣内洋子，後藤登志子，茅島美智子，盆子原弘，盆子原勝己，盆子原みや子，川原桂子，金助田哲雄，松本純男，水町信次，田
闢龍弥，大田道子，富安洋子，田中ヒロミ，太極養生会，中村洋一，下田房江，田脇スヱ子，内田ヨリ子，永野博俊，野口トモ子，松浦喜代男，加
束セツ子，越智恭子，越智和子，岩佐郷子，新田純子，松井聡子，山口恵子，村岡英夫，村岡靖子，大蔵純子，尾崎美幸，矢永邦仁，佐々木智世美，
辻生佐智子，大塚直子，武谷シズカ，山中兼雄，冨谷茂子，古賀康博，幸地由美子，有角靖子，村田恵子，中野郁子，好村笑美子，穴井敬子，鋤田
哲雄，福岡県健康太極拳クラブ直方同好会，鐡田佳代，佐藤寅雄，小南チトセ，本田モモカ，本田篤，森下久子，神谷洋文，神谷留津子，神谷タマ
子，勝木藤枝，徳永幸子，冨原澄子，梶原佳代子，廣田敏憲，廣田真知子，徳永ヨシヱ，岩見利行，岩見サト子，岩見利一，黒山三枝子，黒山タカ
子，斉藤志津子，山本和子，山本紘治，山本マツ子，平山一子，遠藤隆行，遠藤正彦，遠藤スミ子，芳野富子，吉柳幸一，吉柳春子，吉田美智子，
吉田林之，青山孝輔，谷口富子，福田美和子，小野千鶴子，森チヱ子，丸山寿恵，森部照子，柚木礼子，金尾幸子，上村順子，深町真由美，吉浦緑，
牛島サダ子，穴井千満子，八山初美，鈴本由紀子，片桐智子，中谷利恵，平川武子，白木裕子，藤木弓子，高本辰恵，小松道子，吉川洋子，高田春
代，斉藤恭子，月江真知子，藤木正之，吉田洋子，宮城光記，伊賀並侯代，岩崎昌子，諏訪田てるみ，貝瀬和子，高田佐代子，添田優子，権丈ひろ
え，飯田政子，高尾麗子，扇塚弘子，横田晶子，西川福子，川崎通子，吉良ミサ子，高辻ヨシ子，林伸夫，石松靖孝，石松敦子，宮岡るみ子，山近
塊典，梶原満香，山近幸子，吉成涼子，末吉絹子，末吉寅雄，小南雅彦，和気くみ子，板野博子，二村きみえ，飯田和子，瀬川聰子，山下慶，伊豆
恭子，榊原ツル子，寺尾和之，鴻上雅仁，藤本旭，中西一恵，溝田那智子，香月光子，高橋昌子，藤嶋幸子，児玉泰子，清藤好江，力丸日満子，中
野征代，竹谷嘉江，中村文子，日高敏宣，合庭雄治，松下善四郎，中村清，簑田晴江，中江シヅ，闍倉悦子，山下素子，石井昭子，白浜聡子，川波
美智子，鴨山逸子，徳田ツヤ子，稲永マサ子，村田幸子，足立律子，田島昌子，平田寿生，江闢征二，境律子，岩下智恵，岩下由美子，戒能幸枝，
戒能良子，戒能俊明，松田義春，平嶋幸子，長幸子，宮地記，宮地麗子，落合祐子，宮原慶子，小野沙智子，前田順子，東野その子，足立央江，濱
田安包，福山美津子，兼田キミ子，力丸智，池田明子，日高弘子，日高恵美子，岩本道子，磯谷雪子，桝綾香，米森ヤス，森田若子，藤島久，山本
信幸，山本咲子，岡田奈里子，平本節子，松田孝子，三戸裕子，江口寿美枝，岡澤亮貞，中西正男，谷口幸子，池永勤子，石山建造，酒井俊一郎，
西条圭位子，樋口清美，原野早苗，花田智英子，加來雅夫，杉谷幸子，南郷米治，奥眞知子，宇塚美和子，管京子，所チヱ子，川原和世，南郷米治，
遠山迪子，中野万里子，河内笑子，西村由紀子，太田武雄，浜野昭男，南とし子，井上純子，岡田利勝，児玉タエ子，前田景子，高橋満子，柴田ツ
カ代，柴原久子，田中伊都子，中井智子，西川弓子，樋口鈴義，平田東子，光澤文子，宇口和壽，久家茂，闍水ミチ子，田中勝代，小永吉美千代，
矢野竟子，山田恒子，坪井由紀子，手嶋佐智子，夏梅京子，赤川浩子，吉松千江子，緒方恵美子，馬場英子，山口佳代子，馬渡宏治，吉井賢司，松
永弥生，福島キヨ子，池田由美子，樽見綾子，馬見塚啓子，渡辺昌則，久保田智枝子，田代千鶴，山闢孝，小田敏正，丸本淳子，森ひとみ，呉藤ヨ
シ子，猪原良之，菅智子，杉各幸子，堤悦子，山尾昌子，西本比佐子，森下千鶴代，東洋子，円岡加奈子，山縣一葉，田中信子，松尾厳正

山田純子，松尾洋子，江本マサノ，田中秀夫，小峯敏子，池尻淳子，TSUTSUMI YASUKO，宮崎泰茂，竹下恵美子，坂井洋子，
吉岡貴代子，佐竹記子，田林ルミ子，山根正威，須在善清香，尾野田凌子，宮口ヨシノ，重松米子，牟田口雅子，井上京子，

横内元子，溝江蓉子，山下啓子，井本和恵，井上みゆき，丸田羊子，永田ひろみ，宮崎一秀，千々岩昭子，脇山直美，井上民子，清水八恵子，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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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子，篠原五十六，久保緑，酒井康之，松隈マリ，大澤美枝子， 井公美，杉岡澄子，富岡順子，小池英美，松隈正之，江島ノブ子，久保光子，安
丸トモ子，野田あや子，半田重子，緒方セツ子，仁田八重子，日山サチヨ，安元アツ子，山口千鶴子，前田和茂，鐡富忠士，友廣英久，池田常雄，
立石充男，古竹弘子，川久保茂，小島利津，柳本芳子，楢田恵子，宇野久子，清水智子，西川滋二，名古谷正子，増富敏明，本田竹生，加茂知子，
下条ミチ子，吉田紀子，片峰千鶴，西川悦子，増本寿美子，廣瀬奈保美，岡崎光子，岩山和彦，嘉村栄子，新田峰子，松尾昭子，山口利子，中倉婦
美子，村川明美，門藤トミ子，引地昌仁，宮崎千鶴，本田淑子，佐伯すみえ，成瀬サエ子，久我稔，宮崎泰蔵，力武幸生，川原正信，武藤タカ子，
山下巌，吉田みずほ，條島眞，久野隆志，原すみ江，西裕美子，山口勝江，武藤キミエ，松尾フサエ，力武タチ子，古里ヒデ子，中尾喜美代，川原
正紀，冨永勇人，川原峰子，冨永千津子，塩崎強一郎，木多紀美江，前田文代，前田治人，梅崎とし子，大林茂人，大林伸江，山口ヤス子，吉田牧
代，山口博子，梶山末男，井手タツ子，石橋和子，山田万里子，藤笑美子，山口チヅ江，松尾恵美子，古藤幸子，池田洋子，山口和子，梅崎八重子，
鶴田智子，加藤ツネヨ，塚部美保子，池田とも子，池田サエ子，片峰千鶴，田上安子，木場睦子，山口紀子，酒井恵美子，野崎訓子，中島栄，中村
聡子，平野則子，持永ミユキ，櫻井京子，井上凱子，伊藤佐代子，室園千津子，田代敬子，権藤恵子，渡部香代子，江崎数江，矢冨幸子，前川サイ，
闍木邦明，闍木理美子，闍木健，闍木晃代，大石恵美子，古賀テルヨ，田中左知代，水城和子，池田チズエ，堀綾子，北村美恵子，吉竹恵子，安東
政江，原和江，原トヨ子，闍尾和子，畦桂子，弓削睦枝，原香つ美，弓削ツタエ，闍尾タカエ，原スミエ，原ミホ子，闍尾チエ子，天本久美子，天
本寿之，坂本真理子，亀山彰，中村武雄，楠田悠子，城本節代，田中鶴千代，橋本テルヨ，沼田満智子，細川美恵子，藤田澄子，阿部文子，井上小
代子，山本春江，堀田やす子，原恵美子，長野千鶴子，妹川登美子，北原妙子，古澤八重子，記伊賢子，記伊善弘，小山妙子，中村ミサヨ，小田み
どり，志田由美子，横山民子，下川剛，下川雅彦，下川洋子，永淵敏子，古賀君枝，原信子，岸川たか江，松尾ツタ子，木村洋子，小林絞子，藤井
泰弘，川上芙代子，長友清美，馬場玉紀，鐡田まつ子，吉丸千恵子，大川内豊子，松本美代，真崎千恵子，樋渡道子，原暢孝，池田真知子，篠原よ
し子，松林美代子，正寳優子，牛島和代，高橋勝代，村島晟介，荒川ソデ，中村美代子，広島幸子，井手行夫，井手敬子，杉山廣子，内山京子，中
山美恵子，荒川三千代，冨永糸子，古川敦子，山口弘子，小熊スサ子，中村シゲヨ，吉永美紀，山領京子，大宅寛子，森八重子，森りつ子，平野文
代，小松多美枝，飯田ミツ代，小山田美子，中村美津子，宮地ヒサエ，中村ミヨ子，小熊シヅエ，藤瀬弘子，岸川秀昭，諸井川子，岩瀬惠美子，中
村奈美，中村昭代，山田由貴子，樋口富美子，田代順子，中島恒子，福田ヒサ子，坂元せつ子，山崎志賀子，北川ヒサ，北川倖郎，小松由紀子，野
田守，藤崎昌，松尾弘美，太田光子，下平千恵子，古賀みゆき，江頭シメ，丸野美代子，北村美津子，宮崎ゆかり，森園美春，北原澄代，田中岸子，
坂井トシ子，久保園裕子，倉成富香，園田幸代，北島正俊，北島淑子，平川照代，金崎愛子，松石深雪，天本惠子，吉原和子，片江甫，今泉雅兆，
杉本俊行，野方治雄，池田百合子，田中匡子，古賀博江，横井久，近藤勝子，川島恵子，高野美智子，闍井謙一，古賀素子，古賀治子，東内啓子，
岸川直子，武藤春香，井上カズ子，中島俊子，田尻紀美代，富増信子，松枝宏明，玉浦睦子，大塚せつ子，千々岩和子，小野淳子，小野チエ子，小
野文吉，真島輝幸，武藤義人，武藤君子，原口範子，河野俊枝，久間和枝，横尾由美子，野中マツ，野中雅允，野中捷子，梅野實，梅野澄子，山下
千代子，山下恒雄，柿原廣子，柿原真理子，千綿藤雄，千綿美代乃，川久保不二子，山下ひろ子，塚原緑，記伊善幸，前間睦子，天本静世，園田ム
ツヨ，河野喜代子，今古賀環，村山美栄子，村山恒，永田啓子，仲真利子，福永やよい，岡ヒロ子，松雪千賀子，豊増清美，檪村春江，埋金清子，
木下睦子，福嶋正子，木下純子，原菊子，西久保公重，原マスミ，小林治美

山本道子，入江京子，諸岡田鶴子，林康子，村上利幸，村上裕美，村上京子，吉田和子，岩本芙美子，垣内妙子，垣内宏通，
永田耕作，永田冨佐子，宮崎達雄，宮崎美代子，光武須美子，若木スズヤ，野中智子，勝浦万枝，豆谷啓子，峰正代，岩永理

恵子，竹上緑，有田嘉伸，有田紀佐子，古賀野美穂，古賀野壽美，井村笙子，入江香都子，岩崎幸子，鈴木孝代，辻登志子，浜闢国子，石川典子，
福田玲子，生駒チヨエ，増本霪子，山下照子，馬場紀子，内野安子，梅本紅，溝上朝子，安芸律子，梅野和子，小田三栄，上田真純，大平倫子，増
島ヒサ子，黒田美代子，大島フヂエ，金子美枝子，尾崎千代香，石見久代，内島葉子，松見和子，宮崎ヒロ，三浦すさえ，森崎勝江，渡部美和子，
吉田久子，内嶋雅博，山下津代子，中川寿子，佐藤ヱクノ，中村光志，森野みち子，中野凡夫，天野ノブ子，吉岡夏枝，古瀬多嘉子，中村光子，宮
津徳子，闍橋ツヤ子，佐藤美保子，羽戸廣子，岩下真由美，坂田治雄，下田信子，前田ツヤ子，酒井久幸，中原由美子，藤田清江，柴田雅代，西島
礼子，一木由紀子，山口年子，安田智子，川崎英子，七種タケ子，古川恵子，中村美恵子，神田八千代，鈴木紀美子，福田小夜子，北原イワヨ，真
崎アツ，下操子，岩田寛子，森崎喜代子，山下隆弘，山下春代，中野教子，都甲泰臣，玉井晃，森岡信子，森岡浩一，田中倫子，前田美枝子，丸井
啓員子，竹下美由紀，中島美智子，八頭司榮子，東みち代，濱口和伸，海原一博，久保雅義，井上フサコ，川口せつ子，馬場キミ，西野すみれ，本
城光子，真谷由紀，小谷和枝，櫛山芳美，門脇和彦，本田清美，川野カズエ，野口のり子，森しおり，馬場博美，林美智恵，木戸忠史，片山清香，
青山与四郎，林田ユキエ，井上悦子，長門武志，長門直子，吉田薫，饌崎マサ子，林フエ，藤下泰世，永井英子，牧島敬子，有田ぬい子，中田修，
田中コトエ，長門禎子，小島知恵子，毎熊美根子，高本ハルノ，里優子，馬場清子，新井慶子，福田直代，小林良一，闍崎邦穂，鶴橋加代子，笹尾
満佐子， 田勲子，藤岡由紀子，福井一夫，増田義子，鬼塚美智子，平尾レイ子，野中康周，石丸栄子，野口敏子，山川信子，太田さや子，西田雅
子，渡辺幸枝，福田雪子，岩崎佐和子，中田慶子，草野寿花，馬込美穂，川崎弘子，喜々津省一，近藤さつき，中谷チカエ，野満静子，野満大和，
橋山美恵子，前田誠治，永江末子，辻ナナヨ，来嶋綾乃，堀田早苗，浦田満由美，古江菜穂子，田中綾子，宮崎彰子，坂本美幸，石橋治巳，小川孝
子，西照子，谷垣ゆう子，松永芳子，市野千鶴子，田崎サト子，内川澄則，川久保玉栄，小関信代，齋藤隆男，植田幸作，山崎里子，西野陽子，安
永嘉之，福田澄子，江口和子，中田寛子，石井智子，小路良子，草加利雄，山下哲雄，永松和雄，石田享，前田郁子，森恂子，梅本栄子，森愛子，
入井八重子，三浦義則，佐藤文雄，倉富真理子，穴見正信，烏山道子，青田玲子，笠田洋子，米田陽子，林田康弘，森山洋子，井手岩雄，折田文子，
田口としえ

中山和代，仲田環，橋本良子，菅野明子，紺藤勝子，倉岡エツ，吉田敏子，中原隆夫，中原メイ子，田中美知子，池田克子，
阪本和子，冨田淑子，星子久典，星子栞，高塚英俊，松田恵美子，伊藤昌之，伊藤節子，沢田一精，岩元克雄，仲田環，和田

国治，中山和代，竹上裕乏，倉岡エツ，廣川玲子，闍山尚子，菅野日菜，岩崎眞佐子，福下奈津子，紺藤勝子，村上里絵，坂本節，百束セツ子，武
原和男，悠遊太極拳花園Ｂ，百束智子，百束泰一，竹上裕乏，下田卓哉，松原憲三，浦壁環子，前田文子，下薗昌幸，村岡恵子，原尾京子，渡辺眸，
河原淳子，須田久美子，川口貴代子，木下久美子，梅田清子，立川陵子，春口和子，梅田信子，古賀敏子，谷川トヨコ，緒方博子，川野良子，岩永
孝子，橋本良子，山本千珠代，北川英之，北川ちぐさ，山田隆信，松本直俊，松本啓子，馬場徹，木戸民子，井村絹子，山下幹郎，大澤功二，河上
順子，河上洋子，中島絹代，益田莫子，竹中忠一，松永恵子，牛嶋佐雄，竹中豊子，吉田式宏，鹿央町太極拳愛好会，西南旭太極拳愛好会，大坂厳
士，緒方正一，野北和子，貞苅恵子，岩田倫代，坂本和美，坂本節，嘉悦章，樗木智恵，山下美子，西山桂子，上原まゆみ，林田誠治，兼子知慧子，
江頭ユミ子，亀田歌鶴子，酒井和美，村岡恵子，金山愛子，田上満代，芳田禎子，福村芳子，下川洋子，大谷陽子，小山由美，田中裕子，清水悦子，
熊本県やまが太極拳愛好会，隈部良子，前川しげ子，執行久江，東博文，竹熊満子，荒木一美，日吉静香，日吉チミ，平川マキ子，園田キヌ子，衛
藤初美，山下恵子，酒井昌子，藤森悦子，河野優子，太田早苗，大守トキエ，村中強子，桑原良子，森永由紀子，雎玉蘭，吉田博子，三宅英治，野
田輝子，坂下昇，河上澄，久野和江，中山浩一，別城美知子，黒田静子，佐保璋子，内田妙子，藤吉洸，杉本豊久，池田正年，林田ツルエ，河崎節
子，川上恭，鬼塚郁，野村安子，宮田笑子，村橋良子，長島トミエ，寺井光子，小四郎丸久，行田まさ子，小山昭征，中山玉丹，阪野進，幟川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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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玲子，福山小夜子，松川澄子，津田美千代，右田三代子，大野昭子，山之内佐栄子，北本高生，上田茂美，森崎美富子，下田里枝，鶴田宏子，
二神瑞枝，二神徹伍，河口雅明，河口明夫，福下奈津子，桶田チエ子，市村克子，松原憲三，岩本範幸，下田卓哉，一ノ宮麻紀，一ノ宮直子，本田
典子，桶田艶子，中山博継，倉原友子，大坂恵美子，名輪信孝，一ノ宮理恵，福下奈津子，竹上裕乏，闍木眞里子，宇田早智子，西村ゆみ子，橋本
良子，坂下和，須田智子，須田靖則，園田武子，山田廣美

岡部寿光，冨田キヨノ，冨田美千子，伊崎梅香，冨田トシヱ，冨田喜代美，足立道子，兼重美智子，伊崎成子，唐木クニ子，
富田富子，冨田利子，岡部辰代，山本英子，安部みち子，神田チズ子，板井守人，清水民子，折口シゲ子，大坪光子，光恒田

恵，三浦和子，丸山美代子，松尾英子，秦英雄，秦キミヱ，兼重勲二，波津久勝代，後藤桂子，安部美智子，二宮敬勝，二宮キヨ子，内山喜矩，志
柿陽子，安東文子，小川受子，安部倭子，見塩皎子，佐藤正年，南寿頼子，安東淳，安東育子，河野敦子，二宮顕司，平尾啓治，松本吏子，田中義
幸，田中寿子，佐藤光洋，佐藤昭子，村井トミエ，深田奈緒美，今富ムツ，頏チヨ子，安達善光，若杉幸子，甲斐俊雄，二宮よしみ，森梢，佐藤千
笑，佐藤俊雄，駒場映子，藤原ヨリ子，後藤タカ子，右田幸子，梅本延枝，井上香都羅，関高幸，相良和子，津曲好，坂井紀子，三浦智子，恒松恭
一，恒松夫己子，黒木セキエ，藤内モモヨ，藤内森人，三ノ宮正子，茅野玉代，闍橋律子，指原一人，清原秀雄，浅野冨美子，小池信子，小野アサ
子，後藤幸子，一ノ瀬智津子，鐚城美富節，梶原伸子，首藤ヨシ子，吉田洋子，吉田穰治，吉田剛士，吉田稔彦，吉田志穂，佐藤和昭，佐藤順子，
佐藤久美子，挟間良信，平野タミ子，平野敦子，真田忠彦，真田博子，真田賢治，浜田典子，岩本幸太郎，岩本さち子，後藤千鶴，後藤誠，後藤哲
安，日野敏子，藤内敬，嘉藤田マチ子，石川義秋，石川クニ江，安部喬子，吉良正治，幸勝子，上地ミツ子，諏訪フミ，伊藤宏子，橋本絹代，後藤
由里子，釘宮清子，矢幡千穂，矢羽田令子，諌山恵美，異儀田靖子，仲尾繁子，松場昌子，野上ソエ子，鐡川民子，堀イツ子，赤嶺好子，関屋敏江，
渡辺ハマ子，安田千代子，後藤美智代，太田和子，惠藤正一，川野富子，川越フミコ，梅城民枝，神田スミエ，舞弓和子，後藤紀代美，藤川ヒデ子，
川野智子，深田英子，首藤事世，広瀬貴代子，衞藤早苗，伊東民子，阿部二三日，須藤淑子，伊東千里，村上光彦，古田良信，永田知子，秦恵子，
椎原サヨ子，田上ノブ子，田上文子，西田光代，西田康正，佐藤正広，増原寛，増原ひとみ，藤田昌子，藤田舜三，木下武雄，末永勇，小池光枝，
井上武，井上千鶴子，舌間綾子，小林民雄，小林トシコ，吉冨シズ子，野々下佐智子，野々下文宏，池尻健二，埜口真喜，池尻典子，池尻一，山村
カズ子，三重野静香，闍橋八重美，佐々木三郎，佐々木ヌイ子，池尻富枝，田中節子，坂本重利，坂本光子，佐藤久子，藤原和子，吉島八重子，吉
島善昭，永尾福康，永尾久仁子，和田秀子，松岡和子，栗林香月，那須香，亀井嘉子，塩月千恵子，塩月康弘，佐藤春子，内田ヱイ，安部正勝，安
部純江，森田静雄，礒野ミサ子，溝辺信子，溝辺好子，結城芳子，古川湊，大城恵美子，後藤夏子，後藤雅子，後藤欣哉，井上静代，仲祐貴子，仲
郁代，麻生イマノ，後藤巖雄，横山ケサ子，真部八重子，工藤寿佐子，加藤久美子，姫野敏夫，野田笑美子，後藤美智子，林直實，大平りえ子，小
野加代子，野村幸恵，藤川駿一，宮崎亮一，稲摩昭子，荻本千代子，直野清代，山内眸，池見幸代，小手川淑子，小手川霪子，小手川貞子，齋藤ミ
ツ，白石ヨシヱ，高野フジ子，多田カズミ，富永美江子，福田和子，前田満智子，冨來照子，直野京子，岡村千恵子，岡村百合子，岡野キクヱ，池
見智子，安達重子，安達闊子，外山喜代子，牧かよ子，安達マチ子，安部妙子，安達八重子，松尾富美子，原祥子，重岡逸子，天堀享子，内田喜代，
伊東伸子，佐藤俊郎，木村幸子，岩尾八千代，神田幸子，麻生モモキ，大塚雪子，土谷ツヤ子，山崎三千子，原幸子，春藤芙蓉，麻生ミチヨ，中嶋
和加子，平田もとみ，甲斐公美子，大塚志保，安藤勝子，長尾加代子，中野智恵子，吉田利鉄，千鳥安雄，利根美郎，山出倶子，多田千鳥，姫野幸
子，村上カズミ，清田正夫，梅木千惠子，末松公元，鳥居里美，丹生幸雄，蛭田洋司，山内清光，前田紀夫，直野東，内田三左夫，小手川常雄，児
玉雅子，末松安子，丹生頼子，吉田眞須子，鳥居光代，斉藤久子，野村花子，安藤道子，伊藤アサヱ，姫野芙美代，蛭田恵美子，川中涼子，阿部ユ
キ子，古田球子，佐藤利江，大野町太極拳教室教室生一同，渡辺ミチヨ，原絹代，中野喜代子，菊池純子，吉田隆司，久保田成太，高田育子，岡田
圭子，浜田武代，佐脇幸子，辻健，牧野千里，戸林勝子，國次美智子，植田易子，片川慎一郎，西見昭雄，別府市日中友好協会太極拳教室，美濃加
津子，河野邦子，西山そよ子，染矢志津子，財津武子，石田房子，石田隆文，加藤維都子，芦刈スミ子，坂梨孝子，多賀愛子，佐藤祐喜子，梅田綾
子，秦千恵，佐藤繁雄，大平徹秀，大平真由美，大平卓志，河野純子，上野博子，戎美由紀，後藤正三，後藤ミツヨ，中川則子，上野シズ子，大分
県日中友協太極拳普及部，大坪美智子，矢野栄子，穂積美喜子，石川千恵子，遠嶋美佐子，深見久美子，小野紀子，阿部フキミ，新開光世子，後藤
ハツネ，和田義子，得丸保子，甲斐尚臣，甲斐弘子，中野エリ子，伊達嘉文，大神睦子，曽宮幹夫，本田正子

宮野原君栄，篠原千津子，米田マス子，佐藤明，長友幸子，濱渦育子，竹田達夫，今井久恵，三輪公子，山下幸井子，長友美
也子，佐藤公子，平岡キヨ子，河野奈緒美，米山順子，児玉光生，児玉スミエ，岩永知佐子，日闍亜由美，井上恵子，原口エ

ミ子，吉田和男，馬場泰彰，増田末子，島子芳子，山中富美子，川崎逸子，杉田貞子，永友世志子，河野嬉子，永友利恵子，後藤睦子，蜷川さつき，
壱岐桂子，巽恵，黒木茂高，山村直美，板東篤子，板東艶子，長友イク子，河野ミキ子，橋昭子，黒木範子，佐藤文子，久米政治，久米静江，津隈
陽子，里岡ヨシ子，安藤重嘉，山村タエ子，山村近家，山田ミエ子，長友康代，佐藤節子，小宮正勝，佐藤政代，梅田節子，小山富美子，那須美知
代，成合伸子，小畑桃，田中孝雄，日闍千津子，稲留孝男，稲留拓子，栗山英樹，宮副智子，川崎綾子，上村育子，鈴木みゆき，畝原美穂，渡辺テ
ル子，古谷千津子，上田澪子，光中恭子，梅野法子，一宮チカエ，並木好枝，田井ヒデ子，小田しょう子，鮟島聖子，佐藤藤美，久保田恭子，岡本
文枝，青島森子，濱方堅市，柳田宮子，荒田千代子，岩瀬史子，竹村光代，大野崎子，菅孝子，岩村マチ子，伊藤孝雄，大原香苗，黒木民子，日闍
菊子，塩月典子，古賀幸子，海野京子，三輪志津江，闍木良典，甲斐千里，吉田数美，窪田朱実，佐々木和子，粟田恵子，河野奈緒美，佐藤志保子，
中田和子，新名秀明，米田フク子，久峩良修，中村公明，佐藤ヨシ子，酒井邦夫，岩城茂昭，三角千里，戸闍十志，赤須静子，原武久，原結子，津
田恭子，中村三郎，吉永貞子，大山光代，闍原正子，石田幸子，渡部マリ子，白濱昌子，桐原礼子，長野ミフジ，丸井和子，岡田愛子，松浦裕子，
田崎栄子，今和泉幸子，鳥原操，沼口トシ江，高橋典子，村田幸子，谷口亮子，山口聰，山口ノリ，外山光代，宮内クラ子，岩満勇生，清山秀代，
杉山利子，篠原寿満子，谷本綾，谷本正幸，白神比佐子，柿木佳子，森岡桂子，森岡敏浩，河島昌幸，川口ヨシエ，遠山凉子，矢野札子，落合弥生，
宮田真理，加藤ミドリ，古屋栄，横山通邦，春山貴子，神園ヨシ子，松下真由美，津田総子，田原京子，白神博，白神隆志，森玲子，竹田ヒサ子，
稲森スミ，木村卓人，木村つや子，木村秀人，川瀬秀子，矢野敏幸，矢野あけみ，矢野崇幸，坂本紀代子，永岑弥生，宮田克子，宮田浩司，有川喜
代子，新垣末子，中原妙子，石田一江，石田賀寿栄，森玲子，亀山弘子，闍橋紀子，黒田勝子，岩切二三子，間妙子，肥後弘子，小山田弘子，小畑
晴美，飯干美恵子，上原蓉子，榊久美，斉藤悦子，斉藤友孝，斉藤昌美，田崎恵子，嶋田里香，山中豊子，原田闍巳，小浦陽子，斉藤末市，田瓜久
子，田瓜原雄，河野満子，河野暢宏，柴田哲次，冨田ミチ子，井上チクヨ，古山スミ，古山快男，橋口順子，服部君子，山下ヤス子，山下善弘，江
里千代江，原まゆみ， 野フタミ，黒仁田ハヤミ，阿久根ツルエ，黒木トミ子，黒木年春，中山有紀，中山博章，戸鋪たか子，瀬戸山哲夫，山元ア
キ子，前田ノブ子，中別府倫子，枦山光子，新名紀子，寺坂孝子，楠元千里，永吉諒子，入部篤郎，竹下京子，神田橋ミチ子，松元幸子，温水巧，
井之前方江，原麻由美，原昭一郎，黒木ヨシ子，黒木トシ子，黒木順子，田村ヒデ，中村八枝子，平川高之，里岡香，永井泰代，永井彪，小坂多美
恵，橋口敏子，黒木智子，松丸まき子，倉永玲子，杉山剛士，福地誉子，福地シゲノ，渡辺朱実，佐藤清二，遠矢定美，中津留チト，丸山ナミ子，
田原朝子，小田満子，温水敦子，大田新子，藏元武男，松井美鈴，永友幸子，山口弘哲，山口奈緒美，炭床文男，炭床タエ子，角井美奈子，角井孝
志，溝俣一郎，溝俣るみ，山口四雄，山口スミ，木浦米子，小松年光，河野芳子，甲斐千代，富田紀代子，作前アサ，加瀬田栄，沢田クニ子，冨田
まち子，小川芳子，中鶴富美惠，平野佐枝子，石峰ハツノ，橋口総子，上村輝義，児玉フクエ，黒木治喜，奈須美佐子，木之下理香，田中つ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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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村利栄子，河野光子，内田文子，久保田かめよ，平井融，大迫利文，八重尾久子，島崎幸子，宇都ミヨ，田野さざんかチーム，佐土原町太極拳協
会，妹尾哲，橋山和敏，秋山種夫，岩切敬子，鬼塚恒幸，福留敏子，原世津，子安美和子，佐藤愛子，横田由紀子，鳥原悦翁，丹羽省五，丹羽芳子

中山真理子，出石京子，原口典子，木佐木俊春，原武左那美，福留まり子，田辺慶子，阪下ヒデ子，福田守，梶谷仁三郎，新
原昭子，稲葉弘子，川崎裕子，大山キヨ子，小野田和雄，上熊須晃，谷口玲子，寒水静世，蔵ヶ闢光子，田中美千子，樋脇み

ちる，田中幸雄，樋脇明美，前之園信子，稲村麻由美，稲村麻未，稲村修一，寒水盛男，杉園卓也，杉園久子，杉園庄平，杉園満子，境慶子，榎元
文子，奥薗睦子，山下京子，中園多美子，満留里子，保田礼子，笠敏郎，稲村美代子，稲村勝，塚元みどり，日闍イツ子，木尾昭子，三宅廣則，日
闍典夫，小園博，池畑八重子，和田かつ子，竹下喜美代，原田直子，安井美子，田原直子，村山磯江，堂園イサ子，新留セツ子，藤本和子，新川英
子，末永カズ子，福岡妙子，花田美津枝，岩下友記，岩下宜子，小山護，内村幸人，本田智子，重信勇蔵，高石洋子，池尾久子，鈴木幸男，上原イ
ツ子，福永芳雄，笠恵子，岩下恵美子，山下良子，片寄和男，明護朝子，黒木彩子，渡邊勲，田中イツ子，大川トシ子，大川六男，町頭一子，村野
民子，鎌田裕子，瀬口啓子，中尾幸子，石田徳子，宇留島乃里子，磯口トシ子，福永久美子，定松馨，松並英子，西頼子，豊住ヒデ，美濃部朱美，
美濃部光次，定松アサコ，川畑律子，中村哲朗，石原節子，大川喜代子，大川利夫，小幡新吾，長坪千代子，川路妙子，北村孝子，藤原礼子，古川
和洋，日高洋子，重田アツ子，伊牟田茂夫，鈴木秀子，原田清美，小幡羊子，鬩山慈子，田頭千代子，三井五男，川上良子，鐡原るり子，東上床静
子，牧瑞子，古川寿江，宗方馨，冨宿信子，池尾正昭，谷文子，竹山幸子，川路ヨシ子，安田洋子，大山啓子，濱田清子，長山忠次，前田玲子，樗
木芳恵，樗木正和，種子田一子，中池悦子，国分美那子，舞田律子，中名主和子，法亢慶子，坂元玉子，迫光政，有馬泰子，有馬靖雄，平田麗子，
松元道子，永田功一，永田久美子，鬼丸朋子，筒井純子，中村ゆり子，塚元健一郎，磯口博子，久保夏恵，小園喜美子，野田ルミ子，坂下いつか，
宮脇美代子，磯口恵子，中村由美，鬼丸ヱイ子，五代淑子，川上妙子，池田良子，本田都矢子，樋口ツユ子，磯口トシ子，稲村圭子，岩切咲子，西
美和子，小野田早苗，岩下幸子，堀之内政博，堀之内ミツ子，堀之内誠，上熊須トモ子，岩下栄一郎，樋脇誠，後夷孝雄，磯口恵子，永田篤子，秋
山アサエ，芝郁子，児玉喜美代，今林真由美，野田久 ，小笹イサ子，實城友香，前村三子，鵜木ツエ子，今給黎広子，川田原昭廣，森ツユ子，山
城厚子，山元ササエ，山路久子，中野清子，花木寿美子，河野潤子，服部フミ，今村光恵，江口陽子，永山京子，尾辻義，森優子，森正，末吉登代
子，中村恵理子，柳田正子，増田淑子，春田牧子，尾辻義，進藤幸子，重田陽子，花牟礼正子，徳田章子，金澤修，野口洋子，久永悦子，渕之上繁
子，吉村サツ子，井出口達子，田中清子，野崎淑子，吉丸キクエ，中尾洋子，中尾昭吉，桑代幸子，桑代寿男，鈴木郁子，今給黎晃一，河野和子，
吉留芳子，東孝子，水野美和子，湯野純敏，稲田正子，白饌眞理子，飯田淑子，浜田純子，児玉美寿江，富永真佐子，岡留敏子，野入勝寛，神村郁
子，原口典，小山みゆき，柏木京子，沼田義文，枦山スマ子，枦山礼子，原口典，原口美智代，原口威信，原口雄作，池之上了子，池之上良光，藤
井松雄，大山陽子，重久アツ子，吉嶺キミ子，鈴木政子，有馬勝博，大脇茂子，山口美代子，下園清子，市来裕子，濱弓場ノリ子，吉川岱子，吉崎
恭子，田中俊子，畠中八重子，森薗マサ子，堀ノ内セツ子，畠中ヒロ子，辻洋子，桑水流博文，君野絹子，桑波田安，大薗ハヤ子，馬場博子，永田
光子，岩元龍子，川野克彦，下村タヅ子，饌田敏子，松田幸一，小田原君子，持増和子，藤井厚子，福森高，福森郁子，松元秋江，松元光義，川畑
浩文，鵜木由美子，宮崎行雄，牧之瀬辰己，米滿由佳，福地洋子，幸里美，田中スミ子，大木下フヂ子，坂上光子，丸山キヨ子，松闢友子，堀之内
妙子，中堂園攻，赤崎京子，坂本優子，稲留照美，丸田美智子，鮫島健太郎，三角浩三，三角ヒデ子，中村基栄，安楽悦子，安楽俊宏，古城エミ，
横山光子，堂薗武徳，南貢，南フチ子，南香代子，南禎彦，南雅代，小山玲子，西村重行，西村ミチ子，大庭悦子，南敏子，広島屋哲子，小牧孝治，
遠藤ヒロミ，篠田守夫，重信真吾，神答院啓子，重信隆一，重信正吾，谷村京子，馬場ノリ子，前迫寛子，大久保みどり，阿久根眞知子，今井節子，
饌田やす子，森田マシエ，堂山浄子，蜂須賀ヒロ子，池田幾美，山口良子，田中敦子，木村香由美，竹島敦子，山王義廣，福島和彦，堂園優子，中
野昭子，上薗チズ，肥後洋子，前原エミ子，甲斐ユキ子，内田スミ子，中原勝子，川原京子，日高治子，柿本文代，貞方秀子，永里洋子，木下瑞江，
近藤美登里，松川敬子，堀之口行子，芝生礼子，古田エミ子，清水正子，牟田ツギ，中村文子，吉田道子，池田ノリ子，草留浦子，闍田チエ子，山
内節子，徳田みゆき，平石千世子，市来功至，稲冨季子，市来正史，鮫島敏子，油田一枝，福元栄子，鈴木フミ，榮多教子，岡村テル子，田中滋子，
内村絹子，中山久子，古垣安依子，永田シヅエ，平川正子，池田松子，田原美雪，山田美和子，都成かよこ，松山洋子，鹿島貞子，黒江光子，岡崎
慶，新垣敦子，昇広義，大澤タエ子，斉藤紀美子，西川路ミチ子，吉永和子，住吉芳子，有馬ちず子，浜闢和代，新垣愛子，大迫カズエ，福永裕一
郎，脇田悦子，脇田正，東拓治，山本和枝，山本トミ，松田マサ，藤井啓子，井手三郎，仮山由紀子，脇野了，角野あつ子，関紀代子，有馬かえ子，
松浦ミチ子，関範子，安山イツ子，東洋子，橋本松子，屋宮俊夫，有川絹子，小川栄子，財部美智子，島廻利枝子，吉永和代，有村良枝，戸越敦之，
堀江隆，堀江福子，垣吉千浪，田中勝子，有村みよ子，水本幸美，川野慶子，中村カズ子，渡口絹子，小畑まさ子，川上一枝，岩山和枝，伊集院道
子，下園留美子，町田ムツ，小村スミ子，小平ヤエ子，大迫光子，有馬ノリ子，古川洋子，橋野美恵子，田中トミ子，岩山幸子，前原ミエ子，中原
勇，中原勇一，崎田明美，岩元美津子，前原富義，前原勝，内野優子，内野紘喜，迫間叶，平田俊郎，白川聡子，上山栄一，堤謙，牧和子，酒匂ト
シ子，永田けい子，山王総子，山王愛子，山王伸二，有島一美，桑木流博文，荻原武徳，川野嘉辰，川野見代子，阿世知ケサ，中渡瀬美千代，中渡
瀬勝，阿世知修，山下茂代，川原アキ子，瀬戸山ユミ，橋口マチ子，有田八月子，山下徳恵，上村桂子，中之薗政子，本田良美子，丸野悦子，尾山
秀子，森田洋子，西エチ，中村田鶴子，小湊博樹，小湊典幸，田野尻忠子，茶屋成子，田野尻秀明，原村タミ，篭原公子，三浦縫子，山下巳結子，
大工園邦子，味園イツ子，菊永隆信，桑代睦雄，有村かよ子，堂薗求，桑代ひとみ，仁田尾満知子，福留チミ子，岡村いそ子，松尾寿男，倉村富子，
米満久子，桑波田弘子，宇都シヅ子，東ムラ子，下堂薗美千代，峰元恵美子，野闢ひとみ，堂園慶子，八木和恵，大前純子，溜しずか，井上霞，永
江モリ，大城信子，舩闢清久，柿並久美子，柿並茂夫，舩闢義幸，小林ミヨ，森千恵子，上野泰子，上野義一，坂本郁子，船闢清香，船闢多佳子，
舩闢義孝，内六津子，内裕子，川原泉，古屋鋪玉子，有村正之，内均，兎払幸子，江波良子，酒瀬川シヅエ，石原清信，有馬万里代，石原素子，森
田ゆかり，脇田勝，菱田朋夫，櫻井作織，吉川英則，新村純雄，新村知子，小手 清子，石塚香，川原美登志，町田千壽子，柳田聰枝，山下ミチ子，
中馬美和，桑木野祥子，坂本郁子，有川美治，八反丸典子，泊マリ，篠崎和子，宮田義彦，寺下昭吾，寺下敏子，宮田義史，星原英機，尾下広美，
神田橋将治，畦地典義，濱田歌子，口ノ町悦子，住吉ミサ，桜井清紀，河野正芳，桜井りゅう，河野一雄，小平昌朗子，大河平 子，酒瀬川兼雄，
岩元順子，有島一美，赤瀬久子，安藤真理子，勝田和子，松尾ルイ子，花倉病院，谷口ツル子，内村むつ子，池井裕子，竹下初子，竹下友啓，松田
キヨ，松田秋則，松田智美，松田康弘，松田諒子，前田修，松山初代，松山チル，松山静，仁田尾千代子，田代千恵子，仁田尾博喜，松山真由美，
櫛下町ひろ子，川原真奈美，床波都，折田千津子，上之内絹子，福崎礼子，吉村玲子，比志島サチ子，芝原笑子，中村ヒサ，下村タエ子，揩木芳子，
前村満恵，石橋カズ子，南アサ子，松尾貞子，松下典子，若松順子，竹山留美子，鶴留義己，鶴留勝久，田代良民，前田さとみ，櫛下町フヂエ，神
園悦子，奥山エミ子，桑水流博文，森茂博，森潮子，児玉道子，児玉和男，春山ナミヨ，春山紀生，山元まち子，冨重圭子，冨重英子，大迫安代，
大迫文子，若松真由美，黒岩令子，吉崎ミノエ，八田麗子，八田明夫，南野貞子，宮迫道伸，海江田香織，宮迫洋人，宇田律子，天神恵美子，西愛
子，松木江美子，岡マキ，篠原裕子，西馬場捷子，小田サエ，平林万里子，坂口二郎，坂口嘉代子，寺師マユミ，海江田宏，堂薗洋子，宇治野和子，
若松典子，宮迫幸一，宮迫恵子，新原きさ子，森山スミ子，藤本和子，桑水流博文，岩切久美子，黒木孝子，富迫利治，山之内シマ子，盛田澄子，
早水政子，寺野知子，新保純子，江崎映子，有川裕子，小池和代，廣橋義子，中村清子，下木勝美，長野充伸，上林章一，尾辻美智江，柴田光子，
若松和子，黒木万紀子，鳥越佳代子，大薗敏子，大山みゆき，日闍裕子，日闍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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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清子，宇座貴子，屋宜冨士子，辺土名マサ子，宮城美津子，川上ヨシ子，伊波ヨシ，儀間喜美恵，照屋秀堅，島袋弘美，
小嶺里美，照屋正，仲宗根盛考，大城広之，新垣正次，仲宗根久男，照屋肇，松田兼栄，田名美代子，前浜洋子，宮城悦子，

上原静子，辺土名春子，久場島利美子，ロブレス祥子，小橋川佐智子，松田憲友，登川操子，島元正子，又鐡エイ子，伊是名律子，新垣仁子，山城
恵美子，高江洲千恵子，仲里久子，小橋川秀雄，小橋川勝子，安富祖正雄，奥間常，宜野座菊子，奥間安子，石川恵子，仲間弘美，池原驪，幸喜政
子，島袋恵美子，阿羽根碧，山城潤也，阿羽根美奈子，山城キミ子，友寄ヤス子，具志堅安子，具志堅秀雄，謝花小夜子，大嶺自紀，仲里和枝，比
嘉加代子，比嘉代利枝，神田順子，大城ヒデ子，真栄平文子，田仲友子，島袋恵子，大城善彦，仲本博美，照屋弘子，徳寿美世，兼城賢一，折山貴
秀，上間栄子，久田美枝子，宮城順子，喜友名千恵子，安座間ミヨ子，安座間盛秋，石川清智，照屋久江，津波古保，米須利恵子，小谷智恵子，平
良和子，金城美智子，神村政江，大城秀樹，奥間かほる，長田武雄，石川清智，山田光一，奥間小夜子，漢那憲太，真具敬子，与儀実章，美里ミワ
子，仲松弥市，仲松良子，西田マツ子，城間エミ子，島田富士子，川満美枝子，當銘秋子，比嘉君子，山城秀子，金城幸善，金城照子，仲嶺勝子，
金良規子，名城美津枝，山城情栄，前田昇，辺土名秋子，比嘉君子，田湯ヤス子，古謝正子，瀬名波敬一，仲宗根信子，比嘉キクエ，真栄平文子，
謝花チエ子，東恩納信子，金城仁太郎，金城孝子，渡口政健，市成八重，池原喜英，佐原清子，伊佐次郎，兼浜宏信，吉武房子，浜川初子，儀武息
榮，儀武安子，儀武哲明，儀間佐代子，渡慶次るみ子，赤嶺正市，金城順子，崎浜亜希子，大田智子，宮良信評，宮良麗子，真栄城洋子，真栄城隆，
津波真一，津波淳子，大川原和美，奥間絹枝，真栄城玄誠，山城利美子，眞喜屋實達，驂澤千恵子，佐原直志，比嘉ヒロ子，渡嘉敷清子，金城武子，
大城愛子，新垣昭男，中村實清，輿儀實善，崎山憲一，豊田真由美，新崎米子，比嘉好子，安森ヨネ子，赤嶺幸子，赤嶺保善，玉城勝子，佐久本千
代子，古堅宗彦，安里和乃，宮城節子，佐次田定子，安里恵子，大城尚美，濱崎悦子，新里公子，川上幸子，作下和子，新崎良子，玉那覇順子，真
鶴清子，島田幸子，安室松宏，比嘉和美，顰美根子，屋良恵美子，萩堂三恵子，照屋ケイ子，岸本節子，国場利津美，金良規子，名城美津枝，神田
勝江，比嘉和子，金城和子，村山美代子，謝花君子，大城百合子，内間ヤス子，比嘉悦子，仲宗根敦子，大城登紀子，宮城重子，上地幸子，比嘉健
治，比嘉順子，玉里みつ子，仲宗根広美，比嘉英子，与那悦子，仲宗根宗英，荻堂律子，仲原記美江，宜保早苗，津波豊子，豊里友英，宮城正博，
長浜文子，米須愛子，仲地悦子，金城勝，玉城満枝，城間明子，宮城末子，中村清子，輿那覇澄子，田仲貞子，崎原光子，松元栄子，伊佐笑子，荷
川取セツ子，安原初子，知念苗子，加藤康子，呉屋スミ子，當山菊枝，伊是名ヤス子，安座間初子，金城光枝，根路銘政子，宮城哲雄，真栄城みち
子，平山則，明野日出子，儀間朝也，島尻太行，末吉ヨシ，当間愛子，仲村隆，桑江美恵子，島袋孝史，照山頌子，友利カズ，宮城紀子，船越澄子，
平良進，照屋知子，高江洲侑子，田盛敦子，金城和幸，佐渡山紀代子，安岡礼子，大城政孝，伊良波幸子，中山美津子，小野千枝子，冨山初子，当
間奈々子，安里文子，大澤秀子，神里和枝，儀間眞沙夫，新垣友一，上原カヨ子，与儀清長，与那原エミ子，舟越千代子，闍良初子，山里将政，佐
藤稔，仲村明日香，儀間周進，山城明子，安達博助，新田保人，谷川美知夫，金城久莉寿，又吉尚子，玉城和也，仲田八重，小橋川ヤス子，稲嶺法
子，輿那律子，湧川千賀子

増田文子，山中麻実子，松田真紀子，松田茂男，黒田雅子，黒田豊，浜野正重，浜野天依，菅原生江，菅原史恵，菅原洋一，
菅原一真，松田麻里子，松田真紀子，山口芙美子，浜野正子，黒田亮，小林紀子，闍木和夫，久保暢宏，呉哲，鎌田ユキ，鎌

田大朔，鎌田義夫，春木豊，増田勝，原ちづる，吉田和代，安好敏子，安好博光，森本貴美江，竹田亜紀子，伊東萌，堀畑由加里，川窪淳子，西川
由桂，山岡恵，櫟田和哉，太田家真弓

亀沢三秋，倉持誠記，本村俊夫，本村瑤子，本村京子，本村恭介，田村洋子，森田久子，長澤松雄，松尾道彦，足立いくえ，
趙一凡，唐松滋子，本多和子，岡田勝子，足立佳代，岡田正勝，岡田愛子，柏原世津子，藤岡明美，石川美代子，闍瀬美江子，

松村朋子，坂上利章，向井一則，山井貞之，飛田寿二郎，笠原利博，闍木稔，有馬勝博，徳田清方，笙石寿美恵，尾崎早瑠子，三代一美，渡口政健，
山中恒和，闍橋和美，立木了一，安河驪子，安田操子，植野久美子，日野蓉子，本間武子，北條達子，佐々木トミ，及川かつえ，長沢武比古，高草
木好美，吉田孝，坪山佐代子，今井多九郎，水谷康夫，福島まつゑ，釜田昌之，中前清子，赤沢依美，赤沢知香，尾坪嘉子，鈴木貴子，田村る里，
綱中勲，藤原豊子，二宮早百合，清水一江，刀根美穂，谷池田則子，沼澤洽治，塚原加代子，小笠原勇次郎，中村眞参，伊藤昭子，金子富美，朝倉
一貴，松尾康史，石井光子，内堀妙子，山内まさ子，久住富士子，田村ユキ，中村孝子，南目安雄，小林富，丹後律子，岡田ほのみ，松本外司，福
井陽子，平川登茂子，秋場洋典，曽根正弘，田村正晨，森川智子，有間進，須山文子，古沢禎子，瀬川芳江，大野幹人，大山マツ子，大矢和延，伊
藤英一，神代輝行，若林喜三郎，霜田節三，皆川康子，高田富美，小峰カノ，行広晴美，小島尚子，増田カツ，山本慶泰，大神憲子，橘民世，右寺
紀子，永友寛子，有馬勝代，宮部博子，桜田忠重，満留博文，渡辺元子，寺戸安郎，丹羽るみ，長澤英子，赤沢直紀，三鴨幸子，目黒豊実，陳雲，
高橋セイ子，上村哲史，秋元佐知子，中井肇子，山本多寿子，宮地完治，藤田紀子，和田幸子，児玉重男，児玉雅子，五十嵐早鶴，山闢志賀子，井
手敬子，中村孝子，斎藤ひろみ，入矢保子，岩本勝子，井口佳貞，亀田力，笠原一代，清水克美，鳥居光代，西夘助，畠中聖代，川原恵子，持丸か
ほる，石田さと子，山口ひさす，山田証二，山下知子，河村哲朗，藤岡蔓子，岩村朝子，各務和男，久米由紀江，久米誠，谷口光子，奈良橋俊子，
登丸道子，中沢敦子，森本敦子，藤本安江，中野たづ，泉昌弘，山口博，丸山惣一，奥村吉昭，梁木俊秀，桝見文子，土田公一，脇田知恵子，矢花
紀美子，小島信博，出口時子，鹿野よし，重信裕子，宮崎宗吉，井出孝子，丸谷治子，青木京子，罍和子，大久保彰雄，志村幸子，高野清貴，佐藤
妙子，杉闢由里子，濱島正子，安田トシエ，矢野肥子，松井康裕，一條徳子，細田きみ子，清水雅子，須田百合子，赤津千鐘，藤本ちよ子，古谷和
加子，徳山幸子，加藤六月，清水正夫，村岡久平，石原泰彦，富張繁，渡部博子，遠藤貴美代，菅野淳子，中村千里，稲垣八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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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他】

【沖縄県連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