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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格 登 録 者 名 簿

北　海　道
天野清江，池原景子，石垣久美子，石倉ひろみ，奥野
嗣之，柿崎和枝，兼口博実，喜久田昭枝，木下昭子，
木村未央，久保田博樹，斎藤晃造，佐藤孝子，須藤禎
三，田中由美子，富塚康博，橋本裕子，長谷川淑子，
初山桂世子，樋口義尋，藤田峰子，南沢啓子，山口ふ
じ子，横井李奈

青　森　県
伊藤誠子，大山洋子，小関美子，佐藤惇子，白鳥せい，
須藤八妃御，関根哲夫，竹内てい子，田澤敬子，對馬
恵美子，中谷正博，森優子，山下千代

岩　手　県
浅沼花恵，石田紀夫，嶽間澤修子，菊地真理子，熊谷
禮子，佐々木克政，高野緑，瀧澤德子，藤田照美，柳
田良子，山﨑志保子

宮　城　県
伊藤克成，伊藤まゆみ，氏家明子，大熊孝子，岡村ま
ゆみ，加島幹子，川久保三郎，佐藤達，佐藤裕久，塩
野真美，鈴木健司，須藤彰子，荘司真理子，高橋真由
美，千葉悦子，中鉢玲子，中尾秀蔵，二上浩美，三浦
まゆみ，森利子，山嵜晶子，米田正治，若松彩，渡辺
成子，渡辺誠，藁科わき

秋　田　県
伊東宏子，打矢博子，大坂キヱ，小原勝明，菊池早智
子，木下亜紀子，木村妙子，草薙勝太郎，草薙節子，
黒田民子，今野玲子，佐々木愛子，佐藤久美子，佐藤
智惠子，下総協子，田畑麗，千葉忠昭，千葉憲友，千
葉礼子，長澤篤子，林タケ子，湊谷良子，柳橋和哉

山　形　県
斎藤周次，種部信克

福　島　県
安倍レイ子，石原敏一，大島恵子，熊谷康子，小井戸
英典，今野和子，三瓶たつ子，畠山みつ子，早野三重
子

茨　城　県
荒尾紀子，飯村孝子，伊藤玲子，稲葉美智子，近江谷
桂二，大塚直子，大畠令子，大平タミ，小田倉裕子，
金田幹子，亀井智子，川上十代，興野光子，國本美栄
子，國土千尋，桜井房夫，白圡由子，住村美智子，染
谷澄江，冨山ひろみ，中川知美，中澤智恵子，野尻恭
子，延島由枝，初沢幸子，平井晶子，堀江久美子，宮
武孝子，宮本邦男，森下ミエコ，八尋千恵子

栃　木　県
岡野行雄，川上弘子，菊地淨家，堀江宣男

群　馬　県
青柳昌代，阿由葉シヅヱ，内田サダ子，浦部幸子，小
澤美代子，織茂加代子，柏瀬守男，金井トモミ，金子
正幸，古滝芳子，小林永未子，小林由美，佐藤孝乃，
佐藤久夫，佐藤由紀，清水由香利，鈴木里恵子，須田
博，髙橋紀子，瀧川和子，竹内美佐枝，土山良子，角
田ひろみ，沼星恵，深澤康枝，細矢三代子，堀口和義，
増田ソノ代，三ツ森辰子，宮田豊秋，山田紀美子，吉
田悦子

埼　玉　県
市川昭子，岩上悦郎，内田栄子，大坪規子，小熊晶子，
葛西千恵子，金井光子，上国料あや子，河田順子，川
田美砂子，窪田祥子，小林茂之，小林はつ江，斎藤き
よ子，斉藤幸子，桜井澄子，志水一枝，菅原喜代美，
飛田幸男，中園百合子，原田由希子，東精一，久松由美，
平田淳子，堀口昌秀，峯岸照恭，山下幸恵，渡部靖昭



千　葉　県
秋元克夫，浅田政彦，安彦次夫，伊藤妙子，伊藤美恵
子，大橋和朗，岡田典子，片倉奈穂子，加藤由美子，
川村芳江，神田ひろ子，岸本宏次，北島萬喜子，工藤
由季乃，黒田隆之，小池鐵造，小宮山みゆき，斎藤美
智子，斉藤洋子，佐藤千代子，佐野恵，三野幸子，清
水延子，菅谷亜矢子，杉山賀津子，瀬川知子，添野美
代子，髙田淑子，竹田奈夫子，根本秀子，野﨑千佳代，
野中雪子，萩谷はるみ，平沢定男，二川隆之，堀井徳
子，松橋由紀子，村田直樹，安田好江，谷地舘英子，
谷部勉，山崎もと子，山本陽子，湯目田鶴子

東　京　都
秋永恭子，浅野光章，井坂琴音，石沢洋，石田優子，
市田由美子，伊藤奈保美，岩﨑惠美子，上田時雄，上
原奈津子，梅本和子，大塚富咲子，大野崇子，大矢美
子，緒方維人，尾形理香，荻原真理子，落合ひろみ，
梶山正博，金子栄一，金本真喜枝，唐澤純子，神崎栄
子，北原幸江，窪田美津子，小泉徳子，小板橋美雪，
小出進一，小松幸子，近藤美保子，酒井睦枝，佐藤健
次，佐野二美，城良子，菅沢雅夫，杉本芳子，鈴木利
三，髙田弘美，髙橋雅子，髙橋瑞枝，高美学雄，土田
白子，土橋宏子，富山信枝，中川禮子，中山千晶，仁
井田桂子，野村万里子，馬場紫暢，羽山貞子，日置澄
保，東龍二，日比野睦子，堀野靖子，増旭，村野央子，
望月佐由里，安岡佳美，山崎憲子，山田康子，横井貴
代子，吉田朋子，吉田泰則，四方田春義，龍﨑富美江，
和田愛美

神　奈　川　県
青木あゆみ，阿部敏世，新井洋三，井尾富美子，池田
雅子，石橋知彦，稲垣ハヤ子，井野菊江，今井勤，岩
井真紀，馬越智子，上森能冨子，江口治郎，江口千里，
大塚一年，大宮政子，大村克子，岡本知佐江，奥平大
生，奥津與志子，小澤登代子，加賀八知子，加賀谷道
雄，笠原昌夫，加納三千代，鎌田幸子，川野修子，木
内美紀子，岸知州子，北浦眞紀子，北村由美子，倉島
君枝，小島理恵，小山尅正，佐藤久枝，柴由里，渋谷
正雄，清水宏子，下野哲裕，白井敬子，白井高典，神
保ひさよ，菅谷健夫，鈴木邦拓，鈴木紘之，鈴木祥子，
太鼓ヨシエ，田井廣志，高田充子，髙本聡，田畑日出
夫，多辺田いつ子，田路良光，友野匡士，外山雄二，
仲川元秋，長田光代，中原容子，西田美壽子，根本理
子，野村かほる，野村麻里，濵谷美惠子，東春美，樋
口眞弓，久枝貴美恵，平岡耕司，平田文子，平林秋姫，
藤田恒子，藤原義行，細貝忠昭，細野満里子，松木泰
雄，松沢修，松原由美子，水越初音，宮澤正躬，茂木
寿代，森山都，山内康平，山岸協子，山口良江，山田
恵美子，山田敬子，山本達雄，吉田節子，渡辺道利

山　梨　県
石井君代，猪股幸江，大多喜睦子，大場光子，金山知
恵子，金子孝幸，川口富貴子，川村千穂，桑原美智子，
清水圭子，清水さゆり，杉田幸子，滝下幸子，丹澤満
知子，津金孝子，中山陽子，西田文子，向井博美，村
上美智子，森本美嘉

新　潟　県
五十嵐千津子，和泉朋美，磯貝文代，岩﨑由紀子，岡
﨑務，河合真理也，小堺令子，小沼美佐子，小林芳彦，
佐藤久美，佐藤富希，佐藤房子，戴胤伊，田中正雄，
種村麻里子，中川多津子，中林修，中村秀江，野﨑薫，
能村利栄子，平田喜代子，平野公一，古木江美，丸山
加代子，山田総子，山中ひとみ，渡邊惠子，渡辺洋子

長　野　県
石井和子，伊藤けさみ，小澤絹子，小野礼子，垣内敏
子，木内明美，栗林あい子，小泉志げ子，小林浩子，
小松敏子，笹井ふき子，佐々木美千代，関延子，関や
す江，竹田知矢，竹村せう子，田中菊美，種山美香，
東福寺宏子，中谷布美子，深澤昌彦，宮川直子，山口
和子，山崎優子，湯本一枝，横田千景，吉江加代子

富　山　県
泉正行，稲場毅，江口優美子，大寺浩，大寺従子，岡
崎安津子，岸川京子，北川秀子，塩原春美，杉木豊子，
高田幸子，髙安知恵子，谷遵子，辻井明美，西田美和
子，畑田義久，藤田靖子，松尾律子，森川和代，渡辺
郁子

石　川　県
石当陽子，板尾恵子，市塚清隆，上田美知子，卯辰正
信，太田由香，川田外茂子，木村一嗣，小針みどり，
杉本斉，鶴山潔子，中敷眞理子，西和枝，道下かおり

福　井　県
稲総一，井美雅人，浦島千香恵，大久保直文，岡田ユ
キ江，加藤三知予，川田和也，小寺智照，斉藤宏美，
坂井小百合，坂井敏子，清水洋子，田近光枝，田中惠
子，田端礼子，鳥山聡美，長谷川彰，濱中桂子，前田
泰江，松井祐見子，山﨑麗子，吉村範雄

静　岡　県
青木雅子，青嶋恵里，植松百合子，大畑ふじ子，倉橋
絵理子，小長井重利，小林和雄，杉山玲子，園田和広，
高部智恵美，中堂広康，戸田みえ子，永井逸雄，長谷
川加津子，本多紘一，牧野洋子，松井裕子，村上久枝，
村松淳子，山梨文子，米山益弘，若杉恵

愛　知　県
浅野登美子，安藤さゆみ，磯崎昌代，臼井美喜子，岡
島洋子，小柳久美子，齋藤惠子，齋藤せつ子，佐藤友
子，鹿内由美子，神保正，髙須淨子，棚瀬國雄，冨田
千恵子，中川和子，中川照絵，中川美矢子，中谷和美，



西代千枝子，野村俊夫，野村弘美，長谷川章，馬嶋ゆ
かり，松井信子，吉武賢慧

三　重　県
合山律子，池田文子，泉恵子，伊藤宏美，伊藤万喜，
梅田ふみ代，大西静子，鎌倉李恵子，木下順子，作野
英子，清水知子，下村和美，杉本勝美，竹内りゑ子，
武岡克子，舘秀子，舘よし子，辻村倶子，土井直子，
中西克子，中西光祐，中山めぐみ，南平冨三子，西尾
慶子，西出登代子，西村明，前田三枝子，溝口かよ，
三好香代子，安田千代子，山口まさ子，山崎八重子

岐　阜　県
青木明子，井川晃代，井上智子，江﨑智女，太田康恵，
大橋久仁子，小野寺実，神野暢子，久代美和子，倉石
美佐緒，後藤直子，近藤真盛，清水朋文，竹中せつ子，
棚橋優子，長谷部裕子，広江明美，吹原ちず子，藤井
美子，村中早苗，持田千恵子，若園綾子

滋　賀　県
上原博子，梅田裕子，川橋とき子，久保昭，佐分利ま
すみ，瀬戸みさ江，谷口育代，谷口俊幸，森野ちよ美，
山口由美

京　都　府
磯部敏治，河嶋裕子，川戸洋子，河原宏治，北田周子，
小井根喜代子，小林すみ代，杉本陽子，須戸昭夫，伊
達すづ子，恒川菊美，中西孝一，中西利子，西川みや
子，長谷川洋子，細見登喜子，松中廣見，安岡八重子，
矢野喜久治，山野菜穂子

大　阪　府
淺井美紀，蘆田フジ子，東千尋，東友子，厚見健司，
石井圭司，石垣良枝，石田静子，石田精一，石橋美鈴，
井上信子，井上雅子，今中彰代，岩井良一，上川房江，
榎本節，戎野佳子，大上明子，岡野由佳子，岡村義一，
小澤初代，香川和代，笠野大樹，片岡伊佐子，上中の
り子，川島志津子，川畑千鶴子，河博江，河村律子，
北田勝久，木村紀久子，木元啓子，近藤紀子，紺野隆
子，斎藤公雄，坂口すみ子，坂田智子，坂田三八子，
坂本恵子，佐々木実，薩摩保夫，柴田勝弘，下西靖男，
城間郁子，末田夏夫，助川智美，須山隆，平良ヤエ，
髙瀬真知子，高野晴男，田坂悦子，田中明美，田中ト
シ子，田中安治，寺本誠，德山蓉子，中島良子，中島
義広，中谷和子，中西伊都子，西田サヨミ，西村有子，
野首タカ子，灰掛茂子，林好美，早野一忠，伴順子，
東孝子，日之内美津子，深江美起代，深谷正幸，藤川
操，藤川由美子，前田喜代美，松本みどり，丸尾豊子，
水本良子，宮地正，森繁利，森眞理子，八島和子，安
井逸子，柳原陽子，藪田敏昭，山川はるみ，山崎勝敏，
山田茉莉，山中宏允，吉川典子，米田明子，米田美年
子，米田洋子，立古喜久子，若狹和子

兵　庫　県
阿部八重子，網谷和代，石井久美子，伊勢嶋美智子，
板垣徹，市川佳子，内海久志，大井美知世，大柄美子，
岡田時枝，岡本春子，小河滋，小野保，角尾喜久枝，
角本君江，衣笠和枝，熊田春美，黒田幸隆，小池由紀
子，小林知代，小林久子，小林正子，近藤博子，権藤
由樹，笹野隆生，芝久美，島谷道子，瀬口文江，田下
とよ子，田邉洋子，玉田麻美子，千葉一二美，茶元真
美，津田孝司，仲雅子，長山多美子，生尾卓子，西田
加代，西中満寿子，西村茂，西村正子，長谷川弥生，
坂東博子，平田律子，藤原正行，北條美穂，堀江千鶴，
前川妙子，三上善子，南明代，美納了司，村上真千代，
物延了，山下久美子，山田京子，山本けい子

奈　良　県
岩田晧美，上田靜子，大木澄子，梶野鈴子，柏原三惠
子，勝浪康次，角谷よし子，菊田靖子，金原厚子，楠
田ともえ，阪口豊子，澤井左恵子，杉原厚子，角倉千
景，竹岡民江，辻本清美，中村郁子，西村雅子，橋詰
真人，浜本浩一，林貴美子，堀川弘子，前田良子，松
田聖子，宮脇七重，森田圭二，森脇秀雄，門馬米子，
山村弘洋

和　歌　山　県
井田日由子，今林佳代，貴田久子，高橋孝一，三井淳
子，目﨑和代，山本喜久子

鳥　取　県
石村恵子，景井周子

島　根　県
加藤善子，畠中良枝

岡　山　県
石井幸子，石井信行，植月豊子，宇高佳恵，海野和代，
太田真由美，岡本静子，押見淳子，角かよ子，小林佐
恵子，佐伯多喜夫，妹尾唱乃，髙木記代，高松明美，
武川美代子，土居直美，額田早苗，原澤奈穂子，福田
里美，福田朋子，藤井正明，松本美穂子

広　島　県
池田幸，小川宏枝，金行悦子，木村幸子，髙野里美，
後藤千尋，齋藤興告，髙田潤子，中村耕一，西本裕，
長谷川敏代，福島洋子，藤村洋子，前山敦史，宮野祥
恵，山田愛子，山本修身

山　口　県
伊藤光雄，衛藤順子，桶本仲子，清水昭治，末廣春美，
長弘満里子，福井泰子，藤田優子，古沢美佐子，丸山
恵子，南節子，宮本久美子，森藤正，森脇哲子

徳　島　県
川上景子，木村洋一郎，森沢子，山口眞代，吉田香都
子



高　知　県
大原由記子，岡原真，中村真由美，松下るみ子

福　岡　県
浅尾京子，足立彩，安部小夜子，石垣由紀美，石田節
子，江藤さゆり，加来啓子，嘉永和子，鎌田ユミ子，
来住幸子，後藤良子，小西一子，小林和子，佐伯眞弓，
坂井千佐枝，坂口公敏，坂本英子，迫田美智代，笹栗
孝子，佐藤京子，佐野君代，重松由利子，下田利文，
生島年子，調眞知子，進悦子，新谷洋子，関修一郎，
瀬元康子，髙鍋由美子，多田隈由紀，伊達藍，田中弥
生，辻須美子，徳丸かつ代，永末欣一，名嶋美和子，
西原敦子，長谷川泰子，浜地敏弘，原田利江，平谷貴
邦，藤井千恵子，藤木厚子，藤本敬子，古川淳子，堀
尾敏明，眞鍋八壽子，水城節子，三隅泰介，三橋淑子，
宮原夕子，宮本ひとみ，村山純子，森田範子，森山寿
子，柳原敦子，山村和子，山本省子，頼金みな子

佐　賀　県
江下レイ子，王丸郁子，桑野潤一，仲田弘昭，牧野豊，
松尾寛子，宮﨑育子，油布良子

長　崎　県
内野則子，江口路子，惠美智美，大川内慶子，﨑山直
子，田川恵子，塚本千賀子，堤ミヤ子，野村秋子，橋
本さち子，久本シノブ

熊　本　県
井惠子，池田加代子，大谷千枝子，大野サチ子，下園
妙子，鋤先武雄，永井納子，並岡久美，西田安江，浜
坂惠美子，東市子，藤道雅代，外村のり子，村田亮三，
芳野隆行

大　分　県
板井なぎさ，江藤三代子，大久保美帆，大杉有，小野
幸子，川口謙一，河野こずえ，河野秀子，佐藤ミヨ子，
椎原ヨシヱ，宿利清美，陶山信子，筒井智都子，長野
カヨ子，新名恵美子，新名多恵子，新名文美，林田公
代，半澤トシ子，平野巡子，森川登美江，吉弘照子

宮　崎　県
赤崎芳子，壱岐和代，市来裕子，木村洋子，後藤康弘，
田崎恵子，谷川節子，鶴丸順子，長﨑友実子，永友和
子，福島智子，本部敬子，柳眞由美

鹿　児　島　県
上野恭子，大薄順子，大竹野幸子，金竹明美，川崎美
恵子，川﨑優子，菊池美智子，木下良江，藏薗さゆり，
佐土原尚美，髙橋信幸，鳥居亮幸，生井澤由美子，西
清一，能勢純子，二間瀬保，船附教子，森木昌滋

沖　縄　県
石原多美子，伊波美智子，上原秋雄，上原恵子，仲本
礼子，花岡美樹子，宮里和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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