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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東日本大震災）

武術太極拳義援募金

“太極拳の絆” “支えあいの心” を募金としていた
だいた所属団体（延べ 1, 072 団体）
，個人（教室
等を含む延べ 55, 454 人）の皆様に深く感謝申し
上げ，ここに全ての個人・団体名を記名します。
2011年３月11日に発生した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東
日本大震災）による甚大な被害は，半年以上過ぎた今日で
も，なお，さまざまな艱難辛苦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被災
者の方々には，改めて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ます。
それでも，日ごとに現実の困難に向き合おうという声が
出始め，被災地での生業，事業，祭事など，目に見える形
での復興活動が推進されつつあります。
日本連盟では，本誌４月号（No.257）での告知から始ま
り，被災地の関係者へのお見舞いと支援として，全国の太
極拳愛好者・関係者に向けての「義援募金活動」を数カ月
にわたりお願いしてきました。
当初，私たちにできることは，全国の武術太極拳愛好者
が，被災した地域の県連盟を通して，会員愛好者に直接，
義援金を届けることでした。
募金は各都道府県連盟のご協力の下，締切りを２回に分
け，第１次締切り（５月16日）は「迅速に支援を送る」た
め，第２次締切り（７月19日）は，
「第１次締切りの時点で，
不明あるいは不足点を補足」することを意図しました。
「武術太極拳の仲間を支えよう，励まそう！」を合言葉に，
各都道府県連盟で取りまとめられた募金（大会等での募金
を含む）は，第１次総額 43, 986, 706 円（所属団体 625，教
，第２次総額 24, 449, 810 円（同
室等を含む個人 35, 025人）
，合計総額 68, 436, 516 円にも上りました。
447，同 20, 429人）
募金が届いた会員被災者のみなさんからは，手紙・電話
等で，募金者みなさんへの感謝の言葉を多く預かりました。
そして，絆となった「太極拳」の和を広めるべく，苦境の
中でも自ら率先して活動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前向きな言
葉もいただけましたことを，改めてご報告いたします。
日本連盟の呼びかけに応じて，都道府県連盟と加盟団体，

芳名簿

愛好者のみなさんが，心を一つにして迅速かつ厚志にあふ
れる行動をとっ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は，全国の一般愛好者を
含めた武術太極拳会員の団結力を示したもので，大いに誇
りに思うことができます。また，この義援活動で派生した
さまざまな庶務雑務を含めた労力を，惜しむことなく提供
していただいたみなさんに，深く感謝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
す。
ここに「第１次募金」
「第２次募金」
「大会イベント募金」
等へ義援金を寄付していただいた全ての個人・団体名を記
名し，感謝の意を表すとともに，本誌が哀悼の念に加え，
今後も引き継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太極拳の絆」
「支えあ
いの心」の原点になればと祈願いたします。
＜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る会員被災状況＞
第１次，２次被災状況調査集計（10都県分）
※数字は被災件数
被災・被害状況
死亡
人的被災
行方不明
（本人および
同居親族） 被災関連発病者
（軽度＝入院なし）
全壊，流失
半壊，浸水
一部損壊
住居・家屋等 その他の建物等全壊
の被害
同上 半壊
同上 一部損壊
同上 屋外湯沸器，
塀倒壊等
自宅以外に避難
在宅ライフライン長期不通
避難・移住等
借家引っ越し他
原発避難
その他
車流出
被災件数計
第１次２次調査統合
被災総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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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現在
第１次 第２次
17
1
12
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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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53
194
1
6
14

9
39
76
4
18
1

0

9

85
58
53
23
4
0
160
0
9
35
815
273
1,08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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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簿の見方・記載順序等について＞
名簿の表記および順序等について，以下を基準とした。
１．第１次募金と第２次募金の名簿分けをした。
２．大別は，
「各都道府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日本学生武術太極拳連盟」
「東京武術散手倶楽部」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とした。
３．文字の種類で以下の区分を行った。
都道府県名＝大文字，所属団体名・大会名・イベント名＝【カッコ付き太字】，教室・サークル名＝太字，ご芳名（個人・
団体）＝細字
４．各都道府県別に北からの記載順序とした。
１）都道府県内では，都道府県連盟名を最初にし，以下，各団体名と個人名を「あいうえお順」でソートした。
２）所属団体内では，教室名・サークル名のみで個人名が無い場合，後半にまとめて記載した。
５．募金応募用紙の「芳名欄」が個人名以外のものについて，以下の処理をした。
１）団体名・会社名等は，そのまま個人名と同等の記載をした。
２）イニシャルは，そのまま記載した。
３）匿名は所属団体・教室・サークル内の個人名の最後に記載し，まとめてその人数を記載した。
６．重複について
１）個人および団体が，各所（募金応募用紙別）で各々寄付した場合，そのすべてを記載した。
２）同一所属団体や大会等の中で，個人名が重複しているものは，上記同様，各所で寄付したことを示す。

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東日本大震災）武術太極拳義援募金

第１次募金

芳名簿

（2011年５月16日締切り分）

※敬称略

【札幌太極拳研究会】石川昌子，伊藤八重子，伊
藤倫子，稲田潮，稲和輝，稲和輝，稲春子，岩熊
智恵，加藤綾子，金森啓美，小口美智代，古関英夫，小林クニ子，小林多美男，坂
本美恵子，桜庭節子，佐藤和子，佐藤多恵子，佐藤みどり，塩崎亮子，柴田裕子，
島友美，庄司ひろ子，正田公子，白木穆子，住谷英敏，髙橋三枝子，滝川喜美子，
竹本智美，田村洋子，千葉九二子，永井英一，中島美知子，畑中弓子，早坂由紀子，
原田悦子，藤原英明・千尋，古屋由美子，正木昭恵，宮本明子，宮本三鈴，山田咲
子，山田民子，山田道子【札幌中国武術協会】粟生良子，青木清美，赤森佳貴，浅
川静，阿部春子，荒川とも子，有馬睦子，安藤勝秋，安味春幸，井家誠，五十嵐真
弓，伊木順子，石倉ひろみ，伊勢勇男，伊藤郁子，伊藤美智子，今掘冷子，岩倉保
夫，植村裕子，内海浩一，打田とし子，内村康弘，蛯名道子，江縁美智子，及川紘
子，大久保満，太田礼子，大西美津子，大野満子，落合セツ子，織本英子，篭瀬枝
美子，笠島由美子，加藤道子，門谷陽，門谷るみ子，鎌島純子，鎌田加津枝，鎌田
定子，河合康子，川上澄子，川上留依，川田恵理子，川村由佳利，河村トシ，喜久
田昭枝，気田幸子，喜多忠幸，北眞由美，久保恵子，倉本真知子，栗田マサ，剱地
不二子，小西まゆ子，午来信子，木幡継夫，木幡きみ子，斎藤晃造，斉藤早苗，斉

谷淳子，金谷文子，金子亮平，可野喜美子，川井しのぶ，川田幸恵，川道強子，川
道涼子，川守田具子，神田邦子，神田清子，北礼子，木下幸子，木下昭子，木村新
一，木村洋子，行天組子，草薙加代子，工藤正之，工藤範子，熊谷喜美子，栗原由
美子，越出道子，小嶋和子，小島寛子，小滝哲弥，五反田容子，後藤昭子，小林栄
子，小林和枝，小林久美子，小松増美，小見山秀樹，小森明美，小柳義朗，今野淳，
斉藤久美子，斉藤みち子，嵯峨宏，嵯峨行子，酒井郁子，阪田辰子，佐久間幸子，
櫻井由美子，佐々木浩子，佐々木まち子，佐々木雄一，佐々木佑子，佐藤勝子，佐
藤貴美枝，佐藤幸子，佐藤順子，佐藤せつ子，佐藤孝子，佐藤尚子，佐藤弘子，佐
藤眞雄，佐藤光恵，佐藤弥寿子，佐藤洋子，澤岡美紀，柴田範子，柴山澄子，澁谷
直司，島影道子，清水アチ子，清水景子，下川原紀美子，庄子たき，荘司トモ子，
新栄順子，菅原昌子，杉井智子，鈴木晴子，住吉信子，関口あや子，世木澤明，関
山博子，善波民子，大黒洋二，高川ツヤ子，髙桑陽子，高田敦子，高野裕美子，高
橋英子，髙橋賢章，髙橋順子，髙橋則子，高橋真弓，高橋光子，髙畠明代，武石薫
子，田沢安子，田島律子，立野幹人，立石千悦子，田中ひとみ，田中トモ，田邉純
嘉，谷口聖子，谷原美和子，谷村祐子，千田久裕，茶木房子，長礼子，長南利美，
津川伶子，辻孝平，対馬末子，土田美恵子，土屋由樹，筒井昌子，椿原あい子，寺

藤澄子，斉藤律香，酒井保子，佐々木いくよ，佐々木清，佐々木正夫，佐々木美恵
子，佐藤恵津子，佐藤佳代子，佐藤時子，佐藤正夫，佐藤美知子，佐藤美津子，佐
藤幸子，佐藤幸子，信太順一，七戸雪子，渋川季史子，白川千恵子，白倉智子，神
野昌代，神保邦枝，新森司麻，菅原亜輝子，菅原満，鈴木京子，鈴木康男，須藤禎
三，住友純子，関口レエ子，関根不二雄，高倉祐子，高島泰子，高山ちゑ，竹好子，
竹川彩子，竹林せい子，田中豈恵子，丹野秀雄，千葉京子，千葉貞子，千葉豊子，
寺嶋テル子，富樫智恵子，徳池陽子，豊原和子，内藤加代子，中祐子，中鉢常子，
中村静子，中村博子，永森靖子，夏井久子，西陽子，西川クニ，西沢久美子，西根
妙子，西村晋一，温井敏子，野口澄美恵，能戸千世子，橋場千鶴子，羽柴美知子，
橋本裕子，泰利彦，畑美智子，畠山千代子，畠山由起子，八戸節子，花田博介，羽
部朝男，羽部千景，羽部哲朗，林迪子，原環，原正幸，原田順子，原田英子，樋口
義尋，氷見貴江子，平尾龍予，福井美恵子，福田昭子，藤井美貴子，藤田シゲ子，
藤田シゲ子，藤田節子，藤田峰子，藤本美邦，星加恵美子，星野武治，星野芳江，
細田勝子，掘澄江，堀江紀代美，松浦寿男，松尾潤子，松岸敏明，松田和江，松村
恵，宮崎理佳，村上溶子，村元皓，室谷真澄，森豊貴，森ひかる，森ひなた，森真
理子，安井澄子，山口順子，山口ふじ子，山下紀子，山本幸子，山本光子，山本百
代，吉田明美，吉田孝，吉田文子，吉成悳子，吉成秀雄，米谷富美子，渡辺政子，
渡辺正裕，渡辺美和子【全拳協北海道支部】相河喜久子，青山啓子，赤島瑛子，赤
松志美子，秋山美世子，浅田元，浅田康子，荒木和子，荒瀬信子，猪狩真一，池田
初枝，池畠裕子，石井シヅ子，石川篤子，石川麻希子，石崎敏子，石直恵子，石田
久美子，石田登代，石橋桂子，石原悦子，石村きみ子，石山やす子，泉喜美枝，市
川晶子，井手啓子，伊藤立子，伊藤みち子，伊藤美智子，伊藤光男・恵美子，伊東
優子，稲垣恵子，稲垣寿一，稲吉孝子，井上とみ子，井上敬子，井口敦子，猪谷智
也，今井幸子，岩佐早智子，上坂ユキ子，上嶌寛，上田芳子，植平妙子，植本玲子，
右近雅子，潮田満，牛山良子，臼井美代子，梅田昇，浦木輝子，江端美代子，遠藤
純代，遠藤貞子，扇谷幸枝，大石志乃婦，大久保洋子，大倉昌子，大佐々和子，太
田晶子，太田笑子，大谷順子，大塚美栄子，大場公孝，大畑政子，大村憲一，岡田
始満子，岡村しのぶ，小川和枝，奥野祐子，小倉範子，小野田久美子，小野寺淳子，
小畠美佳，折戸千津子，加我誠子，笠井道子，片岡セツ，片桐玲子，片山良子，金

嶋弘，寺島澄枝，東﨑和子，友野トク子，外山悦子，永澤綾子，永島由紀江，中田
美智子，長浜秀子，中村英子，中村紀久雄，中村きみ子，中村次子，中村睦恵，南
雲倫子，名取貴美子，奈良智和子，成田佳子，成田啓美，二階堂和子，西岡栄子，
西宮美佐江，西村佳子，西本光恵，野戸寿則，野々村陽子，橋場いくこ，橋本栄子，
橋本桂子，橋本よし子，畑山久美子，初山桂世子，羽藤恵子，羽生美智子，幅﨑ウ
メ子，浜俊夫，浜田ひとみ，浜谷公江，早川美智子，早坂和子，原和江，春貴京子，
挽野治子，樋口博子，日村八重子，平澤欣子，平田ミサヲ，広川和夫，深谷幸子，
福田久美子，福地ミヨ子，福光アキ子，藤井槙子，藤枝かおる，藤澤繁子，藤沢幹
子，藤田美和子，藤谷玲子，藤原悦子，藤原克之，古田美孝，逸見幸宏，逸見敏子，
星弘元，星マツ子，星野郁代，細野小津枝，堀口知子，本田光子，本堂タミ，前田
トモ子，前鼻真知子，牧清枝，松浦啓子，松浦行男，松倉ひとみ，松﨑悦子，松下
静子，松下静子，松田智子，丸山裕加，三浦芙美子，三浦守，三浦榮子，三浦留美
子，三上ヒデ，水井早苗，水木えい子，水野喜美子，三井のり子，三ッ谷満千子，
美馬富美子，宮岡恵子，宮崎秀子，宮﨑瑞枝，宮崎理恵子，宮西幸子，宮本一弘，
宮本ゆかり，武藤夢路，村井啓子，村上孝子，村上千鶴子，本村あずさ，盛こずえ，
森志津子，森ノブ，森ひとみ，森八江子，諸星幸子，安田紀子，柳澤人栄，矢野淳
子，山口吉子，山﨑久美子，山崎千惠子，山﨑千鶴子，山﨑真理子，山﨑真理子，
山下寿子，山田道子，山野明子，山本五十鈴，山本乃里子，横山法子，横山素子，
吉尾佐代子，吉川良枝，吉田いく子，吉田恭子，吉田素子，米田厚子，米村昭雄，
米村サト子，六條恵美子，若松洋子，和島幸子，渡辺幸子，渡辺信司【太極拳札幌
交流協会】宇加江美男，奥野嗣之，北向和子，木村幸子，工藤明子，久保田孝子，
久保田博樹，上瀧眞紀子，坂下希美子，柴田嘉津枝，竹内恵美子，津田武典，津田
智恵子，原田雅恵，原田稔，深野久美子，藤田眞知子，水野政勝，水野マリ子，力
石紘子【伊達太極拳協会】相沢京子，阿達千加子，阿部ヨシ子，泉州美子，市毛礼
子，井上俊子，今上テル子，内山晶子，大倉弥生，大竹美津子，大友知子，小川悦
子，置田香，柏信夫，加藤茂子，金子政晴，紙谷紀子，川又テル，川又敏子，菅野
富子，菊地国子，木村郁子，河野佳子，小斉すみ子，小林ノリ子，小松敏子，西郷
トミ，斎藤和恵，斎藤しづゑ，坂本敬子，佐藤悦子，佐藤茂子，佐藤美智子，佐藤
美智子，佐藤睦子，佐藤よし子，佐野美智子，宍戸光子，嶋洋子，清水紀代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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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人，白木美幸，菅原キイ子，鈴木邦子，住吉英治，住吉きみ子，高橋茂雄，高
橋乃ぶ子，武田雅子，田中詔子，冨谷きみよ，中川和子，中川裕子，長幡和子，成
澤亜津子，西端ツヤ子，花井茂，花井孝子，羽山富代，広島夕美子，藤田真千子，
堀貯子，牧野美子，松田耀子，松本裕子，三上聖子，森近恭子，山口喜恵子，山谷
明子，山本敬子，山本美津枝，楽木信子，輪島玲子【陳式普及会登別】赤井紀代子，
荒木ひろ子，蝦名慶子，大崎恭子，大森明美，加藤工，上出紀子，上森洋子，狩野
千鶴子，倉島玲子，坂本泰子，佐々木登美枝，志賀加寿子，城地照子，須賀川清子，
菅原敬子，菅原純子，鈴木良江，髙谷幸子，武田照子，田中笑子，田村静子，千嶋
華代子，中西和子，中村真智子，新岡節子，西川道子，沼田たつ江，橋本和子，秦
和子，浜田登美代，林郁子，藤本路子，藤森ノリ子，古川勝子，星良子，増田孝子，
三川広美，三春日満寿，宮崎弘，村上美和子，森満元子，吉岡悦子【日中伝統武術
協会北海道支部】浅野目朗子，浅野目美和子，安沢笑子，大橋久雄，桑原八重子，佐々
木咲子，佐藤精子，渋谷ヨウ子，築地喜代子，西出光岐，広瀬幸紀，広瀬勢津子，
本間田鶴子，望月早苗，矢野健太【室蘭太極拳協会】赤神良子，赤塚京子，池亀和
歌子，内山美保子，江刺栄子，大里良介，太田進，大村和子，押切惠，北見和枝，
工藤京子，窪田英樹，小島眞澄，小林直子，小林ナヲミ，古平美知子，斎藤とみ子，
斎藤由美子，坂井愛子，佐々木明美，笹谷公子，佐藤江美子，佐藤啓子，佐藤順子，
柴田千鶴子，菅原喜久，杉本佳音璃，鈴木勝子，鈴木百合子，関雪子，髙橋志佐，
竹内真紀，唯浦智恵，田中寿栄，田中博子，谷本隆，谷本三保子，田縁淑子，月本
久子，辻文子，辻岡亮子，野宮佳子，長谷川和子，長谷川秀次郎，畑本千恵子，林
由起子，福島利美子，舟橋ハジメ，古川和子，本堂澄子，光山千鶴子，武者タケ子，
村上佳子，望月敏之，森慶正，八重樫久美子【北海道太極拳連盟】藍愛太極拳クラ
ブ，あいの里月曜教室，あいの里木曜教室，旭川優りー，厚別さわやか会，川沿た
るまえサークル，桂花，サークル拳，札幌中央同好会（初級クラス），札幌中央同
好会（上級クラス）
，札幌美園生協，白老いきいき太極拳，白老太極拳の会，白石
東太極拳サークル，太極拳スマイル，太極拳夕張，太極拳コスモス，太極拳クレパ
ス，太極拳ひまわり，太極拳ＫＩＴＡＭＩ，太極拳銀葉，太極拳ななかまど，太極
フレンド，道新火曜教室，道新金曜午前，道新金曜午後，豊川太極拳サークル，沼
拳会，萩の里太極拳サークル，葉翔，星置太極拳同好会，北海道太極拳連盟，宮の
沢太極拳サークル，むろらん紫陽花，むろらん白百合，むろらん紫苑，悠友
【青森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合川弘子，相坂静江，
青森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赤坂和子，秋元澄子，秋元澄子，秋元まさ，浅利
直子，浅利るみ子，飯田英明，五十嵐恵子，五十嵐真理，池田繁美，池田繁美，池
田正雄，石岡るり子，石御岡てる，石田容子，伊藤喜久子，伊藤京子，伊藤誠子，
伊藤千賀子，伊藤信子，稲田禮子，猪股智子，岩崎てい子，蛯名松子，遠藤あき，
大澤史子，大嶌定吉，大嶋淳子，大嶌ミツ子，大嶌安続，大尻朝子，太田三重子，
太田義考，大塚美智子，大西テツ子，大濱不二子，大森フミエ，大山洋子，小笠原
和子，小笠原節子，奥長代，奥村吉昭，長内幸枝，長内千恵子，小田桐トシ子，小
野幸子，小野幸子，小野秀夫，小野秀夫，小野ミツ，貝森慶一，柿崎スヱ，角田敦，
角田敦，葛西郁子，帷子妙子，加藤隆利，金沢幸子，金原和子，金原志津，亀田美
根子，菊池紀代子，菊地清子，菊地なつみ，菊池信子，木立つよい，北見由起子，
木村昭子，木村幸子，木村チサ，木村博，楠美厚子，工藤京子，工藤清弘，工藤敏
子，工藤正明，工藤勝，工藤泰子，工藤泰子，工藤由起子，工藤レイ子，久保和子，
熊谷千鶴，倉内つる子，倉内文子，越谷双葉，小関美子，小鷹レイ子，古村勝枝，
今イクミ，齋藤秋江，齋藤慶子，斉藤雅子，榊真樹子，桜田敏子，佐々木一人，佐々
木千賀子，佐藤憲子，澤田惠子，澤谷ヨシ，鹿内英子，鹿内満子，柴田幸子，柴田
光子，下村一枝，白鳥せい，白戸恵子，神澄子，神正子，菅原弘子，助川恵子，須
崎裕子，鈴木恵子，鈴木弘美，須田米子，須藤貴子，須藤玲子，清野かよ子，関山
重則，関山淳子，添田昭子，其田眞知子，髙橋孝子，髙森昌子，竹内てい子，田澤
チヱ，田澤充子，立石孝治，田中裕子，田村鈴江，千島素子，千葉栄子，千葉恵美
子，千葉奈津美，津川津弥子，對馬恵美子，津島さい子，手塚さち子，寺内宏，寺
内宏，時田伸子，中島修子，中島八重子，中村吉孝，名古屋順子，成田京子，成田
順子，西ハナ子，西澤滋子，西谷幾子，似内和子，野坂恵津子，野澤勝子，芳賀和
子，芳賀勉，八戸知子，服部和子，浜田たか子，浜中啓子，浜中千秋，浜谷玲子，
浜谷玲子，深畑祥子，福士令子，福田美知代，藤田述子，藤原多津子，堀江なか，
本田幸子，牧野のり子，増田寿賀子，松尾真理子，松橋良子，松山貴子，溝江きみ
ゑ，南ヒサ，宮古葉子，宮本順子，森弘子，森優子，森山恵里子，柳谷栄久子，山
内テイ子，山口ナミヱ，山本恵子，山本茂代，横内栄子，吉岡敦子，吉岡政和，吉
田八千代，米谷むつ子，渡邊敏子【五戸町太極拳協会】池田邦彦，池田健一，大澤
みち子，奥野恭子，川門前敏子，菊田廣子，坂上リュウ，高森千恵子，手倉森眞喜
子，豊川美菜子，夏坂ヤエ子，西舘一恵，畑山良重，三浦文子，村井ひさ【太極拳
沖館同好会】伊藤陽子，井村好美，小川セツ子，柿崎美江子，角田トシ，木浪一枝，
工藤末子，斉藤篤子，坂本明子，嶋田良子，高橋正子，対馬ひろ，中林道子，中山
秀子，奈良節子，野呂麻子，日野紀子，三原八重子，山形敬子，山形章子【太極拳
東部同好会】秋元惠子，石垣敬子，伊藤睦子，稲葉玲子，大向幸子，岡山德子，楠
美憲子，工藤喜子，佐々木クニ子，佐藤正子，嶋中ソデ，白取ひろ子，白戸里絵，
瀬川重雄，武井翼子，立柳京子，田中ヒロ子，田中護，田村勝彦，田村吉重，長尾
みき，成田智士，鳴海眞史子，浜中千秋，福田榮子，本堂順子，横内國昭，横内と
し子【十和田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秋元貞子，池田哲人，石橋恭子，石橋美空，石橋
結羽，海上静枝，梅澤尭明，梅澤寿明，梅津禮子，大嶋典子，太田栄子，大野雅子，
小笠原妙，小笠原牧子，小笠原ゆり，小田桐咲，小原キクヱ，加賀れつ子，加賀教
子，上明戸セツ子，菊地創士，菊地珠生，菊地亮，木村ムツ子，工藤シゲ，小比類
巻こと，小向慎，近藤眞子，坂岡美和子，坂田智子，坂本モヨ子，佐久間るみ子，
櫻田得真，櫻田得夢，佐々木喜美枝，佐々木サナ，佐々木秀美，佐々木ミヨ，笹森

（第3種郵便物認可）No.264

栄子，佐藤たけ，佐藤陽子，柴田ちぎ，清水來美，志村直子，下山勝子，下山恭美
子，浄法寺タヨ，杉本陽子，高井ユカ，高橋イキ子，髙橋千鶴子，武井さつ子，立
崎栄子，田中ちい，丹呉れい，照井チマ，豊坂勝雄，中沢ミヨ，中西節子，中渡秀
代，名久井恵利子，浪打良，西岡恭子，西村綾子，沼田宏子，野崎啓子，野月雅子，
野々宮ミヨ，長谷部有美，平井信子，古舘タケ，星野葉子，松浦満子，峯田美紀，
宮古育子，宮下璃子，栁谷瞭太，山中禎子，山本シン子【八戸市武術太極拳連盟】
池田ミヨ，岩沢キヌ，遠藤幸子，大崎アイ子，大野憲子，大場ミワ，小川民子，長
内カズエ，兼田富子，川口栄八，川村美智子，小泉容子，島守由美子，清水美知子，
杉本勇次郎，関谷美枝，田中弘子，十日市伸子，中村ツヱ，沼山はるみ，野澤紀美
子，古川京子，松ヶ崎トミ，松橋政子，三浦ミヱ，宮﨑克子，山内テル，山田チギ，
山田トモ子【むつ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石郷岡志，石田由起子，井上慶，小笠原洋子，
川村勝子，菊池マサ子，工藤セツ，小島紀子，佐々木敬子，佐々木昌子，佐々木モ
ヨ，神美恵子，菅井房子，田中桂子，堤妙子，出町京子，野村晶子，畑中説子，福
田美代子，古川原かつゑ，松山綾子，港タケ，山辺英子
【秋田魁カルチャー太極拳同好会】高橋アヤ子他
19名【秋田市武術太極拳協会】石河博子，石塚成
子，大泉日出子，岡田英子，小笹典子，鎌田八十三，根田靖子，紺野光子，嵯峨広
子，佐藤定子，佐藤セツ，佐藤真知子，佐藤満子，塩谷喜美枝，薄田啓子，高田郁
子，田口辰子，中川由美子，七尾理絵子，平澤次子，松田喜美子，矢口紀子，吉田
澄子【秋田太極拳天心】石黒ムツ子，伊藤静子，伊藤芳江，梅津敏江，黒坂京子，
小玉リサ，佐々木ミツ子，城文子，西山寿子，村山乃り子，横山孝子【鹿角・小坂
武術太極拳三心会】石戸谷郁子，伊吹弘子，小野寺洋子，熊谷テル，笹舘正子，関
良子，成田栄子，成田節子，松山清子，渡部敏子【鹿角・武術太極拳十和田】赤坂
治子，阿部順，石川幸子，大岡睦子，小野地笑子，黒沢強，斉藤フジエ，谷川ユミ，
寺下ケイ子，寺下陽子，兎沢秀子，戸田正子，中村トシ，三ヶ田敦子，米沢キツ【健
功会】石田美津子，伊藤美津子，鎌田くみ子，鎌田敬子，鎌田節子，熊谷恵美子，
小坂由美子，鈴木アイ子，照井久美子，滑川克郎，又井久子【シルクロードかまく
ら】大石香弥子，柿崎トモ，草薙道子，佐藤トミ，高橋ケイ子，高山祐子，早坂和
美，藤井照子，松塚幸子【千秋太極拳同好会】片野まり子，加藤洋子，稼農桂子，
鎌田紀子，川上裕子，木下照子，倉田信子，小山元子，斉藤若子，佐々木純子，佐々
木照子，佐々木智子，佐藤美枝子，佐藤ふみ，讃岐谷省一，高橋悦子，高橋薫，高
橋美登里，武田ちか子，仁村道子，福田邦雄，藤井のり子，松野叡子，八栁正子，
矢吹治子，吉田紀子，綿貫桃代【太極拳秋田研究会】相場孝子，阿部裕子，阿部久
子，石井優子，石川幸子，石澤洋子，石村照子，石山金一，伊藤禎久，井上泰子，
上田英子，打矢弘一，榎美知子，大矢静子，岡田敬，岡田紀子，小山内美紀子，鎌
田信子，鎌田昭子，北林和子，工藤あや子，熊谷明江，堅固山ミドリ，小玉篤子，
小柳みつえ，斎藤衆子，佐々木馨，佐々木初子，佐々木保代子，佐々木美紀，佐々
木祐子，佐藤幸子，佐藤純子，佐藤文子，佐原千寿子，篠原晴子，島森重幸，庄司
信，白戸孝子，菅原笙子，菅原誠吾，杉山惠理，杉山則子，鈴木弘美，鈴木良子，
須田眞規子，関衣里子，高橋薫，高橋真利子，田口朋子，竹村美雪，田村信子，田
村敏子，鶴田悦子，手塚キヨ，富田洋子，中川瑞穂，中嶋はつ子，長谷部由美子，
畠山良子，藤田尚子，藤原抄子，北條ケイ，堀井満，本間生，町井久良，松塚きみ
子，三浦和雄，三浦昭子，水野悦子，安井英幸，柳田彰子，渡辺海得知，渡部恵美
子，渡邉洋子【太極拳おおもり】赤川昌子，石川糸子，上田和子，小野崎彰子，柿
崎真理子，小西京子，佐々木恵美子，佐々木貴久子，佐藤セツ，塩原富江，瀬川久
美子，寺田眞悧子，西村由美子，山崎ヤス，米山睦子【太極拳おものがわ】工藤敬
子，黒政和子，黒政直美，小西千鶴子，佐々木千寿子，佐々木正子，佐藤浩子，塩
田田鶴子，高橋くるみ，竹川裕子，藤谷広子，藤原孝子，皆川きみ子【太極拳江春】
阿部妙子，遠藤晴子，大日向敏子，小田原制子，加賀谷和子，加賀谷道子，柿崎八
重子，金沢敬子，鎌田テルヨ，鎌田春江，神野悦子，菊池サダ，小杉孝子，児玉仁
子，斉藤ミツ，佐々木裕子，佐藤秋子，佐藤京子，佐藤順子，佐藤鈴子，佐藤節，
佐藤ヒロ子，佐藤玲子，柴田京子，進藤峰子，菅原和子，鈴木さおり，須田眞由美，
田口和子，千葉明子，土田律子，照井陽子，中泉ひな子，中田幸子，中田律子，中
村ちづ子，奈良弘子，成田圭子，沼田セツ，藤谷智代子，藤原捷子，堀よし子，松
川チヨ，棟方誠子，村木洋子，森厚子，盛岡史子，湯瀬敦子，吉田律子，吉成碧，
渡辺芳勝【太極拳白雲】池田雅古，伊藤恭子，伊藤孝子，遠藤洋子，長田至美，川
村誠，岸野千恵子，岸野千恵子，幸坂由美子，小林朝子，小山智子，斉藤正雄，佐々
木明子，佐々木育子，佐々木田鶴子，佐藤君代，佐藤圭子，杉本節子，鈴木奈緒子，
高橋久，竹内キン，武嶋まり，舘岡良子，土田まゆみ，徳原敦子，栃原志保，中川
愛子，西村喜和子，能登屋明子，野呂純子，日諸イマ子，広島美智子，藤井芳郎，
眞坂圭子，宮腰里弥子，鷲尾あつ子【太極拳立華】朝香美保子，阿部秀二，石川秀
春，鎌田順子，佐藤賢一，高屋祥子，高屋己知子，土田光子，松渕ミサ子，村上多
恵子【大雄太極拳同好会】新目和子，安藤栄子，安藤静子，伊藤正男，伊藤奈名子，
遠藤リチ子，奥山和子，小野節子，小原勝明，加藤久子，佐々木エミ子，佐々木勝
美，佐々木晃子，東海林卓，高橋誠，高橋裕香，高橋成子，永瀬のり子，松下由利
子，松塚広志，三浦政一，三浦祐子，矢野喜美子，横井静子【土崎太極拳同好会】
秋山照子，伊藤タエ子，伊藤良子，大井文子，加賀谷治子，北林良子，工藤滋子，
工藤修子，佐藤テル子，菅原ユキ子，高田光子，髙田洋子，長谷川容子，門間征子，

秋田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山賀聖子，下新城サークル，将軍野みなみサークル，土崎太極拳同好会，八郎潟サ
ークル【仁賀保太極拳協会】安倍伊都子，石川育子，石橋千代子，入沢百合子，植
田タキ子，下居美江子，加藤サク，菊池鐵志，草刈弘子，斉藤あい，斉藤カネヨ，
斉藤京子，斉藤裕美子，斉藤良夫，佐々木久美子，佐々木紀美子，佐々木睦子，佐々
木喜代子，佐藤早苗，佐藤静子，佐藤のぶ子，佐藤美栄，佐藤美智子，庄司利恵子，
鈴木ひとみ，須田喜代子，須藤和子，高橋貴美子，竹内芳子，中野哲夫，長谷川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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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服部信子，三浦文子【西目町太極拳協会】小山博美，加藤洋子，工藤和，齋藤
サキ子，齋藤吉子，佐々木美代，田口アキ子，塚本房子，保科佐代子，松澤栄子，
三船のぶ子，森井ミサ子【西馬音内太極拳同好会】大友キヨ，小野正子，柿崎英子，
根田剛子，佐藤カヨ，竹原晴美，竹原隆子，那須川タイ，藤原ヨシ子【日中友好協
会太極拳秋田友の会】荒井昭子，石川俊子，伊藤静子，加藤晴子，加藤隆子，木内
靖子，小白川成子，笹岡惠子，笹岡峻，佐藤幸子，佐藤八重子，清水八重子，鈴木
ミエ，中島依佐，林みき子，福井由美子，藤原郁子，本間真知子，目賀多明，山田
禮子，渡邊文雄，渡邊庸子【能代市太極拳協会】石井裕子，大塚章子，金平広子，
近藤由美子，佐々木幸子，佐々木日路子，佐藤比奈子，佐藤恵，佐藤裕子，柴田早
苗，菅野チヤ子，須藤長子，竹内竜子，武田洋子，袴田良子，藤田ミツ子，保坂信
子，松田美枝子，丸橋多美子【能代太極拳友の会】阿波野恵美子，石川玲子，石崎
梢，越後ケイ子，大高琉璃子，大塚喜代子，笠原勝子，工藤しげ子，腰山慶子，腰
山千佐子，斉藤ちよ，佐藤久美子，柴田英子，田畑麗，田村陽子，中嶋叶子，二瓶
智恵，平川純子，藤田恵美子【はまなす太極拳愛好会】伊多波玲子，伊藤幸子，加
賀谷恭子，加賀谷ミヨ子，佐々木京子，佐々木文子，鈴木和美，西岡百合子，橋本
道子【本荘太極拳あすか】阿部恵子，猪又与美子，岡見サツ子，工藤星，小番輝恵
子，小松則子，斉藤サタエ，斎藤年子，佐々木孝子，佐藤リヱ子，白澤由美子，鈴
木静子，須田郁子，首藤喜久子，高野金視，戸村ヒデ子，原田チエ，三浦修四郎【増
田太極拳協会】赤津美弥，阿部公子，菊池奈々，北村恭子，小泉ハマ子，佐々木恵
美子，佐々木恵子，佐藤静子，佐藤タエ，柴田悦子，鈴木勝子，高橋アツ子，高橋
トシ，高橋まさ子【秋田県太極拳協会】秋田県太極拳協会【大館三心会】一括（13
名分）
【大曲武術太極拳協会】大曲武術太極拳協会一同【大曲太極拳同好会】大曲
太極拳同好会会員80名【男鹿市太極拳同好会】男鹿市太極拳同好会【刈和野太極拳
同好会】刈和野太極拳同好会【五城目町太極拳同好会】五城目町太極拳同好会【太
極拳江春「大館」】太極拳江春「大館」【太極拳風】太極拳風【太極拳さかえ】太極
拳さかえ【太極拳スワン】太極拳スワン【太極拳本荘】太極拳本荘【太極拳ゆざわ】
太極拳ゆざわ【横手市武術太極拳協会】横手市武術太極拳協会
【新庄市武術太極拳協会】安彦一郎，井澤千佳子，
山形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伊藤和枝，井上勝子，柿本芳子，岸美紀，斉藤糸
子，斉藤悦子，佐々木栄美子，笹木純子，佐々木都栄子，佐藤豊子，佐藤三一，佐
藤美紀子，武田敞夫，茅野和子，辻智恵子，日塔武子，長谷川貞美，芳賀はつみ，
樋渡るり子，星川輝義，星川多美子，前盛智恵，松田ミチ，矢口栄子【山形県太極
拳協会】浅倉ヱイ子，安食清一，阿部明子，安倍和夫，安倍宏次，阿部次男，阿部
藤枝，安倍みね子，安部洋子，雨谷由起美，荒木攻，荒木順子，安藤美千子，五十
嵐京子，五十嵐幹夫，井澤トキ，石沢千代，板垣忠，伊藤寛子，伊藤浩子，伊藤ミ
ヤ子，井上博庸，今井君代，岩松宏明，榎本和子，遠藤しづ子，遠藤千鶴子，大泉
サカエ，大内貞子，大里テツ，大沼とし子，大沼ひとみ，岡崎一雄，尾形吉一，小
田文子，海藤玲子，鏡喜美子，金山のり子，神尾慶子，亀谷千代子，菅美喜子，菅
野瑞子，菊地光子，岸里都子，木村武機，倉田美枝子，黒坂静子，黒田節子，桑原
久，児珠千代，後藤千恵子，後藤真由美，後藤美智子，後藤睦，小林純子，小林孝
子，小林登，小山光枝，今田範子，今野美紀，斉藤浩志，斎藤周次，斎藤千代，斎
藤のぶ，坂部茂子，桜井チエ子，佐藤以久子，佐藤国幸，佐藤弘子，佐藤りゑ，椎
名ユウ子，椎名千恵子，塩谷広子，志賀恒憲，志田弘子，篠田一枝，渋間悦子，島
貫実，白田芳子，須貝隆子，菅原令，杉山儀七，鈴木恵美子，鈴木久美子，鈴木千
重子，鈴木秀子，鈴木ヒロ子，鈴木房子，鈴木良子，清野艶子，平カヤノ，平正志，
髙梨スミ，髙橋幸恵，髙橋智榮子，高橋長由，高橋眞紀子，高橋涼子，武田佳代子，
武田幸子，武田伸彦，武田真利子，田代紗矢佳，多田邦子，千葉ひろ子，土屋直美，
都筑良子，堤千恵子，東海林佳代子，東海林清男，飛田信子，豊田郁江，長岡洋子，
中村友子，中山脩助，中山順子，那須シゲ子，夏井幸子，夏井武雄，橋本輝美，長
谷川三栄子，早坂周子，早坂ひで子，原田あや子，張替ちよ子，半沢芳夫，樋口裕
美子，平田明子，平間久美子，船山くみ子，細谷育子，堀惠一，堀井節子，槙和子，
三嶋典子，水口トモ子，村田由美子，本橋いづみ，森谷裕子，矢吹武子，山川雅，
山口紀代，山口弘美，横尾強，横山恵子，吉田美智子，鷲尾勉，渡邊和子，渡部和
子，渡辺延子，渡辺久子，渡辺宏，渡部三代子，綿貫輝子，和地文子【山形市武術
太極拳協会】伊藤昭子，大泉健一，門脇光子，川口昌子，斎藤正晴，神保健二，高
橋勝子，吉田敏子，和田養子，渡辺美代子，渡利征子【米沢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阿
部富士子，石塚きよ子，石山利子，伊藤小百合，猪野光雄，大河原房子，大類修，
小笠原芙美子，尾形明子，金子京子，菊地芳信，木村久美子，小林幸子，斎藤利子，
斎藤由紀子，坂本登，佐藤美恵子，佐藤里子，柴田すみ子，島軒艶子，白石みき，
杉本成隆，杉本弘子，鈴木姿子，鈴木満子，高木綾子，髙橋和子，高橋洋子，田中
千代子，土屋みよ子，寺内京子，寺嶋ノブ，永井安喜子，新関民代，西方洋子，橋
本みな子，長谷部美津子，舩山恵美子，松尾富雄，皆川由美子，村上悦子，村上初
子，山岸裕子，山﨑ヤエ，吉田喜代志，吉田洋子，米原律子，渡部節子
【会津太極拳同好会】赤羽けい子，荒井孝子，五
福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十島基子，伊藤隆蔵，岩崎トモエ，薄チイ子，歌
川光一，遠藤正子，大石雅子，大内愛子，大久保智子，大島恵子，大竹崇子，太田
原武子，大塚きくの，大原道子，大堀由起子，岡本令子，小田トヨ，柏倉千代子，
柏倉千代子，神村倫子，神山貞子，菊地睦子，菊地慶子，菊地寧子，城戸栄美子，
木村教子，工藤系子，窪田嘉久子，小板橋フミ子，小林弘子，小林房子，小林智恵
子，小林房子，今由美，佐々木征子，佐々木君子，佐藤千代子，杉原朋子，鈴木フ
キ子，鈴木良子，鈴木静枝，鈴木恒子，添田八重，髙橋昇，武田不二子，田崎幸子，
谷井かほる，長尾ツネ子，長原嘉子，長嶺幸子，橋本むつ子，長谷川栄子，秦香代，
花摘弘子，不破美枝子，真島恒敏，松田美紀，真部千恵子，満山スミ子，宗像歌子，
目黒テルノ，山内節子，山口くみ子，山口恵子，山口トシ子，吉田良子，渡部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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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部節子，渡辺末樹【あづまユニティサークル】阿部薫，安藤タイ子，大川明，大
竹セツ，奥村弓子，加藤美沙子，加藤誠子，釜田和子，亀岡サチ，菅野セエ，菅野
信子，熊坂寿男，小池久子，小林典子，斎藤豊子，斉藤美保子，斎藤栄子，坂井ト
シ，佐藤和子，佐藤ヨネ子，佐藤秀美，佐藤悠矢，志鎌美智子，鈴木庸弘，武内千
代子，田村いとこ，寺田禮恵子，中村久子，半沢玲子，福田徳子，舩山克子，安田
操子，安田秀昭，山縣美代子，吉野みどり，渡辺浩美【相馬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鈴
木瑞枝【たむら太極拳清風】秋元節子，安瀬幹子，安瀬秀雄，安瀬芳子，安瀬キミ，
安藤マサイ，石井三紀子，川音彰子，熊坂淑子，佐藤治子，鈴木千代美，田村桂子，
坪井トミ子，根本紀子，村上裕子，箭内邦子，箭内金子，吉田羽津枝，渡辺シメ，
渡辺芳子 駅コミュニティスポーツジム 熊谷佳子，熊坂淑子，佐藤容子，佐藤和
子，髙橋弘美，新田妙子，橋本悦子，畑野栄一，吉田哲夫，吉田トシ子【にしあい
づ太極拳愛好会】石川一史，伊藤悦子，斉藤ヤエ，佐藤和子，佐藤君子，佐藤仁，
佐藤兵衛，鈴木ヨシイ，高津エイ子，田部俊一郎，丹藤ハツ，生江克志，長谷川尚
子，渡部テル，渡部光雄【福島県武術太極拳協会】青砥恭子，秋葉美恵子，吾妻ナ
ミ子，安彦昭子，阿部礼子，安藤ミヨ子，五十嵐裕子，猪狩弘子，泉千佳子，一條
美意，伊藤美枝子，今井節子，大内實，大内艶子，岡﨑安治，岡部ヨシ子，小山田
幸子，加藤洋子，加藤隆夫，神野みき子，菅藤功，菅野由貴子，菅野裕子，菅野吉，
菅野悦雄，菅野成子，菊地敏子，菊地志津子，菊地みな子，菊地美智子，菊池美奈
子，菊池アヤ子，北村千代子，草野麗子，倉持比佐子，倉持誠，児玉秀子，後藤ト
キ，後藤芳信，近藤正道，近野浩美，齋藤孝子，齋藤啓子，斎藤礼子，斎藤ハルイ，
齋藤カズ，齋藤せつ子，齋藤洋子，櫻井美智子，佐々木くみ，佐藤光子，佐藤明子，
佐藤賀代子，佐藤洋子，佐藤好子，佐藤民子，佐藤時子，佐藤近子，佐藤文子，佐
藤倶子，下田志津子，鈴木素子，鈴木千枝子，鈴木和子，須藤和子，相馬勝子，髙
橋清雄，高橋順子，高橋義子，橘美知子，田中隆士，田中恵子，丹治信子，丹野喜
美子，土屋英希，渡苅尚子，中川美奈枝，中込保子，中村美智子，中村靖子，二階
堂整子，沼澤祐子，根本文弘，根本卓美，根本米子，長谷部裕子，畑山マサ子，服
部敏明，原田イチ，飯田妙子，曳地恵美子，引地房子，曳地美枝，引地良子，菱沼
フチ，平山栄治，福地啓子，瓶子ヒロ子，本田明美，本田慶子，幕田美代子，松浦
妙子，松田さと子，丸山二美子，三木芙美子，水間静江，南みさ子，宮本正子，向
山陽子，村木洋子，村田智惠子，持地紀子，安川恵美子，矢部良子，八巻ひろ子，
八巻ゆかり，渡部美智子，渡部登代子【福島市武術太極拳協会】安斎いく子，石川
恵美子，大槻志保子，大友邦子，加藤絹，鎌田京子，北見陽子，後藤妙子，齋藤修
子，佐藤栄子，佐藤尚美，佐藤久美子，佐藤敬子，三瓶和子，新谷義隆，鈴木富美
子，鈴木美和子，鈴木好男，鈴木正志，髙橋忠継，田中智恵子，中野久美子，野地
春江，長谷川フヂヱ，渡辺ひとみ【福島陳式太極拳同友会】安斎トク，五十嵐昭子，
石澤久芳，井埜ひろ，井上武男，遠藤淑子，大戸澄枝，今野直美，齋藤令以子，境
野ちふみ，佐藤淳子，佐藤ヨネ子，宍戸あや子，志田早苗，新田富美江，武藤寛信，
横山エイ子，吉田紀男，渡辺隆，福島陳式太極拳同好会【蓬萊太極拳愛好会】植木
節子，小野エサ，加藤由子，川辺ナオ，神田利子，菅野幸子，小寺トシ子，小林幸
子，斉藤茂，斉藤恵子，佐藤絹子，島貫美智子，菅野幸子，関根博子，橘元次郎，
橘豊子，土橋幸子，二階堂キヨ，新田琴子，畑野信子，藤田文枝，水野恵美子，三
富喜美代，三富光市，三芳英子，武藤エイ子，村上洋子，村田耕二，森口フミ，八
巻美恵子，渡辺照子，渡辺博子【太極拳会津万里】太極拳会津万里
【牛久武術太極拳協会】牛久武術太極拳協会【境
武術太極拳協会】境武術太極拳協会【つくば太極
拳協会】つくば太極拳協会【土浦太極拳協会】土浦太極拳協会【取手武術太極拳協
会】取手武術太極拳協会【新治武術太極拳協会】新治武術太極拳協会【日立太極拳
協会】日立太極拳協会【藤代太極拳協会】藤代太極拳協会【水戸武術太極拳協会】
水戸武術太極拳協会
【足利市太極拳協会】相場二三子，青野京子，青
栃木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柳美代子，青柳柳子，青山二三，秋田直美，秋田
晴三，秋田倭子，朝海恵子，朝倉士郎，浅沼由枝，足立栄子，穴原裕美，阿部ミチ
子，阿部典子，阿部幸子，新井トヨ，新井雅夫，荒井志津子，新井静子，荒木敦子，
有田道子，安藤仁子，安藤光代，飯田和子，飯塚昇，飯塚里子，飯塚ちづ，五十嵐
富美子，石井裕子，石川久美子，石川博，石原昇，板橋ひろみ，市川敏子，市川敏
子，市川悦子，市川延子，市野塚富美子，伊藤昭子，伊藤恭子，伊藤博子，伊藤文
子，井上敏子，猪越敏子，入江恒治，入江美津江，岩川なか子，岩澤ヨシ子，岩下
房子，岩瀬礼子，岩田進，上武政枝，薄井洋子，内田雅人，宇都木悦子，浦野憲夫，
江泉喜代子，江原美都恵，大沢克至，太田茂子，大西一子，大町義春，岡田恵美子，
尾上三四，小川稔子，荻野和恵，奥沢茂子，小比木久子，小曽根せつ子，落合次栄，
落合晶子，貝原佳代子，柿沼節子，影山節子，影山久子，柏瀬訓子，柏瀬進，加藤
利江，角口すみ子，金井ヒロ，金井誠子，金子千恵子，金子富美，金子盛雄，亀井
とし子，亀田久江，亀田香代子，河内紀子，川岸光子，川崎起与，川島治美，川田
みどり，川田祐一，川田トシ子，川田廣子，寒沢つや子，寒澤芳子，神田麻恵，岸
正男，北詰節子，北村安子，北村倫子，木村節子，木村テル子，久保紀江，久保田
佳子，栗原南枝，栗原フミ，黒澤弘子，黒田㐂代子，桑原圭子，毛塚けい子，小泉
英子，後上利江，小暮勝子，小島尚子，小島正晴，小島由喜江，小島さとみ，小林
ます子，小林章子，小林倭文枝，小林美知子，小林喜久美，小林和枝，小林和子，
小林和子，小林志津子，小林麻美，小堀陽子，小松崎元子，小森幸子，小森谷弓子，
近藤よう子，近藤美恵子，近藤よう子，齋藤ハルミ，斉藤ハルミ，斎藤美津子，斎
藤順子，坂口洋子，坂田實，坂田ヨシ子，相良孝子，佐々木ひろ，佐藤良一，澤田
清子，椎名和子，篠宮方子，島田照子，清水利枝子，清水玲子，清水克美，清水總
子，菅沼耐子，菅原茂代，杉江富江，鈴木綾子，鈴木泰治，鈴木英代，鈴木昌子，
須藤ミツ子，須藤洋子，須永静子，瀬山博子，相馬明子，園田修司，蘇原か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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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原春江，高瀬美香，髙橋千津子，髙橋久恵，滝川和子，田口佳男，武井千代子，
武井キン，武井千代子，田島のぶ子，蓼沼稔，蓼沼利江，田名網ゆり子，田名網ゆ
り子，田中豊子，田中悦子，田中和子，田部井静代，田部谷康子，田村光千江，田
谷野キヨ子，千代間節子，塚島鞠子，津川悦子，津久井幸子，辻篤子，土屋運吉，
綱本多江子，螺良順子，鶴渕佳子，寺岡敏子，鴇田和歌子，栃木宮子，戸塚雪枝，
殿岡茂子，富永すみ子，豊岡惠子，中井俊子，長井絹枝，中島輝子，長島礼子，中
田雅夫，長竹葉子，長竹淑子，永見玲子，中村良江，中村和子，中村嘉一，中村清
子，中山邦子，中山千寿子，西田栄子，二宮和子，根岸恒子，羽賀良隆，羽川照江，
萩原博，橋本孝晴，橋本由美子，橋本光子，羽田美江子，初谷よう子，初谷和子，
八長絹江，羽原幸子，浜野なお美，早川真知子，早川ゆき子，原一郎，樋口桂子，
菱山洋子，人見裕子，廣瀬八重子，福田セイ，福田優子，福地伸子，藤田暁子，藤
本ミエ，船田千恵，星野敏郎，星野美代子，堀江弘子，堀江かつ子，堀口揚子，前
野洋子，牧田澄江，益子裕子，増田カツ，松倉聖子，松﨑厚夫，松嶋かをる，松村
まき子，松本時男，儘田伊音，丸木年子，丸木年子，丸山君枝，萬代幹子，三木ギ
ン，三田和子，三田恵子，三田雄康，三田正子，三田美代子，見留サク，皆川雅利，
皆川雅利，峰岸悦子，宮﨑幸子，宮下恭子，三輪愛子，三輪俊雄，村尾初枝，村田
フサ子，村田容子，村松知子，罍和子，望月寿美子，茂木和彦，茂木泰子，茂木孝
子，茂木トモエ，茂木秀子，茂山加代子，森千代子，森川友子，森川友子，森下洋
子，森田勇，茂呂居照江，八木ヒロ，安田トシエ，山上克子，山口和子，山崎富敏，
山中千代子，山本明子，山本民子，横島絹代，横塚伸枝，横山佳子，横山キミ子，
吉澤昌子，吉田元女，吉田美枝子，吉田絹子，世鳥山つね代，世取山久子，米澤泰
子，和田勝枝，和田裕里，和田雅子，渡辺澄江【岩舟町太極拳愛好会】阿部操，阿
部吉子，荒井光江，薄井貞子，江田明枝，大谷富佐江，落合秀子，唐木田有作，草
島純子，小林秀雄，齋藤良子，相良ウメ子，柴崎和香子，白寄光男，高城好江，高
山初江，永島良子，永島アイ，鍋山千恵子，西川里枝，橋本ヤイ子，羽角千恵子，
長谷川悦子，平松紀美子，堀江宣男，松永篤代，松本教子，茂呂千代，渡辺敏子【宇

朝田輝穂，阿部紀久子，荒川美津枝，荒川成子，有島利子，粟村弥生，五十嵐洋子，
石川直子，石田忠宏，石田令子，和泉吉彦，和泉宏江，市田美紀子，稲田敏人，猪
野幸子，井口カツ，藺牟田真弓，入江悦子，岩間捨春，岩間幸子，上中茂子，大井
和子，大島広子，大田知子，大塚幸枝，大出京子，大西賀英子，大貫悦子，大橋明，
尾島美江子，小野力，柿沼延枝，柏崎芳子，柏戸礼子，勝部典子，加藤君代，加藤
美次，神庭裕里，川上絹子，川又妙子，菊地晶子，菊地由起，木村弘子，清遠八惠
子，久留島峻一，黒田純子，毛塚猛大，癸生川壯，小池典子，小口真澄，小島明美，
小林澄子，小林房子，齋藤香織，斉藤玲子，齋藤輝，坂田秀子，阪本勤子，佐川寿
恵，佐川純子，崎谷正行，佐々木洋子，佐藤徹，佐藤幸江，塩塚文子，下神健次郎，
島井絵里子，新宮奈々，鈴木真理子，鈴木晴奈，砂川純子，関谷直子，高尾ウタ子，
髙瀬希伊子，高橋万里子，髙橋初枝，髙山公子，高山守夫，高山恵靖子，高山宗久，
高山幸美，高山公子，高山蓮，滝沢小百合，武井重雄，竹澤由紀江，田中真由美，
田邉薫子，土谷栄次，土屋直美，デルカウイ香魚美，戸井田公江，豊田悦子，中井
千歳，中口あやこ，中小路良介，中田光紀，中野賢一，中山弘子，西川弘子，野口
真弓，野中義廣，畑中邦男，原田将司，半上野秀樹，日向野圭澄，樋口佳奈子，福
澤喜代美，福田和枝，藤生明男，藤野美枝子，星川育子，前原剛彦，増田好男，松
山貴子，三浦芳江，三浦美紀，三井淳子，宮崎小百合，望月昭三，茂木芳子，元橋
葉子，物井礼子，山口かよ子，山口陽子，山崎幸子，山﨑フサ子，山本希美，横澤
勇，𠮷岡邦裕，𠮷岡礼子，吉田明男，吉松勇人，吉本保，米村新，米本二一，蓬田
久美子，渡辺義泰【佐野市太極拳クラブ】青山冨美子，赤堀文子，秋本典子，浅井
都子，吾妻史子，荒井君子，新井ハツエ，飯田園枝，飯塚紀代子，井口ヨシノ，石
田多美子，板橋公子，今泉節子，内山優美子，大木美智子，大草セツ子，大沢トシ
子，大場木男，岡麻里子，岡節子，小川朋子，沖利子，奥山美貴子，小倉侑子，尾
崎安子，小澤孝子，小日向洋子，恩田啓子，片柳一枝，勝山マツエ，加藤久美子，
加藤綾子，川上弘子，川上一子，川上祐子，川村恵子，北村静子，熊倉澄子，黒田
紘子，慶野喜代乃，小林美佐子，小宮嘉司，小山久美子，篠原莊輔，島田竹子，清

都宮市太極拳協会】相場小夜子，秋葉京子，秋元アヤ子，東カツ，阿部節子，阿部
俊子，阿部恵昭，荒川芳枝，安納ミツ子，池田伸明，池田ヨシエ，石川中，石下雅
子，石下良夫，石﨑和子，石﨑三代子，石塚美江，石塚久子，石飛君子，石原チヱ，
磯川幸子，糸井祥子，伊藤喜代子，井上和子，猪股愛子，今城紀興，今城紀興，入
江市郎，入倉明世，岩田次男，上田清一，上野江利子，宇賀神和子，臼井敏枝，梅
木昌子，海野ミヤ子，江川光代，江本範子，大金栄子，大木美智子，大島カオル，
太田美代子，大竹ユウ子，大塚きりよ，大貫周太郎，大森トキ子，大谷甲文，大山
文子，岡田友子，岡田登美子，岡本葉子，小口尚美，奥山隆治，尾島美江子，鬼塚
義裕，小野綾子，小野﨑隆夫，柿沼敏之，影山房与，金田朋子，鎌田真利子，川上
典子，川嶋勢津子，河原カツ，菅野しげ子，菊地淨家，菊池康明，菊地由記子，北
山亮，君島悠介，倉田曜子，栗坪マチ子，小泉順子，小笹和子，小島啓子，小林誠
一，小林弘江，小林誠二，小林誠二，小松静子，駒場昌子，駒場里子，小森貞子，
小山登喜子，近昌夫，昆京子，近藤久仁子，齋藤始子，斉藤イク，斉藤節子，斉藤
栄子，酒見恵美子，阪本康子，崎谷忠男，桜井盛允，桜井すみ子，佐々木護，佐藤
サク子，佐藤美知子，佐藤マサ，佐藤智恵子，佐野和子，佐野和子，椎貝節子，始
澤多恵子，篠原嘉子，篠原幸子，白鳥美恵子，鈴木茂子，鈴木了介，鈴木モト子，
鈴木優子，鈴木和男，鈴木篤子，鈴木トミ，鈴村元，瀬尾弘美，添田芳江，曽川直
美，高田政夫，髙橋美津枝，髙日幹夫，滝沢トキ子，竹井マツ子，武内紀子，竹内
トミ，田代良子，田代桂子，田中美智子，田辺静枝，玉巻邦子，長民子，月岡光江，
津野田栄二，手塚和男，手塚千鶴代，富山修，豊田敦子，豊田敦子，直井一枝，直
井惠子，永井イネ，長島允子，中山佳子，永山茂三郎，奈雲明美，生井フミヱ，生
井美代子，生井恵子，生井キミ，成原文子，西沢光三，仁平隆史，沼尾由利子，野
口千重子，萩野谷礼子，萩野谷肇，萩原綾子，萩原サカエ，橋田真知子，蓮実芙美
子，早川康子，半田登喜子，半田泰子，半田幸子，久江チイ子，平田幸子，福井保
子，福田ヤイ，福田美津代，福田和子，藤川久子，藤田百合子，古橋フミイ，辺見
幸恵，北條壽子，星野志郎，穂積佐知子，本田眞理，前田靖子，増渕一，増渕修子，
升也勝彦，升也幸子，松田キヨノ，松村トシエ，松本綾子，松本美岐子，三日月京
子，御子貝品子，三村友子，宮川信子，宮崎小百合，宮村尚，御代田順子，宗広節
子，村田恵子，村田ちか子，室井勝子，室田万珠美，森田光，矢古宇博子，矢古宇
伊子，矢沢満さ子，安場和子，谷田部静枝，矢野陽子，矢吹通子，山賀恵子，山上
ハツ，山崎ヨシエ，山崎恒子，山下敏，山中恵美子，吉川知子，吉澤サカエ，吉田
勘治，吉田いつ子，若木洋子，渡辺みどり，渡辺勲男，渡辺英二，渡辺幸子，渡辺
アサ【鹿沼市太極拳クラブ】青木洋子，阿部文子，岩﨑純一，岩瀬憲一，宇賀神里
子，江崎立子，大貫泰子，小平朋子，鹿妻幸子，小平恭子，小太刀恵美子，小太刀
久子，小林和子，斎藤修，斉藤朝子，斉藤行央，佐藤雅美，佐野文恵，重満洋子，
柴田典俊，鈴木鈴子，早乙女昭治，早乙女冨美子，髙橋直美，高橋英雄，高橋ちづ
子，高山説子，田辺美江子，豊田美和子，中村薫，沼尾和夫，野沢聖明，野沢昌子，
長谷川保美，馬場啓子，平井善子，藤沼敏子，舩木綾子，松山圭子，麦倉悦子，茂
木久雄，簗瀬和代，山縣俊介，横尾久恵，和田幸江，渡邉大介，渡辺久枝【黒磯太
極拳クラブ】遠藤政子，大西悟，大西正美，大森登喜子，大森初江，尾形美智枝，
小野康丸，小野博代，上代良子，片桐典子，日下部悦子，黒崎栄一，櫻井正，佐藤
ひろみ，佐藤和子，篠崎成子，篠崎美和子，白井ともえ，白井光子，鈴木貴代，鈴
木一江，鈴木貴，相馬良子，相馬裕美，髙橋京子，竹内祐子，田辺義行，谷光江，
田野実翔，丹野哲男，津久井福蔵，常陰則子，常盤藤枝，長瀬洋子，法山明子，平
山由美子，平山正代，福島芳子，藤村由美子，増子のり子，松島㐂代子，宮沢真季
沙，室井マサ子，森田榮子，八木澤とみ江，山口元子，渡辺登美子【黒羽太極拳ク
ラブ】阿見ツナ子，石嶋マス，石塚裕美子，石塚由美子，草崎まり子，大宮司まゆ
み，西崎由美子，益子とも，三田初枝，谷池千枝子，渡辺京子【グローバル武術】

水浩，須斉和子，関口ヨウ子，関根恭子，関根みゆき，関根利枝，五月女信次，髙
田淑子，髙橋松江，武澤カツ子，立川登美子，田名網信子，田名網幸子，谷和子，
出井典子，寺内みよ，時﨑啓子，戸沢イツ子，中島公子，中塚淑，中村のり子，成
瀬初江，野中悦子，橋本由美子，橋本光子，長谷川久子，初山富士子，林一子，日
向野佳代子，福地とみ子，松岡義明，松下恭子，松島幸子，三田和正，茂木トミ，
横山トヨ子，横山京子，吉川淑子【髙根沢太極拳クラブ】赤羽秀子，岡みどり，海
野久子，加藤カオル，菊地延子，小池カツ，桜井茂春，桜井アサ子，塩澤啓代，杉
山いく子，鈴木セツ，関谷幹子，田中美知子，塚形京子，手塚明美，中島隆，村上
育公，回谷文子【栃木市太極拳協会】相子英子，青木悦子，青木アヤ，青木悦子，
赤羽根寿美子，秋澤斐子，秋元冨美枝，阿久津けい子，阿辺正喜，阿部真理子，天
海達雄，荒井節子，新井恵子，荒井茂美，新井圭子，荒川公子，荒川宣博，安生修，
安藤千代，安藤千代，飯島里子，飯野昭一，飯野あい子，伊沢武司，石川明男，石
川溥，石川進，石橋アキ，市川チイ子，市村和子，伊藤恵子，伊藤道子，伊藤文江，
伊藤友代，入野優子，岩場由紀子，宇賀神勲，氏家佐知子，牛久恵子，薄井貞子，
海老原貞男，大賀享子，大川信江，大久保富美，大島延尚，大島とみ子，大島好子，
大嶋邦子，大島良雄，太田せつ，大滝一子，大竹利子，大竹實，大塚重男，大塚ハ
ル，大出和子，大出誠治，大橋真砂子，大橋くみ子，大橋真砂子，大橋信子，大橋
幸子，大町義春，大豆生田寿子，大豆生田とみ子，大森幸子，大森由紀子，大森美
栄子，大山ヨツ，岡本祐輔，岡安ふく，荻原和子，小倉良子，小倉美江，小曽根昭
子，小平徳，小野福子，小野口良子，小野口八重子，折田久子，影山百合子，笠井
孝子，柏倉芳枝，柏﨑敏子，片岡紀世，片柳幸雄，片山ヱミカ，片山静江，門井輝
夫，加藤あつ子，加藤喜代子，加藤文子，加藤亮子，金久保定子，金子和子，鹿野
満寿子，亀田央子，亀田陽子，亀田キイ，川島進，川島貴美子，川島桂子，川田篂
子，川野辺祐代，川又昭子，川村よし子，岸秀亮，北原和子，狐塚春美，木村恵美
子，葛生あや子，熊倉ミキ，熊倉芳江，熊倉恵子，熊倉明子，倉橋潤吉，倉持文子，
黒川知加子，毛塚教子，腰塚松江，小杉永乃，小平嘉代，後藤芳江，小林三千子，
小林俊子，小林美代子，小林守男，駒形フミ，駒田君子，小宮和子，近藤栄，坂田
紀子，坂野展子，酒巻淑美，櫻井トシ子，佐藤守男，佐藤守男，佐藤浩司，佐藤信，
佐山明子，佐山敏明，猿山和子，猿山朝子，椎名美代子，塩澤カツエ，重野悟巳，
重野キミエ，下倉昇，志鳥桂子，篠木明，篠崎和枝，柴節子，柴キワ，島田八千恵，
島田ふさ，清水篤，清水富子，下田淳子，下山千代子，白沢ツル，須黒美恵子，鈴
木トミ，鈴木八重子，鈴木頼子，鈴木喜昭，鈴木拓，鈴木紀巳子，鈴木正男，鈴木
智子，須田キク，須田ヱイコ，須藤富枝，須藤庸子，諏訪保男，関和夫，関常夫，
関口好子，関口博子，関口由紀子，関口保子，関口嘉津子，関根フミ，瀬下政子，
高岩弥生，高瀬イク子，高田章，高田幸子，高田芙美子，田神豊，高村きく江，高
山秀子，田口英子，竹川鉄彦，夛田房子，只木トミ，田名網恒子，玉野芳成，田村
三都子，田村喜代子，田村哲夫，田村祐司，千葉文紀，塚田憙延，堤崎治江，手束
紀子，寺内弘子，寺内一夫，戸崎準，栃木節子，長澤和子，中島チヨ，中鳥義照，
中島正躬，中田美知子，中田克己，中津享子，永山操，中村光，中村好江，中山曄
子，奈良部八重子，二階堂幸子，西畑淑子，西脇輝子，新田光男，野口貞江，野崎
智恵子，野沢千代子，野尻恵子，野原和子，野村啓一，萩野谷芳江，橋本正美，橋
本敬子，服部範夫，鳩山光江，早川香代子，原安康，日向野さち子，樋口登久，日
高栄，平泉美代子，平岡順子，平野帛子，福島好子，福田英二，福田勝哉，福田惺
一，福富浩子，藤野きみ，伏木美智子，二渡成子，舟橋貴子，堀江美智子，堀田和
枝，巻島偉子，牧田茂子，増山千代子，増山裕子，増山フミ子，増田延江，増田邦
代，真瀬恭子，松本節子，松本豊，松本圭子，松本美智江，三柴章平，水越敏子，
三田節子，三田和正，水戸部睦美，宮沢昭雄，宮沢昭雄，麦倉トシ，村上正子，村
上みな，村上絹子，村川利子，村田祐紀，茂木幸枝，森浩之，森川貞江，森沢フ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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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森田フジ子，森戸キン，森戸文夫，森戸勝枝，安田三男，安田保江，谷中田満
子，山井文江，山井ヨソ子，山井万里子，山崎のぶ子，山崎蓉子，山中則子，山中
眞千枝，山ノ井カネ子，山本恵子，山本清和，山本節子，湯沢保虎，横地邦子，吉
澤侊子，吉澤國夫，吉羽久子，若狭右子，渡辺啓次，渡辺登美，渡辺ミイ，渡辺里
子【那須塩原市太極拳協会】相田トキ，稲葉光子，蝦名宮子，大川知子，大塚文子，
大貫貞男，片股省子，菊地イワ，岸三千子，君島志津子，君島弘子，君島和子，君
島千津子，君島惠子，君島永子，君島佐千子，田中節子，寺下泰子，戸村和美，豊
島和美，豊島房子，根本勝子，松田輝臣，南深雪，棟形さつき，吉成良子，渡辺文
子，渡辺伸子【野木町太極拳クラブ】一條育子，伊藤順子，伊藤幸子，猪熊佳代子，
海老沼芳江，落合牧子，川田充子，川田眞紀子，篠原トモ子，白井容子，髙橋和代，
滝本正子，田島恵子，田之上富美子，田村登美子，知久ユキ，津布久美治子，中村
万里子，真瀬清子，宮下則子，八巻義男，山中きよ子，横山ヒロ子，渡辺シズ子【壬
生町太極拳協会】遊学塾太極拳一同，中央公民館教室，中央公民館教室
【北関東武術連盟】青木幸夫，青木栄子，青柳理
群馬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栄子，阿久津君代，淺川芳子，天田好江，新井良
枝，新井文子，新井友江，新井祐美，新井千都子，飯島節子，飯島加津江，飯塚美
恵，碇谷葉子，砂盃次代，石井慶子，石原由利子，磯野慶紘，磯野江吏子，井田房
子，市川皓子，一倉ユタカ，一倉眞美江，市原よし江，稲田淳子，井上美穂，猪谷
愛子，今井秀子，今井育子，植田喜代美，上原代志恵，臼田美智子，臼田雅子，梅
津治代，浦部尚彦，大井田せん，大木栄子，大倉健治，大田道子，大谷末子，大塚
厚子，大家健嗣，大谷木正，大谷木明子，大山モト子，大山由美子，岡弘子，岡田
啓治，岡部みな子，長壁菊代，加賀宮佳子，加藤従子，金井伸江，金古寿美子，川
浦玲子，川上敬子，川田陽一，神田一枝，神戸恵子，神戸和子，木内久美子，岸さ
とみ，久保洋子，熊谷由美子，倉林アイ子，栗原多鶴子，黒澤優子，黒沢郁子，黒
澤勢津子，黒沢洋子，黒澤行男，黒沢律子，黒澤美津江，剣持千代子，小池秀子，
小岩知恵子，郷緒二三江，小暮隆，小島榮子，小寺加代子，小西美智子，小林陽子，
小山晶子，小山光男，小山絢子，近藤八千世，近藤祐子，斉藤淳子，斉藤かつ子，
斉藤昌子，斉藤美萩，斉藤と久江，酒井ふじ子，酒井博美，阪本貞雄，阪本志津恵，
笹沢保男，佐藤道代，佐藤悦子，佐藤加代子，澤入克代，澤入優子，茂原由美子，
設楽なか江，品川定雄，篠原美恵子，柴山一子，島田愛子，清水文子，清水秋子，
清水美津江，志水栄子，白岩ゆき江，陶喜美代，菅原久仁子，杉原初枝，杉本清美，
須佐勝美，鈴木厚子，鈴木伊三郎，鈴木秀子，首藤美和代，住谷いね子，関口八千
代，瀬下ユキ江，反町陽子，高木幸子，高津久美子，高梨千寿代，高橋悦子，高橋
順子，高橋節子，高橋幸子，高橋美紗子，高林澄子，高山めぐみ，高山ふじ枝，田
口晋児，田口タミ子，竹内恵子，武政初代，田島章江，田島久恵，立川節子，田中
美知子，田中正代，田辺由里子，田村千鶴，田村八重子，田村明子，知古嶋勲，津
久井庄治，土屋茂子，角田寛子，寺田由紀子，遠間冨士夫，戸澤美佐子，豊泉君代，
内藤君枝，長井孝子，中澤幸子，中島敏子，中島和美，中山道洋子，中谷美千代，
中野澄江，長野倫子，中原好子，中村恵子，西川早苗，根岸貞江，野沢美恵子，橋
本進，畠井秀二，濱田悦子，早川和子，早川由紀子，林寿子，林美代子，平岩きよ
子，平岩春雄，広奥一江，深津和子，福島成，福島征子，福本美江子，藤多純子，
藤野昌江，藤巻陽子，藤本桂子，古川恵子，辺見次子，星野久美子，細井鈴江，堀
越サト子，堀越静江，堀米秀夫，本多昌代，松井みよ子，松尾志津江，松本典子，
松本治子，松本晴美，黛敬子，三上光枝，峯岸英子，宮崎みよ子，宮澤三枝子，宮
下節子，宮下佐智子，茂木俊子，森通子，矢島正代，柳井功子，矢野光子，矢部敏
子，山内敏子，山口恵美子，山﨑恵子，山田悦子，山田文義，山田百代，山田照代，
山田勲，山出令子，山名尊子，山中久美子，山根邦子，山本さと子，横田真由美，
横田恵美子，吉井恵美子，吉川ゆみ子，芳川三恵子，吉田さち子，吉田武子，吉田
千鶴子，吉田英子，渡辺典子，渡辺文代，吾妻太極拳愛好会，児玉太極拳クラブ，
渋川太極拳同好会，下仁田太極拳荒船会，高崎センター太極拳，高崎ハーモニー，
富岡センター太極拳，富岡七日市太極拳クラブ，富岡もみじ平太極拳，前橋北太極
拳クラブ，前橋南太極拳，やわらぎ富岡中央太極拳，やわらぎ中之条【群馬県太極
拳協会】青木章，阿久津登志子，浅田八重子，安部京子，阿部愛子，天沼清子，天
沼清子，荒井千枝子，新井紀子，荒川美智代，荒木郁子，飯島貴美子，井沢英三郎，
井澤早苗，石井マサル，石坂和子，石田正悟，石原まり子，伊藤良子，伊藤紀子，
伊東晴夫，伊藤京子，稲葉豊，井上那也，井上正子，今井典子，宇敷寧子，宇敷春
枝，宇津江依道子，生方英代，江原修，尾池和女，大川かよ子，大木富久子，大木
静花，大桑千春，大嶋晴美，大島公子，太田秀子，大竹桂子，岡崎千晴，岡島栄子，
岡田圭子，岡田さと子，岡田トシコ，岡部一男，岡部園子，小川美智代，荻原壽子，
荻原玲子，小澤保司，小田嶋喜代江，小野さよ子，小野とし江，小野里利弘，小野
里淑子，小野里弘子，小保方陽子，梶屋美代子，粕川要，粕川尚江，加藤千恵子，
加藤豊子，加藤しず子，加藤勝代，金井幹子，金澤朋子，金谷博子，鹿沼和代，鹿
沼トヨ子，鎌田節子，上岡久美子，上村光枝，鹿山泰子，唐崎ヒサ，河内正雄，川
原美智子，河村いく代，木内海里，木内蓮，木内学，木内由香利，木村キヨ子，木
村フジ，工藤幸子，倉品光子，栗田かほる，栗原静江，栗原孝子，黒岩汰成，黒岩
玲花，黒島登美子，萱間邦子，黄海光，小暮和佳子，小平隆志，児玉寿美子，小林
伸江，小林春翔，小林茂樹，小林敏夫，小林カズ子，小林一恵，駒形一子，齊藤栄
一，斉藤明子，斉藤幸子，酒井保全，坂爪ちず子，坂本真司，坂本正己，櫻井昌子，
佐藤千恵子，澤口恵子，塩谷治江，品川佳子，柴田卓男，島田久江，清水八重子，
清水京子，清水モリ子，下田温子，下田洋子，下山田モト，白石貴久代，白倉京子，
菅原明子，杉本令子，須田薫，須藤光子，須藤ふくよ，須永美知子，関幸恵，関口
久子，関根正子，反町まさゑ，髙井妙子，高浦キミエ，髙桑捷美，高瀬昭，高田実
男，高田泰子，髙野美千代，高橋蘭子，高橋セツ子，高橋初音，高橋栄子，滝沢公
子，竹下康子，竹村カツ子，只木正一，立見昭代，田中睦枝，田中紀子，田辺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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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谷川喜代子，田沼政子，千吉良美津子，千葉澄江，千葉博子，塚越茂雄，塚越
貴子，津金沢京子，津久井伸一，津久井富子，手塚操，天明寿美江，都丸篤子，富
岡由紀子，冨澤治子，猶原重子，長澤仁子，長澤伸知，長澤洋子，中島文子，中島
政江，中島啓子，中島けい子，長島ふみ子，中野玲子，中村洋子，中村尚子，奈良
橋俊子，成塚正敏，西澤育代，西村正子，鳰原三千代，沼田和美，沼田てる代，沼
部千代，根津清子，野田加代，萩原瑞枝，羽柴慎次，羽柴一江，橋場喜代子，羽田
福栄，花沢清美，浜川育子，林篤子，林昭次，林民子，原美雪，原明子，樋口勝子，
平井たか子，深沢フミ子，深代末子，深町弘子，福島千代子，福島広子，福田紀美
子，福田タケ子，福田たみ子，福田せつ子，福室桂子，藤崎信子，藤本ゆうすけ，
二ツ橋和子，星野由美，星野吉雄，星野裕子，星野美代子，星野ヒロ子，細井和枝，
堀悦子，堀江節子，堀口幸子，前田ヒロ子，町田アイ子，松嶋絹江，松田千鶴子，
松葉きい子，松村敏子，間々田公伯，丸岡千代子，丸岡と志子，三栖直弘，宮下か
ほる，村田澄夫，村山ヨシ，森孝子，森喜三子，森崎巴江，森山暢子，八木英子，
矢島光男，矢野淳子，山上美智子，山下隆二，山下由紀子，山田純子，山田リサ子，
山田智子，山田晴夫，山田安子，山田涼子，山本茂樹，湯山雪乃，横川静子，横堀
あさ子，芳沢康子，吉田典子，六本木昌恵，若月好子，若林節子，若林重雄，若松
久江，和田千代子，和田とみ子，渡邊勝司，渡辺桂子，渡辺清子，あゆみ太極拳ク
ラブ，安中太極拳協会，いずみ太極拳クラブ，伊勢崎市太極拳協会，太田鳥之郷太
極拳クラブ，桐生太極拳クラブ，境太極拳協会，渋川太極拳愛好会，高崎太極拳舞
遊会，館林城沼太極拳サークル，豊岡練功クラブ，浜尻練功クラブ，松井田町太極
拳協会，八幡練功クラブ，悠悠太極練功の会，ヨーク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前橋【館
林市太極拳協会】飯塚明子，石井靖子，泉田秋子，板橋高子，岩崎緑，落合春枝，
加藤敏江，川口範子，光山政子，小堀寿美子，近藤好江，桜井あつ子，塩田久子，
島田千寿子，庄條ロースマリー，高瀬佐智子，高橋弘子，多田暁美，田部井玲子，
玉井絹枝，長倉由紀子，長島のり子，根岸好，橋本香，橋本正男，長谷川春江，細
井静子，丸山幸子，村田光雄，吉永英子，館林太極拳クラブ代表松本昭子，館林太
極拳サークル代表田中達也一同15名【前橋市富士見武術太極拳連盟】青木菊治，青
木晶子，青木文，青柳としえ，赤石実惠子，新井久美子，石川信枝，泉春江，板井
奈保子，伊藤高一，伊藤靖彦，稲葉康男，井野正江，上原美津代，薄波かをる，内
堀光之，内堀通子，梅山良子，大島きく枝，太田香，大谷元，大谷礼子，大山しげ
美，大山祐一，小熊タカ子，小野里三智子，笠井正雄，笠原久子，加瀬妙子，加藤
久仁子，加藤明美，金井ふじ美，金井文子，金井英夫，北川真由美，桑原せい，小
林眞佐子，近藤美穂，西郷克美，斉藤明憲，酒井柳子，佐藤清美，下田邦子，下田
徳江，神宮正，須藤美千代，須永あけみ，関口幸子，都木美枝子，高山和枝，武井
稔，立木重次，立木秀子，田中ゆかり，谷山孝雄，田村紀乃，田村隆子，千木良依
子，塚田千枝，継久美子，登丸譲治，登丸道子，永井洋子，中澤トク，中村くみ子，
中村典子，南雲和子，奈良ヒロ子，野上かつ子，萩原富美代，長谷川幸江，林早苗，
樋口和子，樋口あけみ，平石由美子，福島順子，本多秀美，前田和美，松田昭子，
松本みどり，松本加代子，丸橋和子，皆川敏子，武藤重子，村磯英三，村磯光子，
森雅美，山岸洋一，山口アイ子，山崎啓子，山崎許子，山崎操，山田千鶴子，山田
久子，山田紀美子，山田紀美子，横田真知子，横溝きみこ，渡辺寛子
【埼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上尾蘭蘭クラブ，翌檜
埼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くらぶ，あづま太極拳同好会，いきいき太極拳，
伊奈拳友会，武福川口，武福他合同チーム，浦和彩拳会・みむろ翠泉，浦和太極拳
同好会，浦和長拳クラブ（大人）
，英武会，おおぞら，大利根太極拳クラブ，大宮・
春岡合同チーム，大宮南太極拳クラブ，大谷太極拳，春日部扇藤の会，春日部火曜
教室，春日部金曜教室，春日部サークル・健康，春日部32式剣，春日部翠武会，春
日部藤塚太極拳クラブ，春日部武道館太極拳の会，春日部柳拳会，春日部六期・７
期，加須市太極拳連盟，上木崎太極拳クラブ，上里拳伸会，神根東太極拳クラブ，
上福岡水曜会，火曜太極拳クラブ，川柳遊友くらぶ，北開東武術連盟上里支部，行
田めだかくらぶ，熊谷太極拳教室，ＫＫＷＦ児玉太極拳愛好会，ＫＫＷＦ児玉太極
拳クラブ，元氣倶楽部，健康太極拳わかば，拳林館，こうのとり，越谷大泊東教室，
越谷教室，越谷さくら会，越谷市武術太極拳連盟，越谷水曜くらぶ，越谷太極拳天
元会，越谷太極拳同好会，越谷たんぽぽの会，越谷天陽，越谷南部太極拳クラブ，
幸手西太極拳クラブ，幸手水無月会，狭山太極拳クラブ，芝西太極拳クラブ，ＪＵ
ＲＩＮ48?，ＪＵＲＩＮマリアージュ，ＪＵＲＩＮ美里・クリスタル，ＪＵＲＩＮ
寄居・会館クラブ，心身会，心泉太極拳クラブ，スウィン鴻巣，杉戸南太極拳クラ
ブ，千の龍，草加市武術太極拳連盟，草加太極拳ひまわり，太極拳あゆみ会，太極
拳泉，太極拳雲の会，太極拳謙和会，太極拳サークル宙，太極拳彩の会，太極拳桜
クラブ，太極拳天河，太極拳悠久の会，太極拳若草，大東南太極拳クラブ，太極拳
調の会，竹林会，陳氏太極拳川越北クラブ，月見草，東京太極拳協会，東京太極拳
協会吉田森田チーム，東京中国武術協会「香風」，戸田太極拳和の会，戸田新曽太
極拳クラブ，戸塚太極拳クラブ，戸塚太極拳水曜会，仲本太極拳サークル，なでし
こ会，七里太極拳クラブ，滑川町チーム，なんが太極拳，好好太極拳クラブ，西ス
ポＴＡＩＣＨＩ，日本雀仲三太極拳研修会，蓮田市太極拳協会，飯能陳式，樋遣川
太極拳クラブ，深谷こぶし会，深谷市九二和会，深谷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深谷翔友
会，深谷太極拳クラブ，本庄市太極拳連盟，前川健康太極拳クラブ，松伏太極拳鈴
風，松伏太極拳同好会，水深会，宮代町太極拳連盟，会山口太極拳同好会，ユーペ
イシー，悠悠倶楽部，ゆり太極拳，与野太極拳クラブ，楽拳会越谷教室，蕨光蘭，
蕨太極拳クラブ，蕨南町太極拳クラブ，われもこう坂戸市連
【千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我孫子市太極拳協会，
千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市川市太極拳協会，太極拳集団天狼星・千葉，千
葉県日中太極拳交流協会，千葉星火会，千葉太極拳倶楽部，東京太極拳協会・千葉，
東京中国武術協会・千葉，日本太極拳アカデミー・千葉，日本太極拳友会・千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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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拳無意求・千葉【我孫子市太極拳協会】赤羽和子，秋山君子，阿部和子，有居晃，
有居晃，市川満喜恵，稲井慶彰，宇佐美八重子，宇佐美康夫，宇田川由美，江里口
泰一，岡田民雄，小川洵子，小川延于，笠井きく乃，加戸節子，神谷きみ子，蒲原
直樹，川又和子，菊地泰子，倉田通代，近藤雅裕，斉藤清子，佐々木政子，篠田泰
司，下村裕子，杉山節子，鈴木喜美子，瀬尾みち子，瀬戸佐久良，高倉昭子，瀧本
輝子，玉田二郎，田丸勢津子，塚原文夫，津田秀雄，西坂広子，西坂友一，二宮恭
介，二宮弘子，服部芳子，風澤好恵，舟木進，三宅満里子，山口純子，山田喜代子，
山道弘美，弓削紀子，湯澤恵子，渡辺実【市川市太極拳協会】五十嵐くら子，伊草
多美子，石井清美，石川久美子，石村恵利子，市川澄子，市原章二，井上晴雄，井
原美代子，岩堀玲子，上野智子，植松勝之，宇賀宏子，大柿正明，大島征二，大島
忠，大島信子，大津茂生，岡崎昭一，小野和子，小柳出芳申，粕谷松夫，片岡志生
子，葛飾和子，川江礼子，菊地嘉久，黒崎順子，黒田隆之，小管由美子，斉藤一郎，
斉藤英夫，坂入正樹，佐治説子，佐藤ギン，四戸大也，柴田美津江，嶋田克子，清
水琴美，下島いち江，新貝るみ子，菅谷ミチ子，鈴木厚子，鈴木茂利，鈴木知子，
鈴木将之，関根武，瀬戸栄子，染谷紗智子，髙橋貞子，髙橋欣子，高比良祥子，竹
田奈夫子，竹野良子，太刀川好江，田中正二郎，田中弘子，田中祥子，谷部勉，種
子佳代，塚本平二，豊田和子，豊田とし子，豊田容子，内藤進，長島鉄夫，永松紀
代子，中村良信，西牧一榮，仁平文彦，橋本多恵子，長谷川剛，畑中文次，花井和
実，花野井瑠璃子，原島一男，樋口妙子，平方幸子，平野さつき，広瀬幸子，星勝
則，星尚子，堀記久子，堀口愛子，牧野悦子，牧原幸与，松永美枝，松原いつ子，
丸山良孝，三神康子，三澤征夫，三須昭子，三井靖子，三ツ森美代子，三ツ森美代
子，宮永武彦，安田佳代子，矢野多美子，山崎礼子，山田のり子，由井淳二，横田
正子，芳居博美，吉田早知子，吉田光子，吉成純子，吉野清美，渡辺恭子，渡辺直
枝，渡辺光子【太極拳集団天狼星・千葉】青木多恵子，石井薫，石垣臣子，石川三
雄，泉幸子，今村佐和子，潮田政勝，大西スミ，岡元一了，加藤恵子，木寺静代，
木村直子，栗山紀子，渋谷美知子，高萩ふさゑ，武信眞紀子，田中春美，田中真，
玉置静代，田村美佐子，出羽栄勇，中川忠男，中島ゆり子，長塚猛，中村由紀，成
瀬常子，前田京子，増田静恵，森本亮子，山口佐江，山口すみれ，山田豊子，山田
豊子【千葉県日中太極拳交流協会】朝倉渥，浅村政春，安達幸，飯田雄二，石田ま
さ子，石原まり子，石渡康郎，稲葉弘子，内野和子，江口和子，大澤英夫，岡﨑英
爾，小口百合子，熊井英彦，黒田雅晴，小林成子，酒井田均，佐藤亮，白山昌子，
杉浦昭治，杉山道子，鈴木豊子，関口文孝，染谷祥子，滝沢静枝，武部喬次，田澤
井久子，富田千恵子，中川久美子，中村夫美子，成瀬節子，二井見好子，野口雅子，
橋本英子，畑間邦子，原島順子，原田三郎，平野恵津子，深澤彬，藤井雍子，星野
裕子，松原登美子，森芙美子，安田啓子，安田暢男，山下浩子，湯原春美，吉田由
紀子【千葉星火会】秋葉美千子，東洋，朝生真美，安倍宏之，板倉喜代子，飯髙鈴
子，飯塚千登勢，石原菊子，石森照子，石和田克宏，和泉恵次郎，磯海久代，井出
喜代子，伊藤晶，伊藤恭子，伊藤恭子，伊藤修一郎，上野厚子，上野厚子，上野知
克，上野昌史，江口励子，江藤愛子，海老原眞知子，江渕サヨ，大澤香津子，大信
田洋子，大信田洋子，大塚芙美子，大槻満智子，大野正子，大橋啓子，小川照子，
荻本あつ子，片倉昭江，加藤和子，上遠野敦子，加納紀代子，鎌田洋子，神山美智
子，亀島美恵子，賀山静子，川島アサ子，川田由紀子，河野携子，川端欣五，川村
由利子，木下久子，紅床登喜男，小平みつ子，後藤朝子，小中澤あさみ，小林正子，
小林みや子，齋藤良子，佐々木喜美子，佐藤ひとみ，佐野英子，篠原靖子，島口一
利，車頭静江，神野紀代子，杉本照子，鈴掛文子，鈴木順子，鈴木順子，鈴木智子，
鈴木ひろみ，須藤実，住田幹子，住友邦子，関本宣子，髙尾野壽子，高本圭子，滝
口とし子，田口静子，竹内満江，多田冨士男，田辺美和子，田村翠，知久久美代，
土堂征夫，土屋克久，土屋美知子，寺尾加玲，土井浩之，東條祥子，徳田重子，得
能政雄，永井智賀子，中江宏，中吉直子，中島松枝，長嶋啓子，中田きん子，錦見
八千代，西田美代子，西村征子，根本英子，信岡歌子，萩原実，橋本テイ子，服部
君代，坂野善子，東田順子，平野富造，平野裕子，廣瀬美保子，廣田信子，福士清，
福田修子，細野紀美子，細野晏雄，堀和代，本多幸枝，本間美恵子，町田裕子，松
井清一，丸山智恵子，三上クニ子，水谷和枝，水野冨美子，光延禎之，光延禎之，
向井昭子，向井敏子，山崎いくよ，山田和子，横山嘉代子，吉尾妙子，吉尾妙子，

英子，加藤悦夫，加藤和子，加藤幹郎，角能洋子，金井留美子，金森三和，金子満
代，川崎歩美，川嶋千恵子，川畑幸子，川又外志子，河道由夏，寒沢香代，菅野好
治，菊地三枝，北島萬喜子，北橋芳枝，北村昭子，北山奈津江，木村恭子，木村蓉
子，串田恵子，九貫昭和，熊谷直裕，黒岩保雄，小池和子，小池鐵造，後上明子，
小谷真佐美，小西幸子，小林恭子，小林茂，小林美知子，小宮山晴美，小柳哲郎，
小谷野倶子，小山喜和夫，斎藤昭子，斉藤照代，三枝啓一郎，酒井登志子，坂巻育
子，佐々木多賀子，佐々木宏子，佐々木康子，笹澤圭子，佐々愛美，佐藤朗子，佐
藤朗子，佐藤昭美，佐藤榮子，佐藤えり子，佐藤静子，佐藤典子，佐藤百合枝，佐
藤よし江，三林佐知子，椎名愛子，宍戸千鶴子，篠田泰司，渋谷知加，渋谷日出子，
島崎梗子，清水正興，清水義信，下出綾子，庄司太恵子，庄野和代，白川三栄，新
谷京子，菅田喜代枝，菅谷節子，鈴木純子，鈴木伸子，鈴木洋子，須田清次，須藤
恭正，砂永はるみ，関口明子，関根哲夫，高岡美智子，高杉節子，髙田隆敬，高津
和子，高橋明美，高橋照子，髙橋寿恵，髙橋由紀枝，田隈晃子，竹井薫，竹花幸代，
竹村裕子，舘信光，舘房子，舘下えり子，田中和美，田中紀子，田中道子，田中米
子，田引邦子，玉城恒子，玉置牧子，丹治みどり，塚田邦子，月井正男，辻安次，
津田しげ子，津田裕實，土屋光代，手島晶子，寺島昌子，東條りん，冨澤郁子，伴
野明美，内藤美智子，中井堯子，長尾富子，中城明，中城芙美枝，仲筋幸一，中田
喜和子，中田啓子，中田洋子，中村正三，中村節子，中村久子，中村光世，中本一
枝，中山芳子，夏井愛子，夏井春夫，新美光子，二階堂和彦，西村眞里子，西山愛
子，沼山美知子，野崎元彰，野瀬まり子，袴田清子，萩谷清二，萩谷はるみ，橋本
秀寿，橋本容子，長谷川綾子，長谷川悠子，畑川隆，服部嘉代子，花野井康彦，羽
物陽子，林恵美子，早瀬眞知子，久松茂夫，日向寺和子，平池芳子，廣瀬眞理子，
福井昌子，藤江一江，藤崎はつえ，藤田照子，藤田理一，二川隆之，船渡川恵子，
舟橋禮子，保坂瑞穂，堀照子，堀内喜美子，堀江千恵子，堀米佳津子，前川和弘，
前田義則，松田博子，松谷皓介，松本美恵子，真鍋忠善，真鍋美智子，丸千恵子，
三上悦子，水落喜美江，水川慶子，水野希代子，南澤文子，峯岸照恭，村田弘，室
德惠，森則子，森田勝子，森本良子，森山幸子，矢作勝美，矢沢三千子，矢島一江，
矢内弘美，八幡恵江，山形訓淑，山田静子，山田義夫，山本春男，吉澤聡江，吉澤
栄子，吉田明美，吉田隆子，吉田洋子，吉武早苗，吉野訓子，吉原玲子，吉宮みつ
え，若松トヨ，和田俊男，渡邊暁子，渡辺和子，渡辺加代子，渡辺清正，渡辺早苗，
渡辺竹子，渡辺友子 千葉太極武術院・表演武術斑 伊藤悠利，今仲陸人，内田梨
織，雑賀ヒカル，鈴木聖，代島絢子，代島知見，中村竜生，布一馬，林田武道，三
島海斗，山本千夏，山本陽樹 夢半島チーバスポレクチーム 片岡和子，齋藤富美
子，竹村裕子，中村久子，福井昌子，吉澤聡江【日本太極拳アカデミー・千葉】荒
木香，荒木そら，荒谷友碩，荒谷仁維，荒谷真粧美，磯野稚郷，岩田有三，内田佳
子，大作富江，折戸宏子，鹿島浩子，佐藤恵，佐藤洋子，塩田恭子，宍倉健満，中
田たか子，平井敬子，古田静子，三島暁子，森桃代，横山次郎 リトルカンフード
ラゴンズ 磯野心響，磯野水響，大野雅也，大野莉玖，塩澤はな，塩澤遼太郎，宍
倉桜佳，宍倉龍空，宍倉玲亜，堀内愛斗，米田歩未【日本太極拳友会・千葉】青木
正之，青木みどり，秋山八重子，阿久津キミエ，浅岡美智子，安彦次夫，安藤絹子，
伊介みち子，石郷岡君代，石丸美草，泉富士子，和泉田富江，井上ひさ江，岩井定
子，岩崎富子，岩下公子，岩本尚子，上田洋子，上野喜代子，上野雅司，宇田千佳
子，内田升子，大島けい，大谷英一，岡幸子，岡村大，岡本久美子，小江久美子，
長田敏夫，乙井ノリ子，乙部紀子，音道アエ，尾上康子，小原和子，尾本ゆきこ，
折祖道子，笠井松代，片岡征之，加藤美幸，神山志津子，亀谷たけ，川嶋澄子，川
村周子，木内由紀，菊地眞佐子，岸利枝，北原和泉，北見尹，北山泰子，桐谷志津
子，串田敦子，久原敬子，久米敦子，久米百合子，倉田光子，黒越トモ，黒澤実千
代，小井土礼子，国分利子，後藤栄子，小林繁，小堀実代子，小宮山みゆき，齋藤
鉄治，酒井笹子，坂井紹子，酒巻勇，桜沢のぶ子，佐藤恵子，佐藤光，椎名絹江，
柴嵜洋子，島田正子，庄司紀美子，白井昭子，白毛節子，新栄武，陣内敏子，須賀
照江，須賀淑子，鈴木佳代子，鈴木京子，鈴木孝雄，鈴木強，鈴木峰子，角園俊江，
田形秀子，髙橋照子，高橋義和，高山正義，滝沢哲子，竹田一義，武田正春，竹林
幸子，田島典子，田島美代子，田中桂子，田中佐代子，田中久子，田中正俊，田中
美佐子，田中廸子，田中洋一，辻登美子，角田由美子，天花寺雅恵，百目鬼順子，

吉田靖，吉田靖，渡部利明【千葉太極拳倶楽部】浅川美代子，安藤博希，石川満里
子，石田美津子，今井美千子，内山弘之，榎智嗣，大野明，大本由美子，小河原延，
工藤由季乃，小壁直子，小林修子，佐藤綾子，新藤敏子，関宏子，髙橋睦子，中園
洋二，中谷歌子，野間和江，林秀雄，林泰之，丸山芳美，目良正雄，山本法子，山
本雅子，吉田洋子，米元美治【東京太極拳協会・千葉】麻生悦子，阿部三和子，飯
田志津江，石川とし，猪野信子，大川和枝，大竹富江，小川晴江，沖くに，小田金
邦子，小田切美知子，香取文子，鎌形和恵，川尻実，川面千恵子，川端光栄，久保
木克子，木暮和子，佐藤はる，佐野二美，佐野好武，椎名秀子，篠ヶ瀬美映子，菅
沢一枝，須賀澤とめ，菅澤かつ江，高木石根，高野幸子，高橋和枝，高橋幹子，高
浜靖子，蓼沼芳保，田仲照，田中広子，寺田昭子，鳥羽亜三子，中野満寿子，西村
ミワ子，根本みな子，藤崎幸江，藤城悦子，藤田フク子，本宮兼司，前田カスミ，
松永紀子，三澤勲，宮内文子，宮崎智恵子，目黒晶子，森カズエ，山田昌子，山本
勝子，湯田喜久代，吉川清，和田寿美【東京中国武術協会・千葉】縣俊弘，浅野光
枝，芦沢尚也，葦津美津子，足立いく江，足立いく江，阿部宏子，阿部圭宏，飯島
みほ，石井祝子，石井藤江，石井玲子，石川広子，石川広子，磯邉佐知子，板橋と
し子，市川博敏，井出千鶴子，糸井英雄，伊藤可代子，伊藤由江，稲木久子，井上
照枝，井上博子，今泉光子，今坂公子，今冨浩子，岩間敏明，上田多華子，梅本八
重子，江口広子，榎本優子，及川倭玖子，大草幸枝，大久保郁子，大久保郁子，大
畑一江，岡綏子，小笠原恭子，岡村京子，岡村朋子，小川宣子，奥平欣示，奥村正
治，小野田正子，甲斐敏子，角谷佳代子，河西喜久恵，笠井利子，勝尾好正，加藤

中江由美子，長尾純子，那須真弓，野中正枝，述金博子，萩野ユミ子，橋谷紀久江，
花野井美知子，馬場和男，早川直子，林千枝子，原田静枝，平井和子，平沢定男，
福地広子，藤波京子，藤本須磨子，藤埜和子，布施若惠，古市和子，古市民子，古
畑敬子，堀律子，堀井理恵子，本名文代，本間京子，町田由美子，松岡恵子，松崎
紀代子，松澤紀子，松延彰，松延武，松村洋子，真部春司，真部美佐子，丸山公子，
丸山幸子，丸山美彌子，皆川靖子，宮崎嗣雄，矢口洋，安田節子，山浦伊津子，山
川敏枝，山岸瑠奈，山崎京子，山崎裕子，山田喜美子，山本弘，山本唯，山脇由美
子，横田拓也，吉井雅博，吉川和美，吉原あや子，吉原弘二，渡辺秀子，渡邉正子
拳友会流山ねんりんチーム 音道アエ，加藤美幸，久保直子，島田正子，下条シズ
子，藤本須磨子，山田喜美子【無拳無意求・千葉】青木あや子，青木仲子，青柳千
代子，明石恵子，赤祖父和子，赤穂允子，秋元幸子，秋山あい子，浅野政枝，麻生
陽子，阿部愛子，阿部洋子，安保千代，網中勲，網中真子，網中眞子，網中トシ子，
網中よし江，網中禮子，網中禮子，荒金育子，荒川美千穂，有田繁代，安済久美子，
安藤敏江，安藤美恵，飯岡美代子，飯島克己，飯田茂夫，飯田隆俊，家崎玲子，池
田静子，池田妙子，池永節子，池野喜義，池谷和代，石井和子，石井尚子，石裏進，
石毛英子，石毛満佐子，石毛陽子，石崎まさ子，石橋加津子，石渡久美子，和泉順
子，泉眞由美，板倉なな子，板倉美津子，潮来しず，市川純子，市川貞子，市川よ
て，井出口まつ子，伊藤彰爾，伊藤たけ子，伊藤敏江，伊藤政子，今来俊郎，今津
テル子，今村明子，岩越ひさこ，岩崎まき，岩瀬多加志，植村久子，内田陽雄，梅
村貴子，浦野大三郎，江戸ヨシ子，榎本ひとみ，遠藤節子，及川了介，大井美千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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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幸子，大川進，大川福子，大草幸子，大根由美子，岡美佳子，岡本綾子，小川
和男，小川小枝子，小川鉦吉，小川孝子，小倉ミツエ，桶谷博通，桶谷百合子，小
澤利政，小澤康枝，小野とし子，小原喜久江，海和三千子，粕谷達雄，加瀬和枝，
加瀬初恵，片岡章子，加藤東司，金井早子，金子能行，金野節子，狩野美千代，加
納芳子，鎌田千世子，神山邦夫，鴨志田通子，川口丸雄，川嶋陸男，川添洋介，河
野妙子，川村芳江，川村芳江，神田ひろ子，菊地紀子，菊池初江，木村富久，木本
寿子，木本実，国本美栄子，国本美栄子，久保田富子，久保谷忠男，久米和子，倉
波和子，栗原かね子，栗原かね子，黒木高，黒澤ひろみ，黒澤吉浩，桑名博子，桑
原孝次，桑原敏江，小池加津江，神津守，越川紀代子，小関順子，小滝知子，小林
たず，駒澤弘子，小松富子，小松富子，酒井よし子，境川百合子，榊原元子，榊原
元子，坂口一郎，酒谷君恵，坂本栗花子，坂本栗花子，坂本光代，坂本みゆき，佐
久間愛子，佐久間礼子，桜木富美子，佐々木恵子，佐瀬一男，佐瀬なつ江，佐藤和
子，佐藤和代，佐藤邦子，佐藤静子，佐藤伸助，佐藤千代子，佐藤とき子，佐藤英
夫，佐藤文枝，佐藤三喜男，佐藤美代子，佐藤洋子，佐藤洋子，佐野淑子，佐野宥
三，椎名志津子，椎名正子，宍倉タカ子，実川ハルエ，柴野正子，島喜久子，嶋田
桂子，嶋田恵子，清水時子，清水時子，下田みどり，下山睦子，白井悦子，白川美
佐子，新川良子，菅谷秀夫，杉山静枝，鈴木新子，鈴木和子，鈴木勝利，鈴木健太
郎，鈴木俊一，鈴木貴子，鈴木智子，鈴木春枝，鈴木久子，鈴木静信，鈴木量子，
須藤和子，須藤竹子，砂川温子，角田政子，関冨美枝，関美紀子，関米子，関野孝
男，関本淳一，関本瑞穂，関谷加代子，髙尾二三代，高木陽子，高崎正美，髙根ヤ
ソ子，髙橋加津江，髙橋忠，髙向妙子，高安恵子，髙安すみ江，田久保美知代，内
匠孝治，田中一美，田中健吾，田中輝代，田中比佐代，田原紀子，田村美恵子，田
村美江子，田母神孝子，千葉和代，晝八昭，津賀弘美，塚原光子，辻廣治，辻谷時
子，土田八千代，土屋ひで子，鶴岡真澄，鶴山弘子，土井カヨ子，時田節子，時田
ミツ子，徳永富美子，常世田鈴子，常世田順子，常世田節子，常世田昌子，戸辺康
子，富澤文夫，富澤三智子，豊田国孝，長井紀子，中川和子，中川信子，長澤紀美，
中島和子，永島弘子，中辻幸子，中村絹枝，中村寛子，中谷芳子，中山初太郎，滑
川久子，名雪和子，名雪清美，名雪順子，名雪千恵，西川富代，西村勝子，根本キ
ヨ枝，根本恵子，野町尚子，長谷川繁子，秦野静江，服部陽子，羽鳥章，花ヶ崎昌
子，早坂哲夫，原敬三，原敬三，原澤吉紀，原田明弘，原田晴江，張替幸子，平井
庸夫，平井喜彦，平井喜彦，平野ノブ，平野洋子，平林正，比連崎すみ子，深谷照
子，福岡孝太郎，福島正子，福田初代，福山靖子，藤渕行美，藤身冨美子，藤本章
子，藤本初枝，二子石登志郎，二子石信子，古川京子，古川弘，辺見尋子，星和子，
星建一，星広子，星野彰，星山美恵子，保屋野冨士子，本多恒夫，本多典子，本多
待代，本多瑞穂，本田元子，前田晶子，松崎眞起子，松崎眞起子，松沢恵子，松田
和子，松藤順子，松本育子，三沢信六，水野重之，宮内一枝，宮内利枝，宮内眞利
子，宮内美代子，宮内芳枝，宮川美佐子，見山初江，宮本和子，武藤敏子，武藤富
子，村田キヨ子，村田祐子，茂木マキ子，茂木マキ子，茂木洋佑，茂木洋佑，森繁
昌，森裕子，森美佐子，森口京子，矢口シズ子，谷古宇英子，安川喜代美，安木美
江，谷地舘英子，柳堀知子，柳堀真由気，柳堀麻里，梁瀬令子，山内美代子，山川
恵子，山岸美智子，山岸淑二，山口愛子，山口精一，山口とも子，山口のぶ江，山
口久代，山崎まさ，山崎祥男，山下くに，山本幸子，山本光江，湯浅陽子，横田修
平，吉井正樹，吉井美智子，吉田恵美子，吉田泰代，吉本睦子，吉本了子，萬谷節
子，若米秀作，渡辺邦子，渡辺里子，渡辺敏枝，渡辺保男，渡辺淑子，渡辺よし子，
千葉ニュータウン太極拳火曜会，千葉ニュータウン太極拳同好会，中央太極拳同好
会，無拳無意求千葉会 無拳無意・千葉スポレクチーム 板倉なな子，鈴木貴子，
田原紀子，吉井美智子 無拳無意・千葉ねんりんチーム 佐藤伸助，徳永冨美子，
張替幸子，本多待代，松本育子，若米秀作
【足立区武術太極拳連盟】石渡由紀枝，泉礼子，伊
東京都武術太極拳連盟 藤優香，今井光子，大竹孝子，岡田泰子，菊池米
子，小尻夏子，小関弘子，小林佐代子，小山明子，小山美沙恵，清水佳子，清水せ
つ子，清水まゆみ，鈴木京子，竹田美江，田村昭子，千村尚子，長島幸子，縫谷八
重子，蜂須賀玖美子，松原啓子，南方洋子，山﨑和子，山中正子，横山美恵子 西
東京太極拳と剣の会 赤尾千枝子，秋田勲男，秋田俊子，五十嵐睦子，上田百合子，
五味里子，鈴木クニ子，鈴木典子，竹花宣子，富樫智子，蜂須賀正雄，服部雅子，
原田礼子，堀田静子，村山せつ子【板橋区武術太極拳連盟】石葉武子，奥野智久，
叶内美穂，冠城美代子，古賀きょうこ，髙井知子，藤巻志津子，BRIEL RITA，村
田美和子，山崎栄子，吉岡恭子 ウーロン 尾嶋八千代，小田久子，金子良子，熊
倉静代，多井煕，髙田幸子，平山美智子，松原外志美，村田美知子 げんき会 新
垣紀子，井口政夫，上田悦功，梅澤修，大久保美八子，加藤春海，河原地兼司，真
道森一，高橋ツギヱ，竹原順子，長山三喜雄，丸山元子 春風会 石井博子，鈴木
勵子，眞中敏恵 すこやか太極拳 内田君枝，大平克己，金井義雄，嶋崎郁子，西
川美代子，原井三智子，渡辺栄 大地会 青山明子，阿部徳子，荒井歩，岩重千鶴
子，河合佐代子，小泉里子，小久保明子，小山裕子，佐藤弘子，鈴木咲子，辰己實，
冨山隆久，丹生愛子，長谷川絵里子，濱岡眞智子，早川厚子，平原光子，柳瀬純子，
吉川初恵，渡辺展子【大田区武術太極拳連盟】秋山修，浅田啓介，新井泉，新井智
弘，新井俊子，荒川守，飯田令子，石塚雅章，石塚由香里，石塚ゆり奈，石塚智浩，
石塚博規，市村和弘，稲垣みよ子，稲吉幸記，上田泰弘，上野拓実，上野嘉子，内
田広幸，大吉瑠美子，小津みち子，小野寺早苗，堅田由紀子，兼田優子，鎌田典子，
川口規子，川崎奈々子，神田孝子，北島洋子，北村信子，木村淳，小林智子，斎藤
寿，斎藤修，斉藤恵美，坂井文衛，佐々木弘行，佐藤剛，釈囲秀明，釈囲朋子，杉
山浩司，鈴木克哉，関根等，染谷央江，高橋則之，田辺文子，玉造淑子，千葉泰幸，
永元昭，那須順子，二川原淳，野口三郎，服部元英，平田俊介，広瀬純子，福島真
知子，藤江淑恵，前田祥子，水谷匡克，道瀬まゆみ，宮崎隆，宮崎恭子，村形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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モニカ・マーティン，森田孝行，山下里枝子，山田邦光，山田郁子，山本孔子，防
村美恵子，大田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大田区武術太極拳クラブ，桃園太極拳，藍花太
極拳【剛柔拳舎】石川佐奈江，井上祥子，大江弥生，大塚忠彦，小川留美子，後藤
律子，駒崎千恵子，駒崎陽子，酒井絹代，鈴木光子，鈴木豊子，諏訪由美子，髙安
和子，塚本修由，辻后子，土屋真由美，濱名尚美，林和弘，平田由美子，藤代千惠
子，古市幸子，百瀬京子，矢島正行，安河内和子，矢野肥子，山岸幸子，山田晃代，
横山優子，吉羽富夫，四方田春義【江東区武術太極拳連盟】相内君子，愛沢静代，
青柳宏，浅上恵子，阿部島洋子，網川郁枝，有松滋子，池田和子，石川房子，石田
保子，井上千枝子，今林照子，丑山和子，内山明子，海老沼敏子，大浦道恵，太田
弘子，大柳あや，岡田久美子，岡元一了，小川カツ子，奥田善美，尾崎早瑠子，小
貫くみ子，小原敏子，小櫃須磨子，甲斐シゲミ，片桐みつい，鎌田幸代，神戸ひと
み，菊池和子，倉田千恵子，黒谷雄二，小板橋澄子，小林靜子，近藤愛子，酒井富
美，笹川克美，佐々木かほる，塩井はる子，志築二三，篠田文江，柴崎君江，柴田
夏江，霜山純子，庄原陽子，白鳥和子，白鳥淳子，杉山喬，杉山律子，鈴木清四郎，
鈴木優子，鈴木良子，征矢サダ子，髙木多美子，田上サト，高森幸子，滝沢奉子，
竹花房子，田隅紀久子，立花久代，館野清次郎，田中道子，田中ひろみ，谷口光子，
谷本美知子，手呂内佐知子，中原千代子，中村百合子，中山彰，西宮史枝，羽石リ
カ，濱千鶴子，半田東悟，菱沼美年子，旭爪幹治，平塚カク，広瀬とき子，深井ケ
イ，堀内洋子，堀口清子，本田弘子，増田里子，増山郁子，松永かつみ，松本文子，
松本寛子，真野あき枝，真野あき枝，丸山保子，丸山聰，水牧悦子，宮本慶一，柳
田とき，薮本啓子，山崎芳子，山下幸恵，山中信子，山本和子，雪森まさ子，吉井
良子，吉沢すい，江東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小平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相川勝弘，青山
佐智子，赤井沢ようこ，浅見公恵，阿部さえこ，天野昭代，荒井君子，荒木勝彦，
荒木房子，飯塚令子，井口久美子，池田文枝，石井みちよ，石井妙，石田みよし，
石田富美子，泉苗穂子，伊藤いく子，稲垣敏子，今井理恵子，今道千穂子，岩井律
枝，上杉清子，上地洋子，牛尾康子，牛島清三，江口菊枝，榎本伸司，遠藤登志江，
及川圭子，大野則子，大野谷淳子，大林久枝，大山一子，大山京子，小笠原由美子，
岡田丈雄，岡野有佐，岡本範子，小川靖子，小倉節子，小篠啓一，押川隆昭，小田
井典子，尾上登美代，笠木ゆり，笠木寿子，加地郁子，勝俣初江，加藤圭子，金川
和美，金子文子，金子仁一，川崎洋子，河田都，川鍋幹男，川鍋春菜，川鍋圭吾，
川野弘子，川端智子，河辺和子，菊川武明，菊池幸子，北原幸江，北原ちえ子，北
村利子，木ノ村やよい，木村宏枝，清川良信，久郷玲子，日下部弘子，工藤幸子，
工藤政子，倉谷福子，桑原薫，小島須美子，後藤百々代，後藤春彦，後藤夏彦，小
林礼子，小堀文子，小室達，小室和子，今野義之利，斉藤幸子，斉藤京子，斉藤裕
子，斉藤茂子，道祖尾桂子，桜井セン，櫻井正和，桜井アイ，笹川節子，猿丸史枝，
渋谷恭子，島野英司，島村弘子，清水康之，新谷依知子，鈴木洋子，須田公子，関
野悦子，園田千恵子，髙野康男，高橋靖治，高橋眞由美，髙橋聖子，髙橋芳子，高
橋登美子，高橋拓夢，高橋晴男，髙橋彰，髙原まさみ，髙柳一紅，滝沢とも，瀧野
茂子，瀧本裕子，竹内信雄，竹内靖，武田祥子，武田幸子，立石朝之，立石智恵子，
田中澄江，谷口照生，田村文二，千葉和子，塚田松子，土澤つた子，土野秀子，土
屋玲子，寺岡千恵子，寺垣昭三，寺戸安郎，百々淳子，富所加奈美，戸村芙佐代，
中川良，中島房子，中村かをる，中村孝子，中村登和子，西村佳子，西村セツ，西
山ゆり，入戸野峯子，野田由加里，野田優喜，野田日陽里，萩原正信，橋本幸恵，
長谷川道子，長谷川美加子，早川冨美子，林伸子，広井清子，廣本麻紀，福島比佐
子，福本裕子，前田治子，俣野千代子，松岡陽子，松澤トシ子，松本良子，松本千
顕，松本晴美，丸山英子，万木由紀子，三浦末子，三沢光子，水口和恵，水野安子，
溝下真理，皆川ヨシ子，宮沢芳子，宮田幸暉，森川清治，森田康子，森田玲子，森
田美奈子，森谷秀子，山岡和明，山崎利恵，山崎菊代，山田昇二，山西甲子，山本
邦子，山本圭子，由井ゑみ子，吉田節子，吉田八重子，吉本佐喜子，和田美紀，渡
辺元子【品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吾郷美枝子，石井晋助，石井裕子，猪谷純子，今
川正子，岩崎瑠美子，岡村賢治，小髙源太郎，小髙みどり，小田倉幸子，加藤永子，
鎌塚幸代，岸川洋子，小松衛子，権田邦敏，坂上利章，晒野和雄，須田貞子，須藤
瑞代，田中快枝，丹治信雄，手塚泰子，長島富貴夫，中村美枝子，西野宣子，野田
美津子，長谷川敬恭，長谷川玲子，服部嘉子，林初江，福岡暁美，松田智子，三代
一美，水谷正，柳生安江，矢口千會，山口登記子，山本利秋，吉村正昭，涌井ノリ
子，品川区連主催交流会参加者有志【杉並区太極拳連盟】赤津千鐘，赤松弘之，安
達琢次，阿部伊津子，石田仁，石田弘子，井上千恵，内堀妙子，大古かつ子，大塚
幸枝，大野恒子，大村早苗，小笠原加弥子，小野貴子，柿内五郎，河西京子，勝金
子，木田悦子，木元絵里子，古賀玲子，小山隆通，佐藤八重子，塩原しげ子，下川
和久，鈴木宏司，鈴木百合子，関川仙勇，高尾喜美子，高桑裕子，田島道子，田中
キヨ子，田辺紀子，寺尾隆子，天神和久，中澤克也，中村治子，中村和子，原吉広，
樋口喜代美，百束孝子，平井啓一，平野恵津子，松田史，松本義彦，三澤栄子，水
谷千佳子，三宅秘子，安木さづ子，山野育子，百合本文枝，吉川紀子，米山君子，
若林葉子，渡辺要子【多摩市太極拳連盟】あすなろ会 石井和夫，井上鈴子，牛坂
登代子，大塚サヨ，小原恵美子，鴨居千代子，河野デイ，木村あや，駒井愛子，椎
野貞子，白圡賢夫，髙橋操，鳥島しづ子，中山千代子，中山昌子，正木トメヨ，松
﨑稲子，宮尾マス子，望月道子，鷲見しげ子，渡辺一夫 華葉会 朝倉節子，阿部
文子，安藤育子，井上三保子，碓井靖子，浦須内恵美子，尾形冨美子，奥澤隆志，
金子礼子，川口洋子，川中ミツエ，岸本由紀子，雲木洋子，倉賀野武士，小早川涼
子，近藤道代，斉藤シゲ，佐藤英彦，嶋村榮，杉浦はるみ，瀬々道之，髙松一恵，
田邊眞知子，谷口文美子，田村由美子，筒井佐和子，筒木彌，中野洋子，根本楓，
原ヤヨイ，東口令子，日比野睦子，松浦イツ子，松田正勝，松村延子，宮内徹也，
山岡素子，山下昱世，吉田真弓，吉原容子，蓬田陽子，李菊枝，若林喜代子 金曜
日開放日 天野元晴，天野和美，荒井孝之，新井喜久江，粟田正子，生田マ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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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石広子，磯部真弓，伊藤節子，稲葉一江，岩橋雅子，尾澤慶次郎，小山桂子，貝
通丸まゆみ，片岡純子，片桐衷子，門部久子，京極奥子，黒沢順子，鈴木達夫，空
幸子，高橋のりえ，南條紀子，西垣春子，ニュンシュエ，土方良子，平沢英子，松
村さち子，宮崎久仁子，諸戸智恵子，山口いと子，山地清子，吉田咲子，匿名２名
こぶし会 秋田慎子，岩崎葉子，卜部貞子，太田栄子，大坪敬，岡田京子，加藤明，
川出孝子，小林寿味子，篠春代，下山龍雄，高橋久子，田村和，塚田良子，辻辰子，
中村せつ子，中村勝一，平尾芙紗子，前野定，松田安子，水野弓子，宮田トヨコ，
室山妙子，森俊子，渡部洋子 桃李会 足高恵美子，天野悦子，河村美津子，木山
啓子，佐々木文子，柴田千枝子，下山節子，桧垣栄代，星まさ子，星敬子，堀井節
子，本郷静子，松島洪，松原栄子，柚木ミツヱ どよう会 大塚圭克，勝又良子，
高橋笑子，田中眞子，山口三恵子 聖ケ丘 青木千恵子，青山てい子，石坂滋子，
今井久光，上本禮子，大島延子，大平智美，鎌崎康子，紅露憲子，斉藤淑子，関口
真由美，辻野清美，野村淳子，萩原茂子，早田良子，原田千鶴子，堀野恵子，槙前
千恵，松村治子，松本佳子，村木百合子，柳山美紀，渡辺幸子【調布市武術太極拳
連盟】安藤博美，石川雅子，大城真智子，小熊幸子，寒竹知子，河面敬子，瀬良保
子，俵谷正夫，俵谷真佐子，橋本留美子，塙定，平社武子，堀明美，三浦俊一，森
田久子，安田康代【中央区太極拳連盟】雨宮征毅，池田滋子，伊藤宏子，大塚かづ
子，金子みゆき，小林義典，駒崎千恵子，小松愛，坂本房子，佐々門啓祐，武井節
子，田﨑吉江，長尾益利，福原静子，松田千秋，持丸かほる，山田郁代，吉田順子，
渡辺千鶴子，匿名７名【日中太極拳交流協會】内山節子，小川芙美恵，菅田まさ子，
栗野淳子，後藤佐江，佐久間カネ，手塚明栄，野口和枝，長谷川桂祐，星野和子，
宮城重雄【八王子市武術太極拳連盟】伊藤祥広 宇宙の会 牛田明子，古俣俊男，
近本桂子，寺井啓子，西山令子，早川明，早川順子，渡辺里美 おおるり 青山幸
子，明石いつこ，石川英里子，井上智惠子，志賀文代，中村真弓，山内まさ子 楓
の会 石田美旗，小泉昌子，髙橋ミヨ子，武居まさよ，富山信枝，豊泉悦子，中島
久美子，西山裕子，沼田忠，野吾紀子，古本純子，堀あつ子，峯尾裕子 学園一番
街太極拳を楽しむ会 荒井恵美子，池本ユミ，伊藤範子，河村千津子，髙崎貞子，
中川紗智子，新島昌子，松尾芳子，村松朋子，鷲ノ上栄子，渡辺照美 甲の原第一
岸田直子，住田すみ子，萩沢竹深 甲の原第二 飯島幸美，池田弘，石川玉枝，和
泉眸，大原和子，大原紀子，木村忠雄，小林裕治，城定ヒサ子，髙山哲郎，鳥山幸
子，中村真，中村和江，長谷川君子，濱口洋子，檜山タケ子，星名千鶴子，細野正
祥，松田聡子，毛利玲子，望月毅士，望月広美，米山智恵美，渡部正利，渡部美那
実 甲の原第三 石田みのり，梅沢勝江，大木元子，荻すみれ，川渕美恵子，川村
峰子，小林弘美，新本伸子，松岡芳朗，山口眞知子 甲の原第四 相島昌子，秋丸
康彦，阿南京子，天野あゆみ，市川益美，市川香代子，大久保実，門井重子，小林
瞳，近藤高代，斎藤由美，坂元叔子，鈴木万記子，鈴木幸子，関根カズ子，中村久
子，額田泰子，橋本良司，長谷川たか子，松井由美子，松原八重子，溝内いく子，
三堀つや子，吉村義勝，吉村紀美子，渡辺和子 甲の原第五 赤石富司，秋山和代，
朝倉豊三郎，石沢洋，伊藤安茂，大谷正樹，岡田洋子，小川陽，貝嶋由美子，勝澤
富貴，小谷田節子，笹野洋子，志村栄子，菅沼恵美子，高橋賀須子，土田白子，早
川泉子，原島典子，東陽一，藤田弘子，藤野揚子，古川典子，星野操，山元満男，
和田雅子 桜の会 荒井幸子，井本陽子，小川統道，小峰治子，佐木君子，虎見蔦
子，馬場汪佳，牧敏忠，町田佳子，峯岸ミエ，村松芙美子，山地久枝，由井久子
太極理心会 石井かつ江，井手光枝，大上忠昭，太田家久美子，小野和子，小野田
恵子，斎藤早苗，酒井幹夫，橋本真弓，平岡正実，平岡都，古屋敏郎，増田勝，増
田文子，村上雄治，村瀬一美，村瀬由美子，柳川純子，山口将由，依田小夜子，依
田みのり，凌眞弓 だるまの会 岡野友勝，竹下志磨，長尾裕子，畑芙美子，久次
佳子，宮﨑澄枝，山崎明子 波の会 石川久子，大嶋尚義，大田川映子，大野和枝，
大場節子，岡陽子，小倉澄子，貝嶋康文，鹿島薫子，木村梨香，久保峯子，小池平，
佐藤智恵子，杉田真佐子，鈴木美啓，武田妙子，筑間誠，中澤洋子，南波よし子，
糠信陽子，早瀬由美子，原田直子，菱山愛子，平佐田阿佐子，藤岡慶久，本田昇，
本間久夫，松井猛，松村スミ子，室屋豊，谷上昌子，山下明美，若林喜美子 松の
会 岡田暸子，金子智子，小山悦子，宍戸玲子，関井良子，増岡美奈江，諸星圭子
【日野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石井知子，上野尚子，大平弘子，大森英子，小野寺幾代，
金沢和子，北見君代，古賀眞知子，坂井外代子，三瓶文子，鈴木壽子，関口整次，
高井敏子，高橋好江，髙橋春江，髙橋繁雄，藤田久美子，待鳥はる代，待鳥康弘，
吉田美佐子，若月輝子【三鷹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浅井和子，石河とみえ，石原順子，
磯貝豊子，板橋勇，市場恵美子，今津和子，岩村敏夫，宇井静江，宇井静江，上原
奈津子，植松麻子，宇土富美子，有働美穂子，大川美智子，大沢久子，大城和子，
大森陸子，岡部紀子，落合ひろみ，加藤眞太郎，木下千恵子，小西恵子，小林史子，
小林富美子，笹口和子，佐藤加代子，澤本治代，宍戸治重，清水初枝，清水幸子，
下村由美子，鈴木美那子，鈴木ふさ子，鈴木康子，高野博子，竹田登美子，谷川大，
塚田静男，塚本美智子，中村幸子，並木修一，西原よし子，野口清美，橋本恵子，
畑彰子，花坂文代，羽場永光，馬場眞理子，福田みや子，藤田澄子，ブライアン・
ピーターソン，増田勝，増田文子，松本富美子，溝井啓子，ミックコレマ，本川園
子，森みどり，森川ひさ子，森田達子，横井貴代子【港区武術太極拳連盟】赤城久
美子，池田靖枝，大島朔，尾崎仁則，久保田公美子，久保田恵美，久保田忍，小泉
邦子，諏訪節子，高野薫利，知光薫，戸部信枝，林和子，安井いづみ，港太極拳の
会【無拳無意求太極会】相原友子，東由記子，阿部恭子，石川美雪，梅田弘，大塚
すずゑ，加藤公子，金澤美栄子，城所繁子，栗原葉子，桒原隆，郡滋子，小峰カノ，
鈴木園子，田中博，田端ふき子，富澤京子，内藤恵，西山みどり，根本正志，久野
博代，本城ミイコ，眞崎好子，村山和恵，柳澤洋子，柳堀里奈，山口欽也，無拳無
意求太極会【武蔵野市武術太極拳連盟】谷川大，友崎敦，東出桂子，堀江令子，山
下倫一【世田谷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再見会員 坂本他11名，昴会17名，世田谷上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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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33名，世田谷区武術太極拳連盟，世田谷クラブ14名，太極拳アカシア会21名，
太極タイピン７名，太極碧水会13名，太極拳ペパーミント11名，太極拳結15名，東
深沢スポーツクラブ５名，和凛の会５名，雅10名，木蘭12名，遊々11名，リバティ
６名【東京太極拳協会】協会員一同【立川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太極会苅田直治，立
川導引養生功協会後藤幸子，紫陽花の会三鴨幸子，わか葉太極拳気功研究会上條喜
久子【町田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町田市武術太極拳連盟
【神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矢島孝一郎，第18
神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回神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選手権大会義援募金【神
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事務局】飯島崇江【龍鳳武術アカデミー】李霞【厚木市太極
拳協会】浅川直孝，鮎澤裕子，飯森輝子，五十嵐正子，五十嵐正子，石井勝巳，石
井勝巳，小野寺茂子，金子里子，亀岡克子，北島菊子，小金トシ子，小林恭子，小
松紀久男，小松紀久男，五明仁子，斉藤美恵子，清田滋，高橋桃枝，高橋健，滝野
ミツエ，武井泰子，椿忍，椿妙子，奈良清子，林千江子，藤野君江，柳澤わか，渡
辺満里子，渡辺豊【綾瀬市太極拳協会】青木艶子，青木艶子，青木艶子，青木陽子，
秋山順子，朝倉章，天羽和美，新井信太郎，井川隆三，生田一美，池亀利江，石井
ナツ子，石井喜代美，石橋泰子，石橋知彦，石丸トミ子，石渡照子，一森智英，伊
藤とし子，伊藤きぬ子，伊藤瑠璃子，伊藤昭子，伊藤由枝，伊藤秀子，伊藤由利子，
岩﨑文子，上野房江，碓井陽子，碓井洪司，大木美佐子，大宅百合子，大月香，大
西啓子，大名郁三，大森紀一，大矢秀子，岡田洋子，岡上夏美，岡部秀子，岡本知
佐江，岡本知佐江，荻田トシ子，奥津與志子，小倉和子，小栗晴夫，小澤幸雄，大
日方千枝子，小俣史子，加藤幸一，加藤祐喜子，加藤節子，加藤昭，金沢敏子，金
子邦子，金子道子，金田美代子，亀井美穂子，亀田洋子，川島奈緒美，川瀬加壽子，
川瀬栄二郎，河野千栄子，河野千栄子，川畠八日子，川村明，河村和江，神戸博，
菊池孝子，菊池美幸，北村良作，北村孝子，木部充代，木村津弥子，木村久美子，
工藤りつ子，栗栖眞由美，栗山恵子，小島かつ子，小菅信子，後藤和恵，小林昭，
小林文子，小林麗，小林和子，小林數吉，今ふき子，今野和子，斉藤マチ子，斉藤
文雄，斉藤マチ子，斉藤皓子，斉藤敦子，境田経子，笹井茂子，佐々木穏，佐藤美
智子，佐藤信子，佐藤雪子，佐藤清子，佐藤久枝，佐藤岩江，佐原京子，佐原京子，
三溝康子，佐村マチ子，沢弘子，沢村照子，篠原幸江，篠原繁雄，柴崎曄子，島田
輝美子，清水孝子，首藤ハツ子，庄子ミキ子，白井節子，白石すみ子，菅沼時子，
菅原あや子，菅原和夫，菅原和夫，杉山久美子，鈴木和夫，鈴木紘之，鈴木仁子，
鈴木聖貢，鈴木麗子，鈴木和子，鈴木早智子，鈴木智保子，鈴木トシ子，鈴木晃，
住本恵美子，副島八重子，副島邦江，袖山三夫，袖山惠美子，袖山三夫，髙木光枝，
高島美千代，髙野利達，高野善功，高野国昭，髙橋昭子，髙橋ミエ子，高橋長，高
橋喜久代，高橋信男，滝澤末男，田口千代子，竹沢訓子，竹田厚子，竹中一夫，田
島百合子，田中礼子，田中直美，谷知瑞子，多辺田いつ子，田村潤子，附田克晃，
露木摩耶子，鶴飼良子，鶴田茂，内藤正男，中澤さえ子，中島正孝，長瀬文子，中
西美樹，長野日子，中村江，中村林一，中森文雄，中山哲子，波島タイ子，奈良貞
子，西島久代，西村初代，萩原若子，橋本節子，長谷川和子，長谷山美恵子，浜田
恵子，早川桂子，早川桂子，早川恵子，林明子，原稔子，飯田倖代，平出一美，平
岡耕司，平岡渡米代，平賀ハル，平垣亜樹子，平田稔，平田博子，平野隆旦，平林
静枝，平山栄子，比留川重雄，廣瀬義博，広瀬千恵子，広田信夫，広田真美枝，福
島惠美子，福住晃，福田禎子，藤井鶴江，藤田克介，古郡キヨ，古家智子，細谷政
江，堀内キミ，増田弘子，松澤典子，松原敏弘，松本保子，三浦文子，見上ふじ江，
水沢静，湊正敏，湊幾久恵，宮崎邦子，三村方子，向山英子，武藤美枝，村井昭子，
村上ちひろ，村上ちひろ，命長マキ，百瀬朱美，森照子，森重悦子，森田マサ子，
矢口婦喜子，矢口秀男，安田和夫，安田八重子，泰山英紀，矢内悦子，矢吹美津子，
山岸協子，山口美代子，山口良月，山口静子，山越孝子，山城信亮，山田二子，山
田彩子，山田哲己，豊敦子，横内可岳，横須賀靖子，横関捷二，横溝好子，力武恭
子，我妻文子，渡部育子，渡辺忠正【海老名市太極拳協会】相羽一夫，秋葉麻井子，
秋山伸江，秋山カツエ，明野英治，浅川幸子，芦萱敦子，足立原真由美，天野祥子，
雨宮善子，鮎沢きみ子，荒川美智子，五十畑悦子，池谷雄紀子，池永健雄，板谷末
子，市川千鶴子，伊從エミ子，岩田洋子，岩本一子，上田緑，宇佐美ヒカル，氏原
克芳，臼井良枝，宇津木美紀子，梅藤りつ子，梅藤リツ子，栄森綾子，海老名フミ
エ，遠藤章子，遠藤美代子，及川岩雄，大越三代，大野八千代，大野宗利，大野ア
イ子，大畠綾枝，大原美子，大山赫子，岡崎滋子，岡田秀子，奥田江ミ子，奥田江
ミ子，奥谷徳康，長和子，落合けさえ，小野寺礼子，小幡千恵子，尾林ヤス子，小
俣光子，尾山カツエ，柏木勢依子，片平キヨ，勝又照子，加藤正枝，加藤彰，加藤
文子，加藤祐喜子，門倉英子，金子昭子，川上陽子，川越晶代，河原紀子，川村久
美子，菊池りつ子，橘川雅恵，木下勝也，木村治子，櫛田きみ恵，熊谷和子，熊沢
葉子，熊田サイ子，口分田富佐子，栗田静子，栗原弘希，栗原久美子，郡司悦子，
小泉一枝，国分則子，小島一子，後藤トシ子，小林和歌子，小林宰子，小林希一，
小松晴子，近藤寧子，雑賀美奈子，斉藤ヨシ子，坂本啓子，坂本洋子，佐々木三千
代，佐々木啓子，佐藤誠一，佐藤サキ，佐藤とも子，佐藤雪江，佐原恵子，鮫島芳
子，佐山友子，椎名覚恵，志賀トモ子，柴田久美子，渋谷秀子，島井絵里子，首藤
みどり，庄田チエ子，白石弘子，白子幸子，鈴木加代子，鈴木ヒロ子，鈴木幹雄，
鈴木春枝，鈴木宣冶，角谷初代，瀬川節子，関実恵子，関口徹夫，高橋香，髙橋あ
つ子，高橋弘子，高橋節子，田口史子，竹内七美江，武野トモ，田﨑千代子，竪山
二郎，田中準三，谷岡洋子，谷村千恵子，谷山英子，田原洋子，丹野喜美枝，塚原
幸子，辻功，辻聡子，辻聰子，土屋房子，鶴田和江，手塚紀子，手塚紀子，寺田真
由美，戸井田厚子，富樫順子，門叶廣守，門叶孝子，門叶廣守，刀根淑子，都丸ケ
イ子，外山雄二，鳥飼明美，永倉純子，中里安一，中澤裕子，中島孝利，中島孝利，
中島淑子，中谷美砂，永原孝子，中村洋子，中脇照枝，西谷芳子，根田正子，能上
敏夫，野口ヤエ子，野田絢子，萩尾信敏，畑澤志津江，濱邦子，半田信子，樋口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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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比屋根厚子，平井貢，平畠久江，福田京一，福田京一，福田和江，藤生のり子，
藤田稔子，二見一郎，外村高，星野元子，細田久子，堀口陽子，堀口順一郎，本多
文子，前田栄子，前村まり代，牧野美音子，舛田和子，松倉稔子，松倉稔子，松嶋
康子，萬納佑平，三浦すみ子，三上ヒデ子，水沢邦子，水野信行，三谷裕美子，宮
台輝江，宮前アヤ子，村田志保，望月美恵子，両角博，谷貝慶子，谷津田全子，矢
野勝代，矢野知恵子，矢野勝代，矢野正子，山井洋子，八牧礼子，山口良江，山口
幸子，山口昌明，山﨑ツル代，山下征行，山田和子，山田英昭，山中恵美子，山本
晃太郎，山本佳代，山本コト，山本悦子，横坂美津子，吉川弘子，吉田良子，吉田
克子，吉田真弓，吉原和子，脇春子，和田百合子，和田百合子，和田百合子，渡辺
陸奥彦，渡辺和枝，渡辺泰子，渡辺米子，渡辺晴江，渡邊かつ子【神奈川県太極拳
連盟】青木裕，青木恵沙子，青柳明子，青山友子，赤羽満代，秋葉智子，秋本良子，
秋本雅子，秋山貴代子，秋山朔太郎，秋山佐恭子，圷イツ子，浅川由紀，浅野和子，
朝比奈豊子，芦川けい子，芦沢美佐子，麻生知子，足立幸恵，中静枝，阿部貞子，
阿部俟子，天澤名保子，荒井誠史，新井まさ子，荒川季子，有坂智子，飯島幸夫，
飯塚園江，飯田節子，飯田愛子，飯山富夫，家村麗子，井岡淳子，五十嵐亘，池永
一恵，生駒寛子，伊澤嘉與子，伊澤孝章，井沢京子，伊沢芳江，石井雄次郎，石岡
光枝，石川洋子，石倉和子，石黒泰子，石塚有子，石田典子，石田志満子，石田千
加子，石塚京子，石堂琢也，石橋利江，石渡功，石渡妙子，石渡功，石渡敏子，泉
京子，泉田たづよ，伊勢順子，磯崎進，板倉康子，市川孝子，市川知惠子，伊藤早
苗，伊藤紫野，伊藤明美，伊藤勝吉，伊藤景子，伊藤佐奈美，伊藤たか子，伊藤優
子，稲垣宣子，稲員由美子，稲田千恵，稲葉さゆり，イナバヒロミ，稲見やよい，
犬井能子，井野のぶ，井上和子，井上弘美，井上和彦，井上八重子，今井静，今泉
喜美子，今村淨子，岩井ちか子，岩佐紀正，岩田成子，岩永惠子，岩根良子，岩渕
永子，岩堀武子，上杉敬子，植田幸恵，植野文，植村淑子，植村美代子，打木栄子，
内田ますみ，内山紀江，内海日出子，内海鉄弥，内海幸，海上宏司，梅山良子，浦
一江，閏井一美，江﨑由布子，遠藤美貴子，生出優子，大井千鶴，大鍛冶雅夫，大
崎照子，大須賀香身，太田啓子，太田修二，大竹須美子，大谷奈津子，大地京子，
大地みどり，大野康子，大野栄子，大野證子，大場薫，大橋節子，大橋久仁子，大
畠綾枝，大浜芙美子，大村澄子，大森正子，大矢文子，大山智子，岡﨑文子，岡田
弘，岡田美紀子，岡野美雪，岡野嘉子，岡村幸子，岡本鈴子，小川惠子，小川和子，
小川侑子，荻野文男，荻野英子，荻野節子，荻原理，荻原益子，沖柳洋子，奥津和
子，奥野三郎，奥村宣也，奥山淑子，奥山晶子，小倉ツルヨ，尾崎しげ子，小沢民
子，小関康，小瀧勉，小田桐玉枝，越智典子，落合智恵子，小手森タマ子，小手森
トシ，鬼形政次，小野恵美子，小野俊恵，小野京子，尾林扶美子，何千芳，貝田文
子，皆藤マサ子，海藤純子，加賀谷道雄，加賀山千代美，梶田敏美，加瀬谷絹子，
片岡千鶴，片桐信治，片山由美子，加藤隆士，加藤昭子，加藤敏子，加藤春江，角
谷理子，金田佐渡代，狩野静江，蒲谷誠，蒲谷享子，鎌田春夫，神澤志郎，上島道
子，亀井篤，嘉山悦子，川上公子，川上直子，川崎勝弘，川崎博子，河島純子，川
名エチ子，河野貴子，川原一英，川原菜穂子，河村圭子，川村栄子，菅照子，神田
京子，菅野記美江，神戸智恵子，菊地かね子，菊地久栄，菊池タカ子，岸田敏子，
北悦子，北村光之，木戸美哉，木野明美，木村久美子，清信綾子，清信克己，桐山
靖子，久木野一江，日下部憲子，草野裕子，工藤美佐子，窪田徳子，久米良子，久
米アツ子，倉林州子，倉本英子，倉本由紀子，栗崎知子，栗田正一，栗田緑，栗林
汐江，栗原泰子，黒川一子，黒澤祐子，黒田佳子，桑原國雄，桑原伸嘉，小池真理
子，高坂金悦，糀谷恵子，古賀花子，小島伸子，小島照弘，小島巳代，小谷文子，
後藤昌子，後藤礼子，小西君子，小林ひと江，小林歩妙，小林英子，小林和子，小
林とよ子，小林喜美子，小林範子，小林喜美子，小林芳子，小松万理，小南キヨ子，
小山幸江，今野妙子，雑賀雅夫，斉藤きみ子，斉藤あき，斉藤みち子，斉藤智子，
斉藤悦子，斉藤やす子，嵯峨千鶴子，酒井かづ江，坂口花子，坂下辰男，崎山陽子，
佐久間厚子，佐久間英美，桜井紀子，酒向高義，笹井好子，笹元勝雄，笹元けい子，
佐藤泰子，佐藤明子，佐藤いく子，佐藤カズエ，佐藤クニヱ，佐藤茂，佐藤幸子，
佐藤立子，佐藤佳子，佐藤三代子，佐藤絹子，佐野昭子，沢崎八千代，沢田美津子，
澤地美代子，篠崎久子，芝原一彦，柴本玲子，渋谷幹恵，四本松幸子，島良子，清
水フミ，宿谷京子，正野崎貴子，白岩瑞子，神宮司貴江，新小田勝馬，神保圭次，

倉静，新関セツ子，西和子，西川文子，西原礼子，新田とく代，二ノ宮宣子，二本
木京子，沼田俊一，根上松江，根間朋子，根本フミ子，能重清美，野口敦雄，野口
時子，野口紀美子，野田節子，野村仲江，野村みつ，野本幸子，芳賀宣枝，萩原良
夫，萩原町子，橋口聡子，橋口しげ子，橋本和代，橋本和子，橋本明子，橋本正美，
橋本紀年男，橋本重，橋本計三郎，畑輝男，羽鳥トシ江，馬場槙子，浜中慶子，早
川由子，早川威，林映子，林幹人，林美和子，林三津子，林下光江，林田康弘，原
宏，原佳代子，原口マツ子，原田愛子，原田恵美子，原田礼子，日根幸子，百村美
喜江，平野眞里子，平野由里子，深木高子，深野はるみ，深山長一，福井光子，福
岡紀子，福岡智子，福崎澄江，福田文子，福地綾乃，福永充子，藤井菅江，藤田健
作，藤田道子，藤森正広，船橋珠枝，古屋正和，文屋幸子，星野恵美子，星原文，
細谷初枝，堀越節子，本間悦子，馬飼野映子，増子優子，増澤妙子，増田亜寿美，
松居多恵子，松浦京子，松浦冨美江，松下昌子，松島玲子，松永英美子，松野典子，
松本佐知代，松本登美子，松本幹夫，松本紀子，松本鶴雄，三神妙美，三国雅子，
見沢シズノ，水友尚子，三谷寛子，宮内章子，宮内悦子，宮川寿一，宮川康江，三
宅捷子，宮澤正躬，宮沢実，宮林勢津子，宮原えつ子，宮本とし子，村井静江，村
上龍，村上聡子，村瀬キミ子，村田三重子，村松孝子，目次剛久，望月清，元國和
慧，本杉啓介，元村芙美子，森房子，盛登美子，森恭子，八木澤宏司，柳下信夫，
八坂里子，安田文康，栁澤一美，柳田貴三江，柳田貴三江，矢野真住，山口よう子，
山口道子，山口良子，山崎維子，山崎敦子，山下延子，山下四美子，山田博，山田
佐代子，山田滋，山田淳子，山田緑，山田秀明，山田敬子，山田智恵子，山田英代，
山中克彦，山本一雄，山本眞理子，山本美津子，山本迪子，油井タミ，湯山千恵子，
横山光代，横山孝子，吉浦健一，吉岡さと子，吉川やす美，吉川昭子，吉田洋子，
吉田和枝，吉永妙子，吉原嶺子，吉村文代，吉村幸子，若林秀一，若林辰美，若原
康志，脇由美子，和田泰明，和田博美，渡辺己代子，渡邊タメ子，渡辺隆，綿貫康
子，綿引宏子，歩（健身）
，すみれ（健身）
，長江（団体）
，夢太極【神奈川中国武
術協会】赤坂由美子，浅井匡子，荒井壽江，生駒美紀，石田美智恵，石渡幸子，伊
藤晴香，井上京子，牛﨑信雄，碓井直哉，江口三郎，及川君江，大鷹チハル，小澤
克江，落合郁子，加藤静江，北井友，木戸順子，木村洋子，小林千江子，小宮暁子，
近藤尚子，佐川栄子，佐藤直人，佐藤喜恵，佐藤多美枝，柴田麻美子，島原敏江，
清水良造，清水きよみ，杉尾和枝，鈴木孝子，髙田かおる，髙田喜義，田中陽子，
戸川章，戸川典子，西上博美，野上容子，浜元洋美，肥後充昭，松﨑英明，松原由
美子，三上雅之，三上幸子，水島昭子，宮崎摩美，森谷キミ子，矢後正子，山澤幸
男，山田信子，吉田恭子，羅競，劉清，若松初代【東京中国武術協会】新井平三郎，
飯島夏江，石井孝子，石川チ乃，市野靖子，井上智枝子，潮田強，臼杵久美，大橋
郁子，小笠原正己，小川名美寿寿，沖山愛子，織田代章，越智栁子，笠島克彦，加
藤明子，門屋節子，川戸房子，木内誠司，木内佳子，木村紀勝，草野はる子，黒川
佳代子，小柏正弘，酒井幸雄，酒井幸雄，笹生政子，笹谷直江，笹脇たつよ，佐竹
玲子，左藤やす代，佐藤和子，重田サヨ，渋谷光二，清水葉子，下山淳子，庄田耕
造，鈴木美穂子，鈴木陽子，鈴木己之吉，鈴木義久，関幸子，千住亮，髙木智恵子，
髙田代志子，髙橋潤，坪井慶子，徳田清方，戸塚征男，戸塚あい子，豊泉三枝子，
中村タヅ子，野中喜代江，萩生田芙美子，浜田豊子，原島ナツ，原島登，一杉文子，
一杉好一，平澤満里子，藤井六郎，藤田直美，布施三保，古市礼子，古市券治，古
谷美弥子，古屋恵美子，北條秀夫，細川康代，前田淑子，町田悦子，松井昌子，松
原サッ子，三堀泰子，森下光子，山﨑富，山田香代子，山中智枝子，横戸トヨ子，
吉堀知子，若松勝代，和田久子，渡辺弘子，渡辺つる子，椿の会【無拳無意・湘南会】
相田佐那江，赤木満里子，浅井康子，浅田雄二，芦村享子，阿部攸二朗，甘粕越子，
甘糟知子，網中紀枝，新井洋三，荒木由美子，荒木きみよ，有田敏明，有竹利行，
有村純子，安藤洋子，尹梅，飯島ジュンコ，飯野由美子，壱岐律子，池井眞知子，
池上明美，池田美和子，池田良，池田智恵子，生月小夜子，石合美代子，石井泰子，
石井喜代子，石川貴子，石川眞巳，石川正晴，石川ナカ，石川恵子，石川靜子，石
川洋子，石田美津子，石田みさ子，石塚睦子，石橋忠明，石橋裕子，石渡まゆみ，
伊藤みき子，伊藤京子，伊藤日出子，伊藤友紀子，猪野久美子，井上悠之助，井上
明子，井上マスミ，井上喜久栄，猪熊照代，今井宣子，今泉桂子，今村房枝，今村
あつ子，今村あつ子，岩織美恵子，岩佐裕子，岩田明子，上田正子，上田愛子，上

末政徳子，末本園枝，菅野泰子，菅原信夫，杉井久枝，杉山等，鈴木純子，鈴木和
江，鈴木光子，鈴木希久代，鈴木洋子，鈴木大樹，鈴木紀久江，鈴木悦子，鈴木晶
子，鈴木満江，鈴木洋子，鈴木洋子，鈴木浩次，鈴木久美子，鈴木アサ子，鈴木純
子，鈴木良平，鈴木幸子，鈴木寿美子，鈴木政吾，鈴木道子，鈴木和子，鈴木明，
須田篤子，須藤航平，須藤未帆，須山利辰，関口翔子，関口清美，関矢せい子，添
川富子，染谷里子，高井正之，高井トシ，髙垣千春，高木久美，高倉葉子，高清水
礼子，高瀬佳子，高田京子，高塚美江子，高梨玲子，高橋昭雄，高橋まさ子，髙橋
俊三，髙橋典子，高橋節子，髙橋周子，高橋信子，高橋琴江，高橋幸子，髙森昭男，
高山将，竹居博子，武川秀，武田香，田島洋子，田尻公子，田代由美子，田代好古，
田中恵美子，田中スミ子，田中博子，田中恵子，田中浩，田中恵子，田中春子，田
中英子，田辺忠治，田辺恵一，田辺芳江，谷川清士，谷川道子，谷口道夫，谷越武
志，田原勇，田原貞儀，玉川ちよ，田村之夫子，田村幸枝，俵山陽子，千賀千鶴子，
千葉美智子，千葉和江，千葉公子，月岡国男，津久井節子，辻本勇，辻本ゆう子，
筒井敬子，常松幸子，角井弥栄，角田悦子，角田豊子，津村登美子，手塚宮子，天
間政敏，東郷俊一，遠山一子，遠山一子，常盤薫，飛奈珠江，富田雅久，冨田順子，
冨田祝，富永安紀子，戸室浩三，友枝早智子，豊田明，名尾孝子，中内朱美，中澤
佳子，長澤日出，中島一枝，中嶋潔美，長嶋ひとみ，長島秀三，永利美緒，中西清
子，中野好子，永野美代子，中鉢幸恵，中原君子，永淵恵，中村きよ子，中村美津
子，中村愛子，中村ゆかり，中村紀代子，中村秋子，中村玲子，中村国子，永森雅
子，中山登美子，南雲裕子，名取梨代子，奈良益，奈良岡貞治，奈良谷喜久美，新

野靖明，牛島恭子，内田恭子，内野稔識，内海順子，宇野武，梅田千鶴，遠藤洋子，
遠藤ちえ，及川和子，大内由美子，大川哲雄，大久保文子，大倉志郎，大澤惠子，
大澤芙沙子，大下仲江，太田光子，太田きよ子，大月滋子，大友美子，大沼文子，
大野敬子，大山まさ子，岡内登美子，岡田みさ子，緒方淑子，岡村吉治，荻野一，
荻原勇一，奥川尚之，奥田京子，奥山恵子，尾﨑能人，尾﨑小百合，長田一子，小
野寺修二，表美智子，賀来スィヴ，賀来スイヴ，笠井厚子，笠間玲子，鹿島静哉，
柏田清治，粕谷美代子，勝又千絵，加藤多賀子，加藤昭子，加藤博子，加藤恒子，
加藤久満，加藤岱三，加藤悦子，加藤仁久，金井富美枝，金子正子，金子恵子，金
子勲，金子友子，金子勲，金子友子，兼坂英子，上島敬子，亀井ヨシ子，河美香，
川合令子，河上あけみ，川喜田恵美，川越二三子，川添里香子，河田アイ子，河南
洋子，川村美知子，神田雅美，北野こと代，北村ヒデコ，城所満智子，木下護，木
部崎初子，君塚麻子，木村冷子，木目田洋子，京念屋和代，草彅光子，国田咲美，
久原梢，久保公子，窪田市子，窪田葉子，久保田ちよ子，熊坂正子，熊澤眞，倉内
美千代，蔵野三枝子，栗山弘子，加田翠子，桑原律子，小池浩代，小泉幸子，小泉
正夫，河野肇，神山常盤，小﨑民子，小島英子，小滝英子，小堤茂子，後藤和子，
小西妙子，小西幸恵，小林幸治，小林あかね，駒村ミツ子，小森英一，小柳栄子，
小山迪子，小山尅正，近藤明子，斎藤英昭，斉藤秀子，斉藤寿子，斉藤三枝，斉藤
美智子，佐伯美砂子，坂井真，坂井善朗，坂井栄子，榊雅子，坂本正樹，阪元ヨシ
ノ，櫻井良子，佐々木三千枝，佐々木文子，笹本幸子，笹本セヨ子，佐竹つる代，
佐藤紀美恵，佐藤美佐子，佐藤恵，佐藤知江，佐藤佳代子，佐藤美幸，佐藤貴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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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昌子，佐藤節子，佐藤隆雄，塩見洋一郎，塩見静江，志賀利一，志賀敬子，重
田みぐみ，重田栄子，志田好子，篠崎佳子，柴崎光子，柴田道子，島野倭文子，清
水博士，清水璟，志村洋一，霜出正弘，下里正子，下野政之，下野恵理子，白井和
代，白井由美，白川公子，白鳥節子，城田比佐子，末長恵美子，末広修代，菅沼忠
生，菅野あさ子，菅原智栄子，菅原眞理子，杉浦真知子，杉田栄子，杉山一江，鈴
木やす子，鈴木緋呂子，鈴木松枝，鈴木れい子，鈴木美智子，鈴木瑛末子，鈴木博
子，鈴木多恵子，須山辰矢，関塚克代，関野文子，瀬戸都子，園尾水英，田井廣志，
高泉久子，髙木冨美子，高木蓉子，高浪健一，高野恵子，高橋良一，高橋美智子，
高橋章子，髙橋佑行，髙橋洋子，高見久義，滝口美代子，竹内栄子，武田正男，武
田和子，竹村その子，田島千恵子，田中喜代子，田中勢津子，田中守夫，田中勢津
子，田中綾子，田中芳子，谷友美，谷明子，谷口登志江，近田美津江，千野節子，
土岡美代子，筒井みな子，角田米子，角田洋子，寺園恵子，寺田暢子，寺田晴美，
寺田みつ子，土居カヅヨ，常田哲夫，常田伊久子，徳田義男，得能豊子，外山雅子，
豊田くみ子，内藤成子，中澤逸美，長澤琴美，中島まり子，長島照子，永島くるみ，
長田孝子，永塚和子，中畑多津子，中村薫子，中村るり，中村恵子，中村静代，名
倉由美子，夏目朋子，浪花満子，新倉早苗，西川康，西野紀美子，西野笑子，日塔
公一郎，日塔早苗，二瓶直美，根本美幸，野口るり子，野村かほる，野村麻里，野
村雅代，則武よしみ，橋野紘子，橋本久子，長谷川佐波子，長谷川紀子，長谷川眞
澄，長谷川京子，長谷部りつ子，畑尾逸郎，花田實穂，浜津順子，浜藤絹代，浜野
トシ子，濱野美奈子，林八千代，林末広，林和江，林雅浩，原ノリヨ，原田ヤス子，
原田礼子，萬代早苗，東山典子，菱倉紀子，日髙吉隆，兵藤逸子，平井美智子，平
井由紀子，平形芳子，平野幸枝，平山照子，蛭田洋子，廣嵜晴美，広島秀夫，広瀬
典子，廣田恵子，深井健一，深瀬梅子，福岡恵子，福岡恵子，福島あや，福田文代，
福田保雄，福永芳子，藤井宏子，藤崎雅也，藤田麗子，藤田光子，藤田恵美子，藤
本芳江，文室節子，別府尚子，星恵子，細川厚美，細川カツミ，堀越美津子，本多
道子，本田美津子，本間淳子，前嶋玲子，前田孝，前田梅子，前田幸子，前田悦男，
真崎稚江，増形延子，増田しず江，町田陽子，松木泰雄，松永良子，松橋きよみ，
松本三江子，丸山信男，三上恭美代，三沢浩，水谷彰子，満永幸内，南道子，箕輪
美知子，宮井鉄郎，宮川美枝子，三宅由紀子，宮坂幸子，宮﨑礼津子，宮田喜子，
宮野隆子，深山和男，宮本真紀子，武藤容子，棟形文美，棟形順行，村田康代，茂
木暁子，森輝子，森川喜久子，守谷みき子，矢島喜久，安岡貴美子，柳沢暎子，柳
田之信，柳田明子，藪野壮三郎，藪野みつ江，山口美恵子，山口洋子，山口恵士，
山口やよい，山口みよ子，山崎あつ子，山下由美子，山下君子，山下妙子，山下登
喜子，山田栄子，山田裕一，山田ムツ子，山田盛雄，山田フジヱ，山田光代，山本
茂子，山本登美子，山本章子，吉澤澄江，吉田トミ，吉田よし子，吉田満寿美，吉
田淳子，吉田愛子，吉成邦子，吉原加津枝，米澤幹朗，米山久子，若原博子，渡辺
章子，渡辺道利，渡辺ひで子，太極拳’89，無拳無意求湘南会，六会太極拳同好会，
明治かえで太極拳の会【大和市太極拳協会】会田よし，青木常二，青木俊介，青柳
佳子，青山加代子，青山典子，青山豪，赤沼淳子，赤松貞美，明吉葉子，浅井敏男，
浅津博，天野光，新井多美子，荒木孝信，飯島文子，飯村敦子，五十嵐由伎子，池
田伸一，池田貢，池田君枝，石川恵美，石川早苗，石川セキ子，石田初江，石田里
佳，磯崎紀代美，磯田恵美子，市川一乃，市塚信男，伊藤俊彦，伊藤純，稲垣ハヤ
子，井野菊江，入野ヨシ子，岩渕泰子，岩部一宏，岩間みさ子，岩間みさ子，岩本
忠，宇都宮徳久，海井咲子，海井廣義，海井廣義，梅藤リツ子，小浦和恵，大熊伸
枝，大野麻美，大野信子，大橋桂子，大橋桂子，小笠原和子，小川徳子，小川久美
子，小川愛子，沖嶋一枝，奥津一夫，尾崎弘江，長田綾子，小沢洋子，押山陽一，
押山洋子，落合千秋，小野教子，重谷赳夫，各務恵美，影山博，葛西由美子，柏柳
幸子，門井久美子，加藤誠治，加藤由規子，金子満，金子ヤエ子，金花和子，金平
征，狩野満喜子，亀井京子，唐崎勝子，川島三枝，川内野拓二，川端ノリ子，川原
敬子，河原麻代，河村智宏，河村ロク子，川原林千賀子，菊地和子，菊永ふみ子，
城崎裕美，清島涼子，金原正代，楠本富江，国井光子，倉島君枝，桑原信一，小糸
吉辰，小路正子，河野桂子，小杉麻里子，小菅洋子，小須田正孝，小須田正孝，小
西好恵，小林重美，駒形容子，小松伊津子，小松紀久男，小室ミヨ，小谷部校一，
昆智恵子，昆智恵子，近藤和幸，近藤昭子，斉藤聖，斉藤和子，斉藤節子，斉藤明
子，佐伯いつ子，坂井良子，佐方栄子，笹やつえ，佐々木遊子，佐々木みちよ，佐
藤洋子，佐藤千代子，佐藤洋子，佐藤衛，佐藤明美，佐藤剛，椎名功，椎名紀子，
志賀詩子，執行隆祠，執行叔子，執行隆祠，地曳幸子，渋谷正雄，清水千鶴，四宮
きみ，下條武，下西ノ園理恵，場崎邦彦，東海林吉子，白石滋子，菅谷健夫，菅原
英子，菅原由子，杉谷美枝，鈴木幸子，鈴木基史，鈴木政雄，鈴木仁志，鈴木京子，
鈴木政子，鈴木祥子，鈴木邦拓，鈴木歳康，薄田雅子，砂田みさ子，清田日出夫，
瀬川陽子，関塚かほる，関根栄二，関水よ志子，関本敏夫，孫田澄子，田井市子，
太鼓ヨシエ，平良政雄，髙下早苗，高瀬健治，髙瀬健治，高谷道子，高寺美佐子，
高橋敦子，髙橋慎一，高橋洋子，高橋純臣，瀧本弘子，田口則子，田窪武彦，田窪
豊子，田島房子，多田傑，多田美保子，立花隆輝，田中戦治，田中曻，田中曻，田
波浩子，田波浩子，田原真由美，田家銀藏，蔦本光世，堤一幸，角田信子，鶴田敞
子，土井雄二郎，徳重勉，徳村靖雄，戸谷康夫，中川定雄，長澤英雄，長澤千鶴，
永澤光子，中島幸子，中島美知子，中田迪子，永田千代美，永田千代美，中谷美砂，
永野国男，中村よし子，中村和子，中村トク，中村みさ子，中村慶子，中山智由，
中山敏子，中山智子，中山とめ子，南雲裕子，那須登代美，西千代子，新田恵子，
二瓶美智子，沼田道子，野口ヤエ子，野崎秀玄，野崎和賀子，野崎和賀子，延原登
美子，野間口千代子，野間口千代子，乃村玲子，橋本康男，長谷川あつみ，長谷川
多寿子，長谷川久人，長谷川田鶴子，長谷川友子，長谷川忍，服部陽子，林智和，
林ミチ子，早野陽子，原スミ子，東堂之，比企利夫，久岡洋子，平島香，平松多美
子，平山愛子，平山直美，廣嶋雅子，広瀬敏男，広田晴代，広田ゆり子，福井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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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瀬通代，藤原ミツエ，古川和子，細野美知代，堀井洋，堀内桂子，松尾洋三，松
本美智子，丸山次人，丸山千代子，三浦玲子，三国修一，見崎健一，峰輝八郎，峰
裕子，望月則男・葉子，籾山愛子，森田富美子，森谷早百合，矢島美代子，安井和
子，安井清享，八塚茂樹，八束桂子，山岸かの，山口紀子，山口アサ子，山口大樹，
山口雷斗，山崎哲夫，山嵜たか子，山﨑美恵子，山崎三郎，山下幸江，山田辰吉，
山本のぞみ，横尾節子，横田淳子，吉村光寿恵，芳村ミサ子，吉本たか子，若林菊
枝，和田一之，渡辺正信，渡辺眞利子，渡辺勲，渡辺佳子，渡辺和則，渡部寿美，
桜丘太極拳クラブ【東京太極拳協会】協会員一同【大磯町太極拳協会】アオバト太
極拳倶楽部，大磯太極拳，国府太極拳倶楽部，こゆるぎ太極拳，健やか太極拳，鷹
取太極拳，東風太極拳，白龍太極拳倶楽部
【山梨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杉田美恵子，髙野愛子，
山梨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渡辺豊美【相川体協相川太極拳部】雨宮正夫，小
澤静江，小澤正弘，神宮寺ヒロミ，高野律子，田村けさえ，田村裕英，富岡貞子，
中澤弥生，早川ゆき江，林節子，保坂美枝子，森幸太郎，森美智子【あぐり太極拳】
岡栄子，北原ヒロエ，窪田美鈴，三枝富子，坂本房江，田中マヤ，日向敬子，本田
英子【アルペンクラブ】市川千恵子，小林とよ子，里吉登代子，高橋里美，龍田三
記子，地場健，水野詩莉亜，山本博，山本すみれ【石和スコレー太極拳】青柳博子，
芦沢邦典，芦沢弘美，飯窪寿枝，石川徳子，石川文子，岩井正江，岡紀子，岡留喜
代子，岡村かおる，長田一美，金丸恒子，河野せつ子，河野礼子，斉藤よし江，佐
藤喜美子，佐野啓子，関口恵子，土橋和子，土橋孝子，中村美津子，馬場秋子，早
川真金，半田喜代子，半田邦彦，藤田やす子，前田敏江，正木淳美，守澤陽子，吉
田一枝，渡辺陽子【石田太極拳愛好クラブ】青柳博子，天野忠幸，雨宮平，雨宮文
子，井出真美，江原勝江，大柴公彦，河西清子，勝村マサミ，小林富士子，高野利
一，内藤英雄，萩原喜代子，深沢堤，松枝由子，横森紀子【塩山円友会】網藏永子，
雨宮節子，飯島輝子，岡章子，小倉千砂子，小野恵子，近藤茂美，桜林豊子，杣野
あつみ，出久根霽，内藤治文，萩原栄子，橋爪通子，広瀬初子，広瀬君恵，宮原征
子，向山知恵子，矢崎千代子，矢吹明朗，山下一美，山田紀子【塩山太極拳】飯島
かつみ，飯島富子，飯島久子，飯島正子，飯島よしみ，小林茂子，沢田幸子，白川
隆，白川訓子，高橋真由美，土屋明美，手塚享子，中村富子，西川豊子，古屋和子，
古屋きみ子【甲斐太極拳Ａ】赤沢孝子，秋山清美，浅野京子，芦沢たけ，天野早知
子，網野よしみ，飯沼若江，稲葉てる子，井上しずか，上田三男，上田八重，上原
憲子，大場光子，長田照子，北川陽子，熊谷妙子，斎藤澄枝，斉藤悦子，笹之池千
秋，笹之池光枝，笹本定子，佐野洋子，清水圭子，新見重子，菅生信子，杉田幸子，
杉山ひろこ，須田みどり，登坂茂，登坂好江，内藤米子，中込広子，中西節子，信
田千束子，辺見和子，堀正子，堀口恵美子，松澤安，望月昭子，山田庄一【甲斐太
極拳Ｂ】浅川悦子，阿部綾子，雨宮秀子，飯室かね子，石川さつき，井出み江子，
今村美恵子，江内容子，小沢瑞枝，小沼睦代，開發博子，烏谷康夫，剣持政代，小
林八重子，佐久間章子，鶴田孝治，野澤美雪，長谷川美恵子，平林幸子，深沢まさ
子，藤井緑，向山克子，谷島清介，米山八千代，和田正行，和田信子，渡部洋子【勝
沼円友会】雨宮節子，雨宮宝子，雨宮秀子，市川恵美子，稲葉和仁，上矢みよ子，
小川しずか，小越秀子，川﨑二美，黒川美枝子，輿石竹子，小菅京子，後藤一美，
駒田美代子，鈴木美津子，武井貴子，丹澤達子，丹澤千恵子，丹澤美江，鶴田まる
み，野沢君江，保坂千恵子，牧野美津子，松本敏江，三澤さくら，三澤美月，三澤
ももこ，三科吉子，山内久子【河口湖太極拳】相沢由香理，荒井悦子，井出満枝，
井出全子，上原はる子，奥脇良子，小佐野国子，小佐野カノエ，梶原まさえ，勝俣
タカエ，勝俣美江子，河辺三沙，鈴木安子，高橋すみ子，中村昭治，古屋妙子，古
谷登貴子，古屋よしみ，三浦恵子，渡辺亘，渡辺貞行，渡辺智子【かわせみ太極拳】
岩田秀子，河西啓子，平川美代子，渡辺静子【功夫会】石井晴美，長田美智子，長
田由美子，栗田桃代，小島亘子，小林富士子，三枝てつ子，佐藤初江，樋口藤子，
藤井公子，望月紀久子【拳友会いわどの】井上房子，大津仲子，小俣寿子，小俣要
子，金沢和子，小宮山千恵子，佐々木利子，潮田好子，下澤博子，鈴木すみ子，関
田冨美子，高山節子，鄧呉雪梅，中嶋み津子，奈良冨美子，幡野かず，藤本典子，
藤本美恵子，宮野正子，矢頭美咲，吉川美智子，渡辺久子【拳友会 小瀬】新井淳
子，井上和司，梅村裕美，荻野清彦，荻野喜卯，北村住子，高橋照美，外川さおり，
藤江喜久恵，松村達也，望月規子，吉岡妙子【こぶし拳友会】荒井百利子，在原紀
子，飯島貴子，市川紀代子，小俣朝美，加藤俊子，加藤絹子，川口美富士，木村美
由紀，小林みね子，白須やす子，高木富美子，高村せつ子，田辺英春，田辺まつえ，
中野テル，三浦イサオ，宮野満寿子，矢崎民江，渡辺昭子，渡辺純子，渡辺昌子，
渡辺強，渡辺登茂江，渡辺正代【塩部太極拳愛好クラブ】秋山美都子，板山和子，
加賀見二三子，輿石近恵，小林富士子，武井静子，田端康三，辻幸子，中込菊子，
古屋ひろ子，望月さき代，吉角ふみ子【敷太極拳愛好クラブ】石川浩久，市川節子，
猪股幸江，梅原勝子，長田洋子，河西富士雄，窪田昭代，小池いづみ，高野英子，
高橋今朝子，滝下幸子，新津淑子，早川勝子，日本珠美【白根太極拳サークル】秋
山悦子，岡部春海，加藤恵子，川口浩子，功刀トヨ，桜本チエ子，中込かつ子，中
島愛子，名田屋誠治，名取千枝子，守屋いつ子【すその太極拳】相川秀子，大森磯
美，奥秋清美，長田順子，勝俣貴子，萱沼八重子，萱沼利子，北村宗夫，小林祥子，
五味豊子，髙山芳子，田中弘美，遠山美紀，内藤恵美子，西牧友之，橋村みどり，
羽田直子，堀内郁代，宮下由美子，宮下カヲル，渡辺延江，渡辺秀子，渡辺絹与，
渡辺八重美，渡辺金子，渡辺ひで子，渡辺菊子，渡辺正江，渡辺時子【空太極拳】
新谷美恵子，飯島美恵子，伊藤美津惠，上野惠子，大沢操，北原多子，黒沢アヤ子，
中澤澄子，舟久保ゆみ子，米山まゆ美，渡辺富美子，渡辺照美【琢美太極拳】井上
連子，笠井美屋子，田中貴子，土橋靜子，新田多満喜，藤原文子，藤巻トシ子，望
月勝津己，望月琇子，横内節子，米山一葉，渡辺光子【武田の杜太極拳】赤松かづ
み，金子勝美【千塚太極拳愛好クラブ】秋山なか子，市川ひで子，岩下ひろ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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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千代，小川登美子，長田さく代，長田由美子，功刀晴代，久保田マレイ，栗田桃
代，黒倉弘子，桑本宏子，小島恒子，児玉昭子，小林富士子，込山ため子，三枝て
つ子，斉藤光子，斉藤都，鈴木菊子，鈴木幸子，田中淳子，種元実貴子，丹沢満智
子，中込文子，中山八重子，成田征子，樋川敏子，樋口藤子，日向勢津子，深沢秀
夫，藤井公子，藤原とし子，堀内玉子，松岡美都子，三木阿い子，望月紀久子，矢
沢サカエ，横森くら子【つつじヶ崎太極拳】赤澤洋子，荒井紀代子，石井隆子，伊
藤美津子，大間美加子，荻野金子，木内朝子，小林雪枝，阪本賀鶴美，竹中恭子，
西野輝子，野沢和江，野々垣悦子，野々垣徹，深沢重子，古矢雪子，堀内歌子，水
上好子，森山まさ子，山下昭子，山田湛子【都留太極拳Ａ】石井君代，小俣眞澄，
小俣ユキ子，萱沼和子，萱沼つや子，川村時江，三枝英美子，齋藤たか江，佐藤か
つ江，志村美斗志，珠久幸子，関口斐子，関口幸恵，瀧本智子，都倉淑子，中村夏
江，中村敏江，新田やす子，羽田綾女，濱田國夫，藤江聰子，藤本智予，武藤千鶴
子【都留太極拳Ｂ】青池佳津子，石井篤子，泉園枝，井上正子，井上雅美，上野静
子，小俣浩子，兼子浪江，岸野ますみ，稀代京子，栗原武子，小林さと子，小林ふ
み子，三枝巴，島津正江，清水丈子，椙本桂子，鈴木教子，鈴木初子，高部多加代，
高山桂子，滝口光子，谷なが子，中村夏江，橋本きく江，長谷川秋子，宮本節子，
宮本末子，村上信子，望月知恵，渡辺咲子【とよとみ太極拳Ａ】窪田綾子，倉科則
子，酒井ゆり子，沢井宣子，塚田憲子，鶴見貴美恵，中込昭子，中込京子，中沢祐
子【韮崎太極拳】相吉丈雄，出雲布美子，伊藤みちよ，井上真弓，衛藤さとみ，功
刀ひろ子，山田恵美子【百南太極拳愛好会】赤塚富美子，新井小枝子，有泉道行，
今津重義，太田綾子，大谷秀樹，大谷真理子，小田切つや子，小尾房子，水泉貴子，
小林紀男，近藤嘉美，三枝左千夫，神宮ひでみ，田中あき【ふじ桜太極拳】天野和
美，荒井時代，小川正人，萱沼幸江，小林理恵子，桜井志乃婦，高野幸子，田代初
美，田辺静子，西田文子，野中芳雄，藤江正子，古谷郷子，堀内一美，望月まつ江，
安田澄子，山田知子，渡辺郁子，渡辺尚子，渡辺真知子，渡辺光子【放送大学太極
拳サークル】跡部喜久枝，網倉紀年雄，飯島次子，井上千春，腰原幸子，名取三枝
子，長谷部安津子【北東太極拳愛好クラブ】伊藤洋子，内山由利子，遠藤恵子，金
澤夏江，川口富貴子，木内さよ子，菊島優子，酒井高子，佐藤初江，清水鶴江，神
宮寺八重子，末木延子，杉山理恵，遠山み江子，中込智子，平出幸子，深沢千恵子，
深沢美子，藤原三子，宮川恵子，宮田雅子，望月玲子，守屋映子，山岸栄子，山下
初子，渡辺知子【御坂太極拳】弦間泉，河野春子，小林やよい，高橋千賀子，長沼
松美，花田幸恵，前嶋一恵，渡辺礼子【みずほ太極拳】奥脇さか江，奥脇広美，小
野悦子，小山田悦子，小山田昌子，籠島洋子，萱沼文子，窪沢良子，志村真知子，
高根昭子，高根てるみ，田辺玲子，出口光美，舟久保澄子，舟久保広美，三浦早苗，
渡辺伊勢乃，渡辺喜美子，渡辺しな子，渡辺つや子，渡辺寿子，渡辺敏正，渡辺紀
子，渡辺一，渡辺春江，渡辺ふじ子，渡辺由紀子，渡辺よし子【三ツ峠太極拳】小
俣明子，川村千穂，川村八重子，草野美治，小林紀美子，権守貴美，白井美佐子，
白井好子，高部美栄子，滝口栄子，滝口君子，滝沢早苗，田村桂子，中村園江，野
口みよ子，前田和子，前田道子，槙田敬子，宮下つる子，武藤永子，渡辺カツ枝，
渡辺幸子，渡辺春代【南アルプス太極拳】青柳美恵子，秋山早苗，浅川伸一，厚芝
雄二，飯久保規枝，大久保初子，河西千秋，金山知恵子，北浦正義，河野明子，四
條千恵子，清水秀子，清水明美，須田一，須田浩子，高田秀子，髙野秀美，常盤公
代，中澤弘香，野口久美，松野貞子，丸山ひで子，南アルプス太極拳部【夢想拳小
瀬】相川洋子，梶原美喜子，丹沢緑【八ヶ岳太極拳】赤塚弘夫，浅川寿子，新井千
晶，新井正夫，井花清，井花みち代，牛田久美子，浦壁秀世，大口リイ，大滝恵美
子，大塚厚子，尾﨑昭吉，尾﨑よね子，小尾春枝，加藤ふく江，久保田和彦，久保
田昌子，栗田馨子，小林百々子，相良一彦，佐々木真理子，佐藤智子，清水さゆり，
霜下勝子，立川和江，玉井豊子，千野加代子，津金孝子，藤堂清，藤堂光子，永井
萬喜子，永井佳久，中島和男，中島民子，中村祝子，西沢蘭子，長谷川光男，伴敏
子，伴まり子，古澤和子，細川たかみ，堀内仁美，松原弘昌，皆木冨美子，向井知
恵子，武藤三津子，山本豊子，吉津南海子，和田宏【やまゆり拳友会】井上美喜子，
遠藤喜代美，大石和子，太田達男，長田幸子，小俣アヤ子，小俣共子，久根口修，
窪川孝子，小泉ゆう子，小林邦子，佐藤孝子，佐藤隆史，佐藤實，清水隆文，鈴木
ふじ子，高塚和博，田中豊子，西川菊野，幡野淳子，平井八重子，山田浩子，吉岡
りつ子【竜王武術太極拳】浅川慶子，雨宮文子，今沢えみ子，入江清美，太田紀子，
長田藤子，菊原節子，小林淑子，小松和子，込山ひろみ，杉山佳與子，中澤光江，
中嶋尋子，新津慶子，野沢夏江，野村登美，畑和江，深沢千代子，古澤節子，古屋
治子，保坂栄子，山口喜美子，横森キヨ，吉田初江【若草太極拳愛好会】新谷かね
子，今村淳子，岩本あゆみ，小澤啓子，河西涼子，小林敬子，斉藤一美，沢登磨美
子，沢登令子，志村理恵，田中桂子，角田礼子，松田啓子，望月節子，望月むつみ
【中道太極拳】中道太極拳
【阿賀北太極拳協会】阿部詢子，五十嵐正雄，池
新潟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田勇，石塚薫，伊藤和夫，大石ヨシエ，岡邦子，
小熊由則，押木源三郎，川村和子，神田光子，小坂篤子，小島貞子，五艘松江，後
藤和子，近田淑子，齋藤トミ子，斉藤勉，齋藤伸男，坂井紀代子，佐久間厚子，笹
川玲子，佐藤マチ，高柳義一，竹本志恵，田中詔子，田村良造，中沢紀代美，中山
千之，鍋谷幸恵，野口みき，野瀬昭男，長谷部利治，平田敬正，平林千江子，古山
幸子，保苅文作，柳生田ナカ，矢嶋政昭，山本レイ子，米山莞司，渡辺伸，渡辺信
子，渡辺麻貴【礎拳友会】伊勢亀範子，岡田幸子，木田照子，古島君江，酒井千恵
子，白井充子，鈴木勇，鈴木雅子，橘吉雄，富取公子，長沢エツ，星野紀子，三河
和子【糸魚川市太極拳協会】伊井文子，五十嵐みえ子，池亀直美，磯貝文代，磯野
ハナ子，伊藤陵子，伊藤次代，岩﨑由紀子，岩﨑博子，上原美津子，荻野ひろ子，
荻野ひろ子，風波見純子，風波見結子，加藤タツミ，金子勝海，菊﨑トキ子，串橋
尚子，黒滝弘子，小島登美恵，後藤愛子，小山喜久子，齋藤一代，佐藤悦子，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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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希，佐藤幸世，島田ゆかし，鈴木ツル子，園田和子，髙尾さよ子，竹田篤子，谷
口広人，谷村千鶴子，田原充子，田村敦子，富岡朝子，中村恵子，中村澄子，橋本
ヱミ子，樋口サヨ，比護とも子，廣田勝美，吹原松江，古木江美，古田沙織，古田
一斗，古田笑，堀田れい子，堀口榮藏，松田とも子，村山常雄，横川正樹，横澤孝
子，吉岡弘子，吉川恵子，吉倉公子，脇田智恵子，脇田実愛，渡辺伸子，渡辺くる
み，渡辺好子，渡辺美佐子【岩室太極拳】阿部房代，荒川レイ子，安沢公子，池上
セツ，池上則子，石川和子，市橋カズイ，伊柳リイ子，大久保美恵子，大越洋子，
加藤恵子，小沼靜代，小林瞭，小林洋子，近藤洋子，佐藤雪子，杉山寛子，鈴木啓
子，田中昭子，田中文代，田中弥生，玉木文子，団原月子，野島美知子，馬場ヒロ，
樋口清子，本田時宗，丸山良子，三島小代子，水留朝子，水吉栄子，山岸敏枝，吉
田さち子，鷲尾正剛，鷲尾御代，渡辺洋子，渡辺幸江【大江山太極拳同好会】稲田
修子，小菅利幸，宗村昭，渡部香保里【小千谷魚沼太極拳協会】秋山しずか，浅田
美津子，安達かつえ，阿部幸子，有馬正子，岩崎美枝子，臼杵洋，内山愛，大谷節，
小船井久恵，海発ヤスエ，上村征子，川上千恵子，鬼原良江，久保田廣子，小杉公
栄，小林久美子，小林紀美江，小林洋子，小林ユウ子，小林律子，小宮山京子，斉
藤富佐代，桜井幸子，佐々木美和子，笹崎礼子，佐田愛子，佐藤イツ子，佐藤トシ
子，佐藤あさ子，品田美子，鈴木啓子，須原十九一，関睦子，髙野正子，竹元寿市
郎，田中由紀子，田中良子，永田千恵子，中山輝子，長谷川清美，廣井恵美子，福
島史子，堀沢ミサヲ，堀沢エミ子，真島文子，松尾玲子，宮崎宗吉，村山正夫，目
崎香，森山愛子，森山喜久男，柳茂子，山崎藤枝，山崎雪枝，山田総子，山本晶子，
米岡美千子，米山洋子，米山千代江，和田厚子，渡辺明子【亀田太極拳クラブ】飯
野幸子，江口惇子，太田健一，大竹絹代，糟谷博子，桑原節子，小林幸一，斉藤文
子，斎藤由紀子，菅原すみえ，高橋早苗，竹内俊太郎，茅原美和子，塚本好子，土
田治子，西山芳子，畑野トシミ，丸山裕子，丸山昭吾，山﨑京子，渡辺明子【黒埼
太極拳愛好会】江口隆美，木村千明，小山信子，小山滋，白井法夫，白井恵子，田
中悦子，堀内紀雄，松原扶佐子，渡辺佐知恵【黒埼LoVE拳】青山恵美子，阿部た
まえ，池建夫，井上タケ子，小柳三千子，川原聖司，北村厚子，小林博，小林裕子，
佐藤友司，羽賀俊明，本間文子，牧勇太郎【拳青会】安部ミワ，石井直，大石時男，
大久保幸子，長田紀子，小奈幸子，小野洋子，木場一枝，小林みどり，齋藤礼子，
佐藤圭子，椎谷喜美代，品田カヨ子，高橋典子，高松洋子，田中毬子，野口真奈美，
波間ヒロ子，藤田国男，藤原美智子，星彪，本間テツ子，牧野フサ子，松木征子，
三冨みどり，山川宏子，吉田征子，渡辺マチ子，渡辺洋子【拳友会】青木研三，青
木登久子，雨池清美，石津ユミ子，泉谷愛，市村明子，稲泉京子，大黒節子，大野
小夜子，大森登代子，栗林ムツミ，笹川伊都子，澤田美枝，品田時枝，鈴木昭子，
鈴木まゆみ，高橋郁子，田中和子，田中淑夫，橋本幸子，福元美枝，藤村美和，保
苅淑子，星ヒデ子，堀川善子，村山元子，横山玲子，吉井慶子，吉川ヨシ，渡部タ
ズ【こだま太極拳協会】五十嵐すみ子，菊地邦子，新保美恵子，羽鳥節子，早川恵
子，藤家利郎，藤家雅代【湖南太極拳クラブ】赤塚芳子，一箭恵美子，上田ヨネ，
遠藤淳子，落合秀子，佐藤順子，髙橋貞行，髙橋千恵子，武樋貞子，棚村道夫，富
樫幸子，森勝子，諸橋良昌【小針太極拳同好会】阿部良子，雨池清美，池昭子，石
村礼子，今井正子，遠藤正康，大湊啓子，岡有子，岡幹江，風間真由美，新保敏子，
髙口和則，中川要子，中野律子，中村百合子，夏目侊子，藤本靖子，横村綾子，吉
原田鶴子，若杉日出男，渡辺幸子【サークルフレンズ拳好会】青木よしえ，我妻テ
ル子，阿部和子，五十嵐静枝，池田典子，石口静江，石塚一以，石橋貞子，石原ソ
ヨ子，井嶋幸子，伊藤陽子，入沢ケイ子，内山カヨ，江部ひろみ，遠藤カズ子，遠
藤満千子，大掛キシ，太田智子，大谷美枝子，大野省子，大橋ミズホ，大橋ミホ，
大橋峰子，大橋信子，小越道代，尾崎安代，海津房子，金谷繁，金子杖子，金子美
智，鴨下スミ子，神林ヨシ子，菊地弘子，木村敏子，栗林アサ子，栗林春枝，桑原
初江，桑原朝子，小網和子，小堺令子，小林昌子，小林淑子，小林悦子，小林悠貴
子，小林恵子，小林光子，小林知子，小林章子，小林テル子，駒野夏子，小山アキ
子，権田久美子，近藤一枝，近藤まさ子，西須キイ子，佐藤幸江，佐藤悦子，佐藤
久子，三宮ツエ子，品田富子，柴野シサ，清水ミチ子，清水イシ子，霜田京子，須
田ヨシ子，関幸子，関矢和子，高橋勝也，高橋キン子，竹田栄子，武本富美子，種
岡尚子，田村藤子，月橋栄子，徳間正江，永倉満利子，永坂ヒサ子，中沢菊江，中
野八重子，中村君江，中村日出美，中村キミ子，奈良澤純子，西倉照子，西巻珠美，
西村弘子，庭山チヨ，服部ユネ，平田喜代子，堀井幸子，牧野昭子，松木正和，松
田玲子，箕輪澄子，村上公子，村田スミ江，村山瞳，矢島子ン，矢島和江，山本京
子，與口フミ，横田トミ，吉田美津子，吉田ミヨエ，吉野弘容，若林シズエ【坂井
輪太極拳教室】朝川鴻子，天野堯司，石塚芳信，今井正子，大島とめ子，小黒富美，
長田紀子，風間法子，川島みなみ，倉富美知代，小林達也，小林芳彦，小林恵子，
牛坊裕，坂井幸男，坂井征一郎，佐藤圭子，佐野千鶴子，椎谷喜美代，鈴木昭夫，
仙ゆう子，高田敏明，田沢恵子，田中早苗，作道惠江，鳥島せい子，長井昌子，中
川暁子，長倉紀美，中沢サチ子，中戸光子，中村百合子，鍋潟武士，坂内房子，広
沢みさ子，細野公子，堀内三枝子，本田幸子，水沢久司，水沢芳江，水沢啓子，村
上信男，森洋，門馬光代，山田弘子，結城幸子，横堀洋子，横村綾子，横山孝弘，
吉川ヨシ，渡辺卓【佐渡太極拳愛好会】安藤瑞恵，加藤美紗子，中川春美，中川郁
子，野方蕙子，野﨑一雄，野﨑八千代，向山清美，渡邉安子【三条太極拳協会】相
田澄子，青木末吾，青木ムツ，安達潔，荒井キイ，五十嵐洋子，五十嵐仁，池神ひ
な子，池田松美，石川洋一，石川喜久子，石川啓美子，石田ハル子，石田良子，今
井忠太郎，今井万里子，大関妙子，太田節子，大滝貞雄，大竹博子，大沼紀子，岡
橋桂子，小田京子，小畑優満子，貝津雅美，風間ヒロ子，風間幸市，金子鐵石，椛
沢二三子，河内玲子，川村八代枝，菊池孝子，木戸友子，木村正弘，金谷秀子，久
住正也，久住富士子，倉品章，小林勝世，小林トミ子，小林召子，小林敏男，小林
正直，坂井京子，坂井正弘，坂井朝子，坂井俊典，佐藤スミエ，佐藤都美子，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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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子，白倉徳一，真保ゆり子，菅谷喜代，鈴木民代，角谷憲子，関田義雄，関根達
志，曽根正弘，髙田由美子，高野敏子，竹之内春代，立田マチ子，田辺常太郎，田
辺ケイ子，田巻妙子，鶴巻敏江，外川由美，外山美代子，長崎秀美，中条久美，中
野清江，中山健一，西巻美代子，西山吉之助，野崎雅實，野水邦太郎，長谷川良子，
馬場一雄，張山操，深澤朋子，藤田信雄，堀内順子，堀江昭子，堀川初恵，本多晴
子，本間智恵子，増田ノリ子，丸山トモ子，丸山巽男，丸山時子，三澤洋子，水野
武，宮島クミ，目黒忠一，目黒豊実，本山洋子，安田玲子，安田直美，谷地田則子，
柳取良子，山口英世，山﨑道子，山本幸栄，吉田信子，吉水栄子，米田博子，若林
美枝子，渡辺千鶴子，渡辺藤枝，渡辺キヨ，渡辺博文，三条会員，三条会員【新発
田市太極拳協会】相田紀子，赤沢忍，明間隆子，浅野直子，石川末子，伊藤揚子，
伊藤敏夫，遠藤昌子，大熊宏子，大田博子，大沼ユキ子，岡節子，小川寿子，風間
治夫，鹿島直江，片山勝，金子孝子，川崎良子，北尾文子，木津ナリ子，倉嶋克子，
小島絹江，小林裕子，小柳咲子，斉藤幸子，笹山八重，佐治トキ，佐藤左久子，佐
藤愛子，佐藤厚子，佐藤幸子，佐藤文枝，佐藤茂男，新保清子，杉山剛，鈴木洲，
角克朗，清治幾枝，清野キヨ，高野てる子，田中静子，寺尾建男，中功，永井和子，
中川千恵子，中村一夫，西マチ子，長谷川律子，肥田野玲子，肥田野三二，平野久
美，広川いく子，藤倉千壽子，藤田富也，星野千鶴子，星野幸子，本田英子，本多
渥夫，前田タミ子，松澤千恵子，松下佳津子，水島直治，皆川キヨミ，村岡操，山
崎サチ，六井満，和田馨，和田利子，渡辺千恵，渡辺智子，渡辺信子【上越市太極
拳協会】赤木啓子，明田川麻里，浅野則子，飯田祐子，飯塚久雄，池内恵美子，石
田しげみ，石塚昭一，市川栄，伊藤浩文，猪川一枝，今田輝子，岩嶋通子，植木茂，
牛木信子，内山潔，内山久四郎，大久保弘子，大久保真紀子，大滝節子，大滝善雄，
大場一紘，大湊和子，岡本芳子，荻原信一，尾島一雄，小田春一，笠原房子，風間
敏之，金子一郎，神農錫瑛，小菅秀子，小林トシ子，小林登美代，小林智恵子，小
林和昭，小林煕，小林久美子，小松﨑久子，斎藤昭夫，佐藤弘，塩崎千恵子，渋木
美江子，清水すみい，下澤美幸，髙嶋咲子，髙橋成子，髙橋恵美子，髙山初美，武
内智，竹内和子，竹之内結子，田中ウメ，田村ユキ，塚野幸子，登坂裕子，土肥ヨ
シ子，中村保代，中村幸子，中村昇一，西川照子，西島三代子，西脇小菊，原はる
み，樋口洋三，平井美知子，平井美加子，平良木美佐江，廣木けい子，福山麗子，
船崎清二，古川君子，古川紀子，細野タミ子，馬嶋正治，馬嶋みわ子，松岡由美子，
松﨑秀子，松屋のり子，丸山和子，三牧小夜子，宮下育子，森尻政昭，山﨑初枝，
横田頼子，若杉欣勇，渡辺龍子，渡辺道夫，妙高市太極拳愛好会【上新栄町太極拳
クラブ】小川聦子，金子桂子，草間雅子，斉藤房子，島倉典子，菅木早子，田中美
紗子，中原美智子，中村明美，長谷川けい，古川蓉子，増田千恵子，松本恵子，水
上恵子，和久井町子【聖籠町教室】天尾ワカ子，加賀谷大恵，加来紀子，加藤ヨシ
ノ，小柳孝，塩原純子，鈴木加志子，高橋マサエ，田中祐子，田村道代，武者房子
【太極拳はなみずき】江村聖治，太極拳はなみずき【太友会】青野美智子，
飯塚和子，
育野三津子，五十田美智子，磯部雪江，岩佐宏雄，岩橋正代，笠井泰，小林敬子，
小松美佐子，小山照子，斉藤紹代，酒井友，佐々木美知子，佐野和子，砂山利子，
髙橋千恵子，高橋ミチル，高橋ルイ，竹中千恵子，田村信郎，殿塚眞理子，中村和
江，長谷川京子，羽生司朗，原英子，丸山小夜子，水野美和子，山口マサ子，渡邉
文子【田上町太極拳愛好会】青木久子，金谷稔，金谷光子，小山ムツ，斉藤勲，斉
藤チヨ，斉藤忠雄，斉藤和子，髙橋ヨイ，林義郎，村田福治，吉田栄子，渡辺久美
子【燕太極拳協会】相場日出美，青柳宏子，石田早苗，岡部ユキ，岡部マリ子，斉
子シゲ，佐藤美也子，添原千佳子，高島テイ，高橋ムツ，田中恵美子，永井孝子，
仁木孝子，深海せつ子，藤井淳子，本間富喜子，松田スミ，丸山睦子，宗村真理子，
村山奉美，本宮和子，和田美代【東スポ太極拳サークル】浅間健介，五十嵐十四男，
五十嵐泰子，伊沢優子，石田信子，大熊美子，小川フサ，小黒昤子，加瀬淑子，黒
木由紀子，小暮哲雄，佐藤キミ子，佐藤幸蔵，鈴木ひとみ，髙橋英子，高橋了子，
田中信行，田邊ヨシ，千代律子，永井ヒロミ，中川光，西方恵子，野崎一磨，堀江
敏子，巻渕修子，松岡壽香，水沢恵子，望月和子，渡辺洋子，渡辺祥子【豊栄太極
拳協会】天尾よしえ，天野治美，五十嵐富子，池田きい，石崎惇子，泉美樹子，泉
智慶，磯部節子，市橋文子，伊藤光子，大井由喜子，長田英，影山美代，金子玲子，
金田勝平，草間静江，久保田則子，熊倉ミチ，倉島仁志雄，小池由美子，古川原愛，

酒井優子，坂井イク子，坂井由信，酒井すみこ，酒井尚子，佐川恭子，桜井伶子，
櫻井順子，佐々木八重子，佐藤健一，佐藤拓二，佐藤陽子，佐藤隆，佐藤由美子，
佐藤則子，佐藤正博，佐藤スミエ，佐藤みどり，佐野久和，佐野和子，佐野盛男，
澁川美千子，島津清美，清水幸江，清水サチ，下田祐子，白井美智子，新保登美子，
神保由香里，諏佐悦子，鈴木昌子，鈴木豊子，鈴木イツ，鈴木トミエ，鈴木和枝，
鈴木ますえ，鈴木洋子，鈴木雅子，鈴森千代江，須藤恵美子，関和男，関根峰子，
関谷ミサヲ，高野美江，高野由紀子，高野好美，高橋キノ，高橋隆夫，高橋美恵子，
高森静子，高山江里子，滝沢栄子，武石良子，竹内清治，竹内清治，竹内三郎，橘
美津江，田中俊夫，田中恵子，田中ミツ，田中久美，棚橋千恵子，田原裕子，田村
裕子，田村文子，塚越忠雄，土田静子，土田初枝，土田タズ子，燕富枝，東條和子，
内藤照美，永井喜美子，永井泉，中川ヨシエ，中島芳野，中村多美子，中村祐子，
中村幸子，中村秀江，西片和子，西原宏子，西脇純子，韮沢志津子，野村洋三，萩
原敏子，長谷川信子，長谷川広美，長谷川順子，長谷川和子，早川玲子，林文枝，
林聡美，原久美子，廣井春代，広井仙一，深沢静子，藤崎万里，藤田アサ子，藤ノ
木良子，古川文子，古川梅子，宝力和昭，穂刈保子，保坂玲子，星裕子，星野千代，
星野寛子，星野ヨキエ，星野久美子，堀正子，堀川峯子，堀澤佑子，前田久美子，
牧一枝，松川キヌヨ，真野康子，水沢典子，水澤祐子，水野あけみ，皆川みや子，
村沢初美，村本令子，諸里栄子，諸橋信子，谷地田久美，柳橋栄子，山木典子，山
口幸子，山口泰三，山﨑昭則，山崎厚子，山崎富美子，山崎熊太郎，山崎三知子，
山崎裕子，山田みよ子，山田ヒサヱ，山田恵子，山田正，山田美好，山本やよい，
雪松ミセ，吉川ヤヨエ，吉澤澄子，吉田泉，吉田雅子，吉田キク，米増遥月子，若
山誉子，和田悦子，渡辺加津美，渡辺左枝，渡辺三恵子，渡辺いね，渡辺さえ，渡
辺英子，渡部隆【西川太極拳協会】五十嵐伝，笠井良子，下村順子，髙杉雪江，長
沼貴子，中村ゆう子，吉倉悦子，渡辺瞳【新潟市太極拳協会】青木れい子，浅井智
子，朝川鴻子，阿部テイ，荒木幸子，五十嵐テイ，五十嵐孝子，池田三穂，石井直，
石井真知子，石原紀之，伊藤美知子，伊藤幸子，今井正子，岩佐禮子，岩富ヨウ，
上杉佐紀子，上原としゐ，上原田紀子，宇賀村勝子，内田和子，江川米，江口精子，
江村倶子，大越律子，大関和江，太田節子，大村トシ子，荻原直子，小田泰子，小
柳明子，小柳文子，笠井貞子，片岡道子，金巻遊右子，川内彰子，川上陽子，川口
ヨイ，川崎三千子，菊池雪江，木口倫子，北村恵美子，木村真知子，木村喜恵子，
倉又正子，兒玉眞理子，後藤瑞恵，後藤則子，小林澄子，小林芳彦，小俣美智子，
小森千鶴子，小山陽子，昆充芳，坂内絹，佐久間ヨシエ，佐々木武，佐藤恵子，佐
藤良子，椎井茂子，塩原由子，品田稔，澁谷龍生，清水薫，下村景子，角谷憲子，
瀬賀亮子，関優子，高木喜一郎，高野博子，高橋ルイ，高橋典子，高橋奈津子，高
橋美代子，高橋五百枝，高橋せい子，高橋ひとみ，高橋瑞江，田中英子，田宮さく
ら，田村恵子，知野勢津子，知野恵子，土田公一，土田清美，友正慧，豊島和子，
豊島利夫，長井昌子，長澤清次，長田初枝，中野千恵，中野知子，中林修，中村吉
伸，中村恵美，中村梢，中矢義博，新井田愛子，西潟ヤイ，野口啓子，野内慶子，
坂
原松野，板東伸子，坂内房子，番場玲子，樋口惠子，肥田野洋子，藤田則，藤塚絹
■
江，藤村陽子，藤村泰造，古川綾子，保科俊輔，星野寛，堀内佐和子，桝口芳子，
間瀬京子，松井久子，松原みどり，丸山雄，三上嘉代子，三上迪子，水上悦子，三
ツ井桂子，皆川康子，南川知子，峯山良，宮尾陽等，宮尾佐登子，宮沢サヨ，宮島
慶夫，宮田栄子，森田三郎，森田美南子，八木玲子，八木原トミエ，山口多津子，
山口清子，山田しげ子，山田寛司，結城幸子，與口フミ，吉田功，吉田チイ，吉田
博，吉田啓子，吉野昭二，若月ミツ，和気実津子，鷲沢真理子，和田優子，渡辺は
るよ，渡辺紀子，渡辺夏江，渡辺久子，渡辺裕美子【新潟市武術太極拳連合会】青
木秀子，青柳千恵子，赤沢京子，天野堯司，新井麻子，有本ヒロ子，五十嵐直子，
池田幸枝，石井栄子，石沢松江，井田信子，市橋豊子，梅田キネ，太田節子，大竹
マツイ，大橋容子，小川初子，小野和子，小柳実，加藤その，金子キヨ，河合真理
也，川又千佳子，木滑和子，栗林恭子，栗林直子，古泉裕子，佐久間洋美，佐藤真
佐子，佐藤啓子，佐藤雅幸，澤田美子，鈴木美子，関澪，瀬戸照子，高橋真佐美，
田口道子，竹内いみ，竹内恵美子，田中吉子，田邊静子，谷和子，谷宏美，旅川由
美子，玉木一子，外山真智代，中川絹子，長島久子，中条豊子，中村テル，中村順
子，西巻貞子，野田スイ子，生野葉香，長谷川綾子，長谷川栄子，平川綾子，藤田

後藤友子，小林信子，小柳ミエ子，小山優子，近藤はるみ，斉藤敦子，佐藤小百合，
佐藤ミナ子，佐藤弘子，志賀良子，清水京子，須貝正勝，鈴木昭次，鈴木宣夫，関
澤満利，高橋恵美子，高橋与江，高松寿美子，田之口圭子，戸井愛子，内藤愛子，
中野悦子，鍋谷沖子，信田喜美子，長谷川宮子，長谷部彪，平出桃子，船山貴美枝，
細川静江，巻内尚子，丸岡智子，盛田友子，谷内田光子，米山十四子，渡辺米子，
渡辺圭子，渡辺洋子，渡辺勝子，渡部徳子【長岡太極拳協会】相波洋子，浅井静枝，
浅野恵美子，東カホル，安達かず，安達良子，安達香，阿部美佐子，荒澤悦子，安
藤みのり，安藤理恵，飯浜玲子，五十嵐ゆうこ，井口紀子，池田はな子，石川道子，
泉ひとみ，伊東美江，稲生千春，稲田美恵子，稲田一明，稲庭春枝，井上直子，茨
木征子，今井典子，今井和江，岩崎和子，岩崎ヨリ子，植木輝美，内山笑子，梅田
都，梅田正子，遠藤薫，大川戸日出雄，大久保文子，大久保チエ子，大島優子，大
関淳子，大関ヨシ子，太田了，太田トミ子，大竹ヒナ，大葉光恵，大町恭子，大海
トヨ，大港博子，大桃信子，岡村智子，小川芳枝，小熊亀一郎，小熊洋子，小幡規
子，小栁スイ子，恩田玲子，笠井榮子，笠井アツ子，笠輪睦美，梶山綾子，片桐ミ
イ子，片野嵯代子，加藤喜枝，樺沢ムツ，上村和枝，河井美代子，河合妙子，河上
享子，川崎好代，河田広子，木賀カヅ子，菊池久子，岸弘道，木本朝子，國島澄江，
国島ユミ，國近良之，國近文子，久保好枝，栗原優子，栗原七重，解良裕子，古泉
美好，小出朋子，小浦玉司，小林光子，小林美加子，小林眞智子，小林京子，小林
茂，小林正子，小林カズ子，駒形和美，駒沢キイ，小見文子，小室照二，小室昭子，
小師絢子，小師孝子，小山由紀恵，近藤景子，今野みえ子，斎藤ツヤ，齋藤久子，

凉子，堀悦子，真島陵子，松木恭子，松田宏子，松野弘和，丸山亮子，水落愛子，
武藤みはる，森澤和子，山上春江，山田ミエ，山本朝子，米山典子，渡辺秋夫，渡
辺典子，匿名２名，たんぽぽ同好会【西太極拳クラブ】石川美枝子，石田レイ子，
伊藤かすみ，伊藤淑子，内山薫，内山昌子，大橋伊セ子，小黒富美，風間武，斉藤
千代子，斉藤和子，桜川富美子，佐藤知子，佐藤初江，佐藤和代，島倉典子，清水
せつ子，清水サチエ，鈴木ミヅエ，曽我とみ子，田下とう子，田中キミ，月岡哲郎，
長井三千里，長岡きよ子，布川みゆき，橋田芳子，平野ひとみ，藤田峰子，三宅淑
江，谷田内佐智子，山崎マサ子【能生太極拳二十四】伊藤泉，加藤秋子，加藤 二，
小林絹江，田中敏美，林見節子，能生太極拳二十四【飛燕太極拳協会】青柳久枝，
阿部允子，荒木進，飯川早苗，磴邦子，伊藤アサ子，大泉巖，小柳直美，笠原由江，
加藤文江，金山ユリ，小林美千代，齋藤忠雄，添原吉彦，高山正己，竹内悦子，武
田美雪，玉橋美津子，田村重人，服部美恵子，藤田久美子，堀みち子，山本和俊，
吉崎英喜，米田ナホ，渡辺洋子【分水太極拳協会】大柳久子，小潙英夫，小川弘子，
柄沢恵子，川瀬仁也，久我恵子，斉藤隆雄，佐渡正子，戸田洋一，富田米秋，行田
代治，長谷川美津子，服部達雄，星裕子，松井芳雄，皆川富男，門藤良夫，山宮励
子，分水太極拳協会【巻太極拳同好会】青山愛子，朝倉紅子，阿部百合子，安部京
子，五十嵐章子，石崎千恵子，石田優子，市橋カズイ，伊藤アツ子，大上三代，大
川智，大島敏也，大平園子，小川シエ子，小沢文子，柿崎フミ子，小出和子，小島
玲子，小沼静代，古山ノブ，小山則子，佐藤美代子，佐藤雪子，真田敦子，相馬定
子，曽原一子，髙田セイ，髙橋敏夫，髙村一幸，高村豊子，田中文代，田村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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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田紀子，栃倉千枝子，富井美代，外山チヨ子，永瀬恵子，中村秋美，中村奈津子，
中村クニ子，野沢マツ，長谷川清子，笛木すみ子，古井照代，星野恵美子，堀川明
子，本間桂子，水倉百合子，宮路英治，山岸フサ子，山崎伊久子，吉田さち子，若
月アヤ子，若山イチ，和田隆一，渡辺シズ，渡辺孝子，渡辺八重子【南魚沼太極拳
協会】会田トシ子，青木久美，青木理恵子，阿部敬子，荒井美佐子，井口康子，今
井良江，大平君子，大津正昭，大津朝子，岡田としい，岡村綏子，貝瀬一夫，片桐
佐知子，金子愛子，上倉留美子，狩野千枝子，川辺明美，小池直美，小島きよこ，
古藤美津子，近藤澄子，斉木敏子，佐藤泰男，佐藤歌子，髙橋俊野，高村千津子，
田中紀子，種村麻里子，田村京，寺口悦子，徳永美佐子，内藤美紀子，永井市子，
長尾國子，野澤りえ，林春枝，廣田美代子，笛木広美，本間明美，山田久子，山本
ノリ子，和田マサエ，渡辺もと江【村上太極拳クラブ】青山健男，青山和子，伊井
誠子，内山雅博，加藤廣，木ノ瀬芳江，小林勝美，佐藤英二郎，東海林むつ子，竹
野和枝，遠山裕子，野澤十治【吉田太極拳クラブ】天尾美智子，五十嵐政子，石丸
玲子，植木人美，大矢恵子，河野京子，北上ユリ子，木部章，栗林キヨ，栗林正，
栗林俊子，小林フミ子，斉藤伶子，佐藤俊明，白倉弥寿子，菅原恵美子，鈴木敏朗，
瀬賀亮子，関川静得，瀬戸淳子，竹内伸，竹下照子，田中久美，玉木幸子，富所久
子，羽賀キサヨ，長谷川トミ，長谷川洋志，浜田とき子，原敏子，丸山優子，宮本
かづ，村越一江，森山渉，八子一代，山田正子，横山ミエ【楽々拳】青野智子，安
達加代子，池田朋和，板垣快子，市川久美子，井上タケ子，今井美恵子，及川哲，
大倉伸吾，大野美代子，大原正巳，岡﨑務，小川美津子，鹿嶋清助，小林一男，榊
原冷子，白崎直子，須川静子，髙野ケイ子，高橋幸子，髙橋清一，高橋美佐子，寺
澤奈保美，中原アサ子，中原尭之，中原恭子，夏目卓幸，早川由紀子，早川洋子，
保坂正勝，丸田昭子，源川洋子，森田千鶴，吉川嘉代子，渡辺一代【石山太極拳ク
ラブ】石山太極拳クラブ【石山地区太極拳クラブ】石山地区太極拳クラブ一同【柏
崎刈羽太極拳協会】柏崎刈羽太極拳協会会員一同【すこやかの会】すこやかの会【寄
居拳友会】寄居拳友会
【飯田太極拳愛好会】池野成子，伊藤康範，今牧美
長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智，今牧俊昭，岩崎ちづ子，内山幹子，大平美津
子，片桐則子，木下勝美，斉藤ちえみ，下平みどり，菅沼りつ子，征矢康子，高林
正男，束原清子，西江富士子，原昭子，原峰子，原悦子，牧内睛，松岡克忠，水野
文子，壬生千里，吉川ヨネ子，北方教室一同【駒ヶ根武術太極拳協会】芦部ゆき子，
新井あきよ，大原裕子，長田秀子，織井清子，春日輝，春日道子，北村和子，木下
春子，久保田温子，熊谷美喜子，倉田繁子，気賀沢眞子，高坂文子，小平民子，小
平桂子，小林久子，小町谷杉穂，斉藤聡子，塩木はつ江，清水巽，下島広子，下平
はるみ，竹村ゆきゑ，田中惠子，知久やよい，名子さか江，西村知子，原かづ美，
原緑，細井律子，松島小夜子，宮澤美智恵，宮澤美智子，宮下智子，宮脇美佐子，
村松美保子，吉澤静子，吉澤広子【小諸武術太極拳クラブ】唐沢幸恵，佐藤清英，
佐藤週子，佐藤喜久子，佐藤まさと，楚山静，宮下絵美【佐久平太極拳クラブ】小
倉恵美子，木内明美，斎藤富貴子，佐藤敬子，羽毛田徹雄，柳澤玲子【桜木会】赤
井佳子，浅川弘子，浅野稠子，市川公子，宇都宮三津子，大島佳子，太田光久，奥
山陽子，金井春子，金木と志江，北島佳恵，北村百合子，小島恒子，小林まつ代，
小林浩行，小林美枝子，桜井啓司，霜鳥小菊，菅田敏夫，椙澤恵美，征矢いち江，
高橋恵理，滝沢繁樹，竹内春代，玉川まゆみ，塚田貞子，手塚淳子，徳武陽子，冨
澤喜雄，中村純一，泰正子，早川球喜，肥田光生，細川尊子，松山禮子，宮沢房子，
森泉あや子，矢島洋子，矢野茂子，山﨑ちよ子，横尾浩美，和田謙一，和田さだ子，
ミドリ一同【塩尻拳友会】秋山明子，一ノ瀬進五，小澤花，小澤健太郎，小澤淳，
小澤登代子，木内寛子，後藤今朝美，三溝みい子，田中節子，濵恵美子，広瀬良子，
増田愛子，丸山令子，吉江さち子【全拳協長野】跡部春子，飯田忠文，飯田和喜，
大日方后子，倉石道子，古平幸司，清水美佐子，関口義司，中島美季，新村恵美，
深澤清司，深澤すみ子，藤澤記子，山口勝，山口彰子，吉田ますみ，吉田レミ【太
極拳佐久星の会】木内明美，菊池典久，神津呉羽，小平良子，小林一二三，桜井愛
子，佐藤いく，佐藤裕子，清水富貴子，白川トモ子，須江初枝，関やす江，反町麻
佐子，大工原勝子，武田智矢，田村清人，中沢あい子，根岸栄子【太極拳長野一陽】
青木厚子，青木道子，新井ふみ子，生澤幸代，石坂成子，板倉八千子，井出裕子，
大瀬南子，太田成美，大谷やい子，小川隆江，風間玉枝，加藤花子，金井咲子，金
井俊一，金子芳子，岸令子，北村栄子，北村恵美子，久保祐子，小島朝彦，小林み
つ子，小林恵美子，小松孝子，酒井重子，坂口恵子，志田和代，清水博子，鈴木昭
子，高野鈴江，武井千英子，竹内一恵，竹下え美子，武田とも子，塚田容子，傳田
佐有里，東福寺宏子，轟正幸，戸谷多佳子，長﨑さおり，中村絹江，中村久子，夏
目房子，奈良本美佐子，成田信子，西澤広子，西澤美津子，西林恵，野池千恵子，
畑中千恵子，花岡阿津子，半田幸子，平林貞，平林富子，藤倉公代，藤牧京子，藤
原光哲，藤原晴美，古沢邦子，堀内みち子，堀内淑子，本塩義子，前田潤子，馬島
愛子，町田紀子，町田友子，松木操，松本由美子，丸山訓子，丸山恵美子，三井恵
美子，宮尾順子，宮崎君子，宮澤さつ子，宮澤武久，宮澤禎子，宮下豊美，宮原周
子，宮本愛子，宮本長治，村田有子，柳沢淳子，山口栄一，山越治子，山嵜富美子，
山﨑泰孝，山田忠志，山本裕司，横川宣子，吉池幸子，吉池幸子，吉村美恵子，若
林光子【太極拳長野道の会】新井悦子，飯島厚子，石坂妙子，伊藤秀一，伊藤房子，
伊藤あけみ，今村清子，内川光枝，内山恒慶，宇都宮久美子，大倉英子，大谷愛子，
小口伸子，小口芳子，小山妙子，折野八重子，柿崎加子，春日清子，金井千代子，
北澤道子，北山満子，倉島道代，倉島愛子，胡桃紀夫，黒岩弘恵，小林通江，小林
功子，小林正，小林三和子，小林かおり，小林功，小林進二，小林まさ子，権田か
ず子，斉藤武光，酒井和代，坂本久子，佐藤厚子，篠原律子，渋沢賢佐和，清水洋
子，清水くみ子，清水サチ子，鈴木美智子，春原貞子，関小容子，髙木久美子，髙
遠元司，髙畑良樹，滝沢愛子，瀧沢信子，竹内英雄，田中節子，田中三郎，棚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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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塚田幸男，東條和子，所小夜子，中沢めい子，中島明子，中島佐代子，中島隆
一郎，中條千代子，中村マサコ，中村幸子，西沢益夫，長谷川ゆかり，林その枝，
藤井陽子，藤沢貞行，藤沢満，藤縄和惠，増田博美，町田達朗，水澤千幸，溝口美
代子，宮沢君代，宮沢実，宮澤恵子，宮田和子，村山弘行，村山好子，室賀優子，
柳沢寿枝，柳沢文子，柳原けさ江，山岸光子，山岸美千代，山極隆久，山嵜達夫，
山本けさみ，山本しま子，吉江加代子，和田紀子【道海会】伊藤たけの，井上正子，
岩下育子，大塚生江，小川竹子，荻原恭子，小田中秞子，尾沼紀美江，金井明子，
木枝隆夫，工藤正子，小林京子，小松正恵，桜井由子，佐藤光代，篠原禮子，渋谷
万里子，渋谷泰一，嶋原雅子，清水千枝，高橋好子，髙橋節子，髙橋幸子，武井千
代江，竹内長子，田中美和子，土屋いち子，中澤亥三，中村明子，中村明代，西川
隆文，橋詰通子，長谷川米子，丸山恵美子，宮坂喜代子，茂木佐代子，矢野啓子，
吉崎富久子，匿名１名，道海会【長野太極拳の会】青木政子，嵐口京子，大島敏子，
荻原敏子，小幡あつみ，勝田さよ子，唐木世紀一，小坂芳江，渋澤治子，島田順子，
白井喜代子，滝澤晃，竹田芳子，田中美穂子，徳嵩靖，轟智夫，中村博子，原田早
百合，原山米子，福田明子，藤沢玲子，本藤智，前島ひとみ，町田憲一，松田早苗，
丸山由子，水越佳子，宮澤茂登，宮澤和江，宮嶋忠繁，宗像佐枝子，山田さち子，
吉田美恵子，和田弓子，綿貫龍一，芹田成人学校，なでしこ，美花【丸子太極拳協
会】相沢雅子，飯田一，大澤ヒデ子，小沢富代，金井八重子，久保田好枝，栗林紀
美子，黒澤きよ，小林利枝，斉藤文夫，斉藤昭男，桜井春美，塩之入紘子，関延子，
辰田米子，徳丸とよ子，富岡美知恵，中澤啓子，中野静子，西川登美子，長谷川さ
つき，本田祥子，丸山千紗枝，宮川照子，宮沢佳子，守屋信行，矢沢松代，山浦愛
子，横関靖子，渡辺美恵子【箕輪伊北太極拳】青柳二三代，赤羽しず子，赤羽俊江，
赤羽百合子，有賀つぎよ，有賀せつ子，有賀ひさ子，飯澤淑子，井内典子，池上ひ
とみ，石田孝子，磯貝圭子，市川洋子，伊藤宗代，伊藤十和水，伊藤喜美子，伊藤
けさみ，伊藤さよ子，今井奈津美，上田美代子，宇治橋諒子，牛山一代，内山みさ
子，浦野さち子，遠藤節子，太田奈津江，大槻さち子，大森美智子，小倉歌子，小
倉弘子，小沢一代，小澤初枝，小澤いね子，小澤迪子，小沢より子，押野幸子，垣
内敏子，片桐睦美，上島二三子，上島陽子，上島尚子，上島一子，唐沢栄子，唐澤
栄子，唐澤文子，唐沢英子，唐澤千賀子，唐澤幸，唐澤光子，神原かずみ，北澤重
子，北沢君子，北原房子，北原ちえ子，熊谷桂子，熊谷美津子，倉田久子，倉田レ
イ子，栗林あい子，黒河内歌美，桑澤あや子，小平博子，小林英子，小松よしえ，
小松京子，小松まみ子，小松もりえ，小松かね子，斉藤多恵子，佐々木幹夫，佐々
木政子，佐藤千代子，柴なをみ，柴時子，白鳥淑美，杉江隆子，関幹子，征矢益代，
滝沢昌子，竹入さか枝，田中かつ子，田中明子，茅野英子，塚原茂子，塚本美千子，
堤博子，角田まち子，戸島公子，鳥山ハツエ，鳥山芳子，内藤真彦，永井久美子，
中島三千子，中村京子，中谷布美子，新村明子，西澤民子，西村淑枝，野澤員子，
野沢一恵，野竹喜世子，林公子，林美代子，林ゆみ子，林咲子，原百合子，樋口藤
子，平澤かほる，福島恵子，藤沢洋子，渕井シゲミ，渕井さき子，北條富美子，北
條裕子，堀内武男，堀内巻恵，松田つゆ子，丸山清子，丸山文，三沢繁子，水間敏
子，宮尾みよ子，宮坂壮，宮澤宏，宮沢一恵，宮沢たまい，宮島礼子，向山初美，
向山睦子，向山勝美，百瀬政子，守屋みどり，矢崎稚重，矢澤明美，山崎正幸，山
﨑喜与子，山田多栄子，吉江要子【御代田太極拳協会】浦木孝充，佐藤良二，白井
佳代子，鈴木圭子，古越靖祥【三輪太極拳グループ】相沢静子，相澤健二，相沢泰
子，青沼吉子，阿藤多津子，綾部博美，荒井房江，新江紀子，有賀なか，五十嵐園
代，池田幸子，池田葉子，伊藤ひろみ，伊藤とめ，井原律子，井原佐地子，今井由
紀子，海野さち子，蛭子和子，大島孝子，大村道雄，岡田光子，荻野泰子，荻原君
弘，荻原ハルコ，奥田美栄子，奥村嘉子，長田久男，長部定次，尾澤淳子，小根沢
古万恵，笠原恵子，片山真由美，神岡三千彦，柄澤昭伍，北沢晴美，北村芳子，木
藤京子，清野栄子，倉澤志ず，倉島洋子，倉島陸子，栗林あき子，黒崎恵子，小池
百合子，小出徹治郎，小林安子，小林康男，小林典子，小林蓉千子，小林伸枝，小
山加苗，小山英男，小山敏行，酒井孝夫，酒田美恵子，坂橋弘子，佐々木利彦，佐々
木美枝子，佐々木都，佐藤睦子，佐藤敏子，塩入喜和子，重田琉美子，下平悦子，
杉田幾子，染谷幸子，高橋好江，瀧澤貴美子，竜沢栄子，竹内栄子，竹澤ゆう子，
田中静子，寺島紘四郎，傳田敏雄，徳武陽子，冨澤修一，戸谷君代，中澤久子，中
澤衛子，中村壽子，中村真弓，中村修子，中山良子，西久保ゆ紀子，西沢良子，西
澤敬子，西村良子，野村温子，畑山敦子，林信子，原初子，原田よしえ，原山繁夫，
原山光子，原山るり子，平出すみ江，藤井栄子，古川昇，堀内寿美子，牧野慎一朗，
町田貞子，松岡栄子，松橋多恵子，松本弘，松本昌子，三浦智子，水上恵理子，宮
崎節子，宮崎治子，宮沢みさお，宮沢千恵子，宮澤澄明，宮澤友幸，宮沢八重子，
宮下峯子，宮島孝，宮嶋英子，村上明久，村田久子，村松さだ子，望月智子，籾山
美称子，柳沢万記子，山岸重雄，山岸秀子，山岸百合子，山田成子，山本栄一，山
本栄一，山本武子，山本好子，山本祥子，山本栄一，横川信子，吉川きよ枝，吉沢
一，吉田京子，吉田啓子，吉田とく子，渡辺典子，あすなろ会，さつき会，太極拳
浅川愛好会，
吉田太極拳【飯山太極拳の会】飯山太極拳の会【軽井沢町太極拳協会】
軽井沢町太極拳協会会員一同【太極拳越百】太極拳越百一同【松本武術太極拳連盟】
松本武術太極拳連盟
【富山県武術太極拳連盟】金尾雅行【朝日町太極
富山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拳愛好会】朝日町太極拳愛好会【上市太極拳同好
会】上市太極拳同好会【太極拳円の会】太極拳円の会【太極拳水橋愛好会】下赤江
教室，水橋錬成館教室【中央拳康クラブ】中央拳康クラブ【とやま太極・拳悠会】
とやま太極・拳悠会【富山太極拳クラブ】富山太極拳クラブ【豊田太極拳いきいき
クラブ】豊田太極拳いきいきクラブ【滑川太極拳愛好会】滑川太極拳愛好会【北陸
導引養生功研究会】北陸導引養生功研究会【まがたまの会】まがたまの会【万葉健
康クラブ】万葉健康クラブ【悠久の会】暁の会，はやぶさの会，悠久の会，和ら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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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会【Taichiとやま】Taichiとやま【VITA太極拳クラブ】VITA太極拳クラブ
【内灘町太極拳協会】池下邦子，夷藤紀代子，伊
石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藤幸江，稲津陽子，小蔵悦子，小野公子，狩山外
江，川端喜久枝，喜多澄子，小針みどり，坂室予誌子，鶴山潔子，西田文明，西田
妙子，沼田美津子，根畑利治，野里葉子，野里万里子，能登敏弘，林和子，東孝一，
広沢久子，道下かおり，道端寿世，本野澄子，森下芳江，森谷尚美，森田典子，山
崎美智子，渡辺博子【加賀市太極拳協会】東信子，阿部ゆり子，安部清子，阿部光
夫，荒井静枝，荒谷良江，家元登代子，家元登代子，池田美津枝，池田美智子，糸
谷和子，伊林悦子，今井嬉和子，岩城千寿子，魚谷玲子，魚津陽子，裏本洋子，大
島明子，大杉十三子，大元としえ，岡本伊佐子，岡山君子，荻生啓子，小野俊光，
小野君子，小埜弘子，表和枝，鍛冶一恵，片嶋三保子，堅田久子，片山美佐子，鹿
野静枝，上出節子，亀沢一枝，亀田よう子，亀田ますみ，河合礼子，川岸千賀子，
河崎加津子，川原和子，北出弘江，北野早苗，北濃和子，北村喜久栄，木下喜美代，
口野曄子，黒沢ミツ子，黒田久美恵，桑村民子，小嶋清勝，小谷龍介，児玉八代子，
児玉ひとみ，小中正子，紺谷博美，紺谷篤子，坂下郁子，笹原久美子，笹村真智子，
澤田たまえ，下出典子，下出君子，杉山幸子，菅生真智子，菅生恵子，墨屋佐夜子，
髙沢みどり，高野昭子，武田隆子，田崎ちい子，田嶋美智，畳野初枝，畳野二治子，
田中美紀子，谷口賢，塚本充子，辻笑子，辻森啓子，津田栄一，蔦井真由美，土山
千津子，出島久枝，寺口英子，寺田玲子，寺前英夫，徳田朋子，徳山洋子，直下喜
美代，中川洋子，中島時枝，中島恵子，中園久美，中田茂，長田萬里子，中出那智
子，中林都，中道知子，中村豊子，中村初美，中谷二三子，中谷ツユ，西良子，西
浦俊子，西河和枝，西田雅代，西出忠，西出澄江，西野京子，西野ひさ子，西村芙
美子，西村綾子，西谷しず子，野田麗子，野田栄子，野田好子，信岡陽子，橋本美
智子，濱野信子，林紀枝子，林由美，東妙子，東出春美，日尻佳子，日吉恵美子，
平床絹代，広瀬幸男，広瀬初枝，深沢照子，藤田敏，藤野勝子，鮒池八千代，細坪
佐智子，堀純子，本田真澄，馬渡千里，道場幸子，三宅桂子，宮本絹枝，宮本圭子，

川三千子，角すみえ，加納和歌子，上口令子，神谷恭子，川絹枝，河合滋，川上綾
子，川岸節子，川岸園子，川田外茂子，勘田セツ子，神田広子，北野きみよ，北井
一美，北村玲子，北村明美，檞幸子，雲井美好，蔵富美枝，蔵清美，小嶋信子，西
東乙女，坂井ミドリ，坂下恵美子，坂本明美，坂本巴，崎田昌代，佐々井友治，沢
田千津子，柴田登志子，嶋浪子，清水順子，清水章江，城野敬子，城野大運，関岡
明子，曽我博子，田井明美，大丸英子，高井照美，高嶋秀樹，高辻聰，高辻千恵子，
高橋美佐子，高松幸子，高筒育美，滝川玲子，武澤恭子，竹村勝美，舘和子，田中
礼子，田中顕子，谷川紀子，谷下紀美江，谷村恵津子，谷本恭子，地井紀子，茶谷
美恵，中條賢一，中條智子，築田信子，土田由美子，堤朋子，寺中知子，寺西裕美
子，道券紀美恵，富山英子，戸谷きみ子，長井茂子，長井博子，中木戸弘子，中敷
真理子，長清幸雄，中田カズ子，中谷志津恵，中谷良子，中出せつ子，中出明美，
中野芳枝，中野志津子，中野美代子，長野志津江，永見千佳子，中村洋子，中山と
もこ，中山恵子，難波和子，西和枝，西井紀子，西川外茂子，西出すみ子，西本洋
子，橋美由紀，橋爪園子，橋本捷子，橋本秀子，橋本朱巳，橋本智枝，橋本美恵子，
長谷川里美，林泰子，原田静江，針田啓子，番所みどり，東恵美子，東由紀子，東
明子，東元信子，樋口美代子，久田志津子，日野隆子，日野裕，福岡他美子，藤元
久美子，藤森容史子，二木久江，二木豊子，部谷美紀，堀重行，堀百合子，堀口正
美，本多美代子，本田昌代，本田勝子，前野静子，牧田勝美，正木文恵，正木美華
子，升井佐登美，松岡典子，松崎和代，松下悦子，松本真紀，松本健，真鍋悦子，
宮田光子，宮村文子，村田富喜，村田朝子，村田富枝，元雄順子，森田良子，山口
洋子，山崎直子，山崎八千子，山﨑美智子，山田玉枝，山田由美子，山中末子，山
道康子，山本國子，湯野真知子，吉川しげ子，米田吉哲【津幡町太極拳協会】大畑
幸子，角尾喜代枝，梶谷陽子，河上文子，岸千恵子，榊銘智子，塩本ナツ子，末吉
文代，鈴見恵美子，専能アイ子，高島長治，中村洋子，中山明美，宮村幸子，森田
信子，吉池悦子，吉倉栄子，脇内桂子【野々市太極拳協会】天内喜子，石原誠志朗，
板垣愛子，上田洋子，大額孝子，数馬行子，絹川幸子，桐山静子，坂井英子，坂井

宮本幸枝，向出和江，村田悦子，村田祐子，元谷他喜子，森實志津子，矢敷厚子，
安田直枝，薮谷順子，山岸ひろ子，山村よし子，山本弘子，山谷朝子，横川峰子，
吉崎屋嘉美，吉村千栄子，由本創，四谷廣子，脇坂菊枝【金沢市太極拳協会】朝倉
志保子，東恵美子，安達好美，雨宮武尚，荒木千賀子，荒木登志代，荒木和子，荒
谷美和，石井由子，石田進，石原黎子，泉佑子，井関昌子，磯貝順子，板賀弥生，
板谷昌子，伊東ひとみ，井口國子，今井多佳子，今町美知子，今村敦代，井村志麻，
井村秀子，岩井たき子，岩田久子，上田和子，上田郁子，上田輝喜，上野静子，上
埜久枝，卯辰正信，梅沢他美子，栄村益美，大沢外喜子，大滝祥子，大矢道子，岡
島雅子，岡田弘子，岡本雅子，沖津智子，奥田明子，奥名洋明，奥野二枝，奥村よ
り子，尾崎外喜恵，長田文子，織田倭文夫，落合真弓，小畑康隆，小原佳代，小原
由美子，角山敬子，笠井恵子，笠本俊子，加澤勲祐，柏樹睦子，加藤一美，金原博，
金城陽子，金田慧，加納喜美子，上嶋ミイ，加山健司，河井ちづ子，川岸紀子，河
口朝子，川口茂良，川口さゆり，川島芳枝，川西徹郎，河村玉子，菊田順子，菊知
明美，北真知子，木田美江，北川洋子，北野博美，鬼原末子，木村保子，桐木豊子，
木綿寿美，陸恵美，國枝寿代，久保和子，倉元外美，黒石千代，黒崎増子，黒瀬剛
久，黒田外志井，小池田千代，小神利恵，小酒睦子，越島正喜，越田としえ，越野
弘子，小谷君子，小西義文，小林典子，小森道子，斉藤安晃，斉藤南穂子，酒井珠
子，酒井悦子，坂口志津子，坂田久美子，坂野輝子，坂野由美子，酒野公子，坂本
信子，酒本美季子，桜井奈美，澤洋子，三納紀子，品川享子，嶋田直美，清水啓紀，
清水和子，清水邦彰，下沢好範，下中順子，新耕一，新納さち子，新保信子，新保
トキコ，新保三枝，神保佳世子，菅波清子，菅野わか，杉本三重子，杉森勝美，砂
原和子，関民子，髙木洋子，髙木菊枝，高崎尚美，高橋博子，田上庸子，高村澄子，
髙村暁代，高山妙子，竹田幸恵，橘寿子，田中治子，田中英子，田中昌代，谷佳津
寿，谷本有里子，田畑三枝子，玉置トシ，近田孝子，長生保つ，長生節子，土田安
子，土田よし江，土山美枝子，出崎倭矢，DEFAGO XAVIER，寺岡千鶴子，寺西
チヨ子，東郷祐美，徳沢清，徳田外美栄，徳成のぶ子，富田明江，豊田とよ子，虎
谷とも子，中和子，中川早苗，中川澄子，中川みちの，中嶋節子，中田五十鈴，中
田圭子，永田行代，中谷征子，中野啓子，中野満子，長野文子，中村忠義，中村外
栄，中村悦子，中村幸子，西窪正，西道保，西村美千子，西村章子，沼沢小美代，
沼田照，野村浩子，能村三千子，野村文子，萩原田雄，橋本道子，浜桂子，浜田孝
子，濱出由利子，林スエコ，林朗子，林道子，春田尋美，疋田富子，平野外志子，
平松えつ子，広瀬和子，広瀬満里子，広瀬照子，広瀬和子，広田紀子，福岡晁子，
福嶋外喜子，福田英子，藤川ヨシエ，藤波努，藤波淑子，藤農郁美，淵本智佐子，
舟津智江，古川京子，干場文美，干場沢子，細田順一，堀信行，本江睦子，本多良
智，本多外紀子，前田博昭，前田恵子，前田外家子，前田照代，前田アキ子，牧道
子，牧利子，松井ひとみ，松井妙子，松川範夫，松任いち，松根一恵，松宮孝正，
松村利子，松村佳子，松本外美，松本順子，松本晴代，丸岡喜代子，三浦静子，三
崎孝代，密田蓉子，宮嵜正子，宮下和子，宮本廸子，宮本幸代，宮本昌子，村上美
智子，村上美智子，村田國勝，村田幸子，村本博子，森淳子，森都，森本重雄，矢
木庄治，安田多喜子，安野明，矢野みどり，薮田美樹子，山岸外喜子，山口あけみ，
山崎佳子，山﨑多恵子，山田倭子，山田孝子，山田晴子，山田博子，山本良子，山
本美保子，山本明子，横井信子，横地奈津代，横山須美子，横山充，吉田俊子，吉
田清美，吉田京子，吉田絹子，吉田英子，吉田満喜子，吉田ゆかり，吉野明代，吉
村正子，吉本久子，若林節子，渡辺葉子【小松市太極拳協会】秋野道子，阿戸妙子，
荒木博子，飯田一美，飯田怜，五十里雅弘，池上秀美，池田紀子，石井大，石黒百
合子，石崎政子，石田雅子，石高小夜子，石当陽子，石宮成子，石本みえ子，泉富
美子，今森淑子，上田裕子，内田美枝子，大壁恵美子，大壁ふみ子，太田広子，太
田由香，太田美智子，大西紀子，大野富枝，岡田利枝，奥素八子，小口亜矢子，香

菅子，庄田利江，高桑芳恵，髙野晃，富田美八子，中川喜栄子，中嶋和子，新沢悦
子，野村祥子，針田京子，松井則義，松原八重子，松室朱美，松本昌子，村井公子，
森田逸子【羽咋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青山洋子，池上洋子，池田久美子，板尾恵子，
市塚清隆，木谷節子，北村展代，木村一嗣，小林由紀美，小又浩子，四蔵道子，末
吉啓子，髙木泉，高瀬幸子，竹内とよ子，竹松仁美，竹本豊美，田辺純子，田村敏
博，戸ヶ崎幸美，鳥越一美，鳥越一美，中谷文恵，西智栄子，西浦康子，狭間勝美，
橋本貴子，橋本千里，浜崎みのり，東加奈子，疋島清保，平野久晴，福島素子，福
島明信，福田友枝，福田信子，藤井静子，堀田和子，本間祥子，松田欣子，三谷宗
久，三井淳子，三原マサ子，元藤操，森下敏子，吉野保夫，米沢えみ子，若狭絹代
【白山市太極拳協会】青山明子，朝井悦子，朝井一美，安達千恵子，荒井しのぶ，
荒川恒哉，荒木秀明，荒木勉，粟森美幸，安藤里紗，石井文子，石井嘉之助，石村
勉，乾春子，井口憲子，浦嶋由紀，大坂笑子，大島美也子，大田敏博，大西比登美，
岡本寿美子，奥節子，奥村トミ子，小田恭子，尾鳥英美子，小畑康隆，柿本茂安，
笠森裕子，鍛冶芳枝，片岡朋子，金森清美，神谷あき，亀田朝子，亀田紀代子，亀
田千津子，川原初美，北和子，北信子，北民子，北川哲也，北村伸子，北村真左美，
北山澄枝，城戸和子，喜道瑞恵，木下孝子，車和美，黒瀬一美，桑原範子，高縁順
子，腰広子，小西時子，小林静子，斉田郁子，西藤裕子，桜井美佐子，桜木康子，
佐原正子，沢口多代子，沢田あけみ，下崎睦子，車古美千恵，新栄美知栄，新矢京
子，杉本幸子，鈴木美智子，瀬戸まな美，田内洋子，高田恵津子，高橋八重子，高
山恵子，竹内由基夫，竹内誠，武谷弥生，竹中明美，竹原正子，立原秀明，辰田真
知子，田中いくえ，田中美代子，田中伸二，田中由香里，棚場照美，近吉三男，知
田幸枝，地中絹代，塚田麗子，坪井利子，鳥畑正明，中江川正江，中川和代，中川
興治，中川順子，中田芳恵，奈良紀子，西川紀代子，西村広子，西本美智子，橋爪
美佐子，長谷川明美，浜出礼子，林さゑ子，林敦子，林敬子，東千鶴，東千鶴，東
野昭子，引網幸子，平恵美子，開敏子，廣島しのぶ，藤沢朱実，二木修子，二ツ矢
泉，前静枝，前川啓子，前田美智子，増田賢次，増田まり子，松井節子，松井智子，
松川爽人，松下尚子，松嶋晶子，松田裕美，松田敬子，松田洋子，松原壮一，松本
弘子，松本美春，水まゆみ，三ツ田陽子，南昭子，南恵，南大造，宮川他未子，宮
岸幸子，宮口征子，宮竹幸代，宮前邦男，宮前佐恵子，元田紀子，森京子，森田美
智子，森原増枝，安井章子，安田千暎，矢田啓子，山崎礼子，山下房子，山田清，
山田敏江，山原伸二，山森重忠，山森光紗，山森峰子，横山正宏，吉田三枝子，脇
坂喜代子，和田久子
【福井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大西義幸，坂上秀男，福
福井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井県武術太極拳連盟【越前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飯
田文枝，飯田孝子，板倉昭子，井筒典子，岩﨑八千穂，上島喜美子，大石さよ子，
小形きよ美，加藤浩一，加藤勝士，加藤健太郎，加藤まゆみ，加藤芳郎，小林静江，
小林慶昭，小林重子，小林慶昭，酒井昭子，酒井広子，定友智子，清水卓子，高橋
みゆき，龍田嘉夫，龍田茂子，田辺幸子，塚﨑笑子，坪内悦子，内藤トクヱ，長門
ゆり子，中西幸路，中村待子，長谷川昭子，日比靖博，福塚幸子，堀春美，前田睦
子，真柄みどり，宮下光子，宮田明美，山岸智笑子，山口美千子，山本美千子，若
泉継子【大野アクワ】川瀬順子，辻民子，南部真澄，藤田孝子，山本はるみ，米村
輝子，与保田礼子【薫風太極拳】朝倉保雄，池谷継子，田中恵子，中田幸男，中山
邦代，難波節子，橋本千鳥，山﨑五十二，山本幸夫【鯖江市武術太極拳協会】荒井
多美子，五十嵐頼子，生野節子，市橋弘幸，市橋節子，岩崎直美，右近昭男，内田
美知子，大久保直文，大塚藤子，大平幸子，小柳久江，恩地百合子，北川八千代，
北島さち江，北島忠之，木水恵子，木村いつ子，国久きよみ，河野信子，小嶋喜恵，
衣目みどり，齋藤しずゑ，斉藤英子，斉藤宏美，佐々木百合子，佐々木敬之，笹木
啓子，佐村木恵美，下川普美子，白崎美枝子，鈴木邦子，鈴木邦子，高島道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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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昭子，髙橋豊子，谷田雅子，辻岡きよみ，土田幸夫，土蔵千恵子，土蔵千恵子，
内藤照美，中嶋雪江，中出吉左衛門，中村智子，成田弘子，成実須和子，成実幸子，
西本佐代子，羽柴ひろこ，八田幸子，菱川惠子，樋田明美，福田源子，藤田あさひ，
堀内邦男，堀内眞知子，牧田隆子，牧野之子，松田小代子，松原司郎，松本直人，
森本敦子，八木理恵子，八木照美，柳本千恵子，矢野美代子，山川和子，山川和子，
山口仁美，山崎春子，山﨑英子，山田俊枝，山田美代子，山田しず子，山田喜代美，
吉田恵子，吉田典子，吉田秀子，渡辺キヨ子【太極拳花伝】浦島千香恵，角屋明美，
後藤ひふみ，酒井澄子，瀧波武利，濱中桂子，前田泰江，眞下孝子，森藤欽二【敦
賀太極拳クラブ】有馬優子，上野冨久子，木原良子，木原加寿美，木挽英子，木挽
郁代，柴田広司，高橋明夫，田中由美，浜田富美子【敦賀太極拳 宙（SORA）
】
網島久美子，上嶋和子，宇高広子，岡村千代子，小畑政枝，神垣芳次，河﨑節子，
木戸仁子，笹本栄子，白木朋子，大同和子，髙嶌眞夕美，髙野ヒロ子，武田喜代美，
竹田一枝，武田智恵美，多田千秋，橘あけみ，綱澤俊和，長谷川功子，原通子，樋
口啓子，藤野美恵子，藤本みち子，松尾則子，丸岡美江子，山岸香代子，山口正子
【敦風】赤﨑貴美子，石川寿美，泉敏枝，一口英子，上田香澄，上濱千恵子，江岸
悦子，岡田千代子，工藤美枝子，倉谷千代美，倉谷長武，黒川節子，重森啓子，下
野弘美，田嶋キヌ子，田中幸子，谷川朱美，田畑幸子，畑守麻紀子，波涛杉子，藤
村恒子，松村道子，丸山きぬ代，山﨑富美子，和田比富美【春江太極拳】五十嵐心
知子，尾川八重子，佐藤文依，髙村昭子，髙山登代子，谷光岐，樋田明美，山本勝
彦，吉田砂代子，吉田ツユ子【遥】飯田ひとみ，石田悠子，伊藤麻知子，宇佐美恵
美子，松浦恵美，松名朝子【福井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青木かよ子，青木真弓，青柳
玲子，浅野靖子，吾田三枝子，安達伶子，荒川美智，荒木コスギ，荒谷恵子，飯田
章子，家接加津子，池内孝子，池田千鳥，池谷継子，石倉伊佐子，石黒道代，石田
輝子，石塚久子，五十川みどり，板坂美智子，伊藤滋，伊藤恵美子，今村玲子，今
村静子，岩崎直美，岩崎直美，岩永幸子，岩堀公子，忌部公子，上中悦子，上野み
よ子，上丸都，右近昭男，大西五十二，大簱悦子，大平隆彦，大村照子，岡田ユキ

久保田みち代，窪田美知枝，窪田さと枝，小坂明美，小杉和子，小林繁一，小林緑，
紺野英廼，斉藤重子，斉藤絹代，斉藤ひさ江，齋藤廣，坂本かほる，櫻井幸子，佐々
木芳江，佐藤文治，佐藤睦子，沢津橋三喜子，澤野たき江，塩崎靖代，志田賀根子，
志田均，篠塚幸恵，芝昌子，芝田伊久枝，柴田勝司，島村恒代，白砂喜子，白鳥豊
子，白鳥仁也，杉岡千代子，杉村絢子，杉本典子，杉山文野，杉山幹乃，杉山寿一，
杉山一夫，杉山一夫，杉山清，杉山明子，鈴木久代，鈴木史人，鈴木治美，鈴木智
巳，鈴木ゑみ子，鈴木智巳，鈴木敦子，関元三郎，関野晶代，芹澤鶴代，髙木かず
子，高田ツヤ子，髙津戸昭子，高野恵美子，髙栁千恵子，瀧美津子，滝戸洋子，田
島寿雄，立原かほる，谷孝子，田村和子，千葉節子，千葉喬，塚本暁美，土田ふじ
子，土屋ゆき子，土屋恵美子，土屋由紀子，都筑和恵，外岡増美，内藤節子，中尾
定子，中澤芙美子，長澤広美，長澤清江，永嶋順太郎，永嶋美代子，永島政勝，中
田彰子，中村扶佐江，中村さゆり，鍋田秀子，西井盈子，西ヶ谷けい子，糠谷仁乃，
沼野敏，沼野壽子，野明幸子，萩本セツ子，花村節子，林美智子，林原千晶，原昭
代，原山さと子，平岡かへ，平野ゆり江，深澤澄江，福屋牧子，藤井やす子，藤牧
光美，藤牧幸子，伏見幸枝，細川眞澄，細川修，細川眞澄，前田眞佐子，牧田登荿
子，増井貴代美，増田充子，増田朋子，増田美江子，松枝五郎，松下匡，松永正樹，
松本富紗子，間宮一志，丸田さゆり，見原啓允，村上久子，村越益乃，村松幸子，
毛利和生，望月千昭，望月垣明，望月亘子，望月由紀子，望月恒明，望月昭美，望
月典子，望月篤，望月美和子，望月国夫，森君江，安本和子，柳澤則子，薮崎圭子，
山口洋子，山口啓子，山田九重，山田まさゑ，山田祐子，山田克子，山田三千代，
山田千和，山田富二子，山梨文子，山本広子，山本玉枝，山本みさ江，山本雅美，
湯本孝子，横山和子，吉川恵美子，吉田美恵子，吉田忠男，吉田宣子，和田小夜子，
渡瀬啓子，渡辺昌子，渡辺千代子，渡辺正子，渡辺洋子，綿引幸恵，安東太極拳同
好会，桔梗公園一同，静岡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太極拳サークル健楽【裾野市武術太
極拳連盟】相沢篤子，浅井まさ代，今堀佳子，江崎清子，加藤ゆう子，小森民子，
関野菊江，瀧口沙也香，橘里江，田中ちよ子，田村日呂子，土屋幸子，虎尾恭子，

江，岡田充弘，岡田光子，岡本秀雄，岡本みちる，小川佳代子，納村栄子，尾滝晴
美，小永佳栄子，小永有紀，尾野忠男，角恵美子，加藤信江，加藤智正，金崎和子，
加納ツヨ子，川上サヨ子，川崎孝子，川端悦子，河端和子，岸豊子，岸田徳子，北
川礼子，北島月恵，北原園恵，木下征男，木下美智子，木部好子，木村ふさ子，木
村芳史，楠良輔，久保ミチ子，久保昭次，栗田恵子，黒川博子，桑門照代，桑原良
一，幸道秀明，小嶋喜恵，小嶋いまを，小林廣子，小林信子，小林敏枝，斉藤弘子，
斉藤美智子，斉藤基子，酒井伸子，酒井ともゑ，酒井房子，酒井ひろみ，坂口美智
代，坂下悦子，桜井真由美，佐々木明美，志田恵子，四本木美穂子，島田千佳子，
嶋田文子，清水篤子，清水みき子，清水長子，清水宏晃，清水洋子，清水久恵，白
﨑紀子，菅田夏枝，菅原桂茂，菅原和美，杉本春子，鈴木邦子，大丸和子，平清子，
髙橋ひとみ，髙畑美智子，竹内待子，竹内光俊，竹内智恵子，竹内キミ江，竹内由
喜子，竹内光俊，竹内三枝子，竹内順子，竹川絹江，竹田政子，武田カオル，田近
光枝，辰巳千代，谷口高，谷口艶子，谷本繁子，田端礼子，塚田ちづ子，塚谷輝明，
辻田麻由美，土橋敬子，土橋武雄，綱村美恵子，寺田麻都実，転法輪節子，富田富
貴子，友田順子，虎尾裕美，中嶋昌子，永田俊郎，中村房子，中村雅子，中村和子，
西川明子，西出伊久子，西村瑞枝，西村彰朗，野坂美幸，野路ひと美，野路幸子，
野路美津子，野路由美子，野路友美子，野田しげこ，野波美恵子，野村孝子，野村
孝子，野村孝子，野村時子，橋本文江，橋本美恵，橋本桂路，橋本悦子，長谷川淑
子，原嶋のぶこ，原田徳子，伴愛子，伴まち子，伴早苗，東川八重子，東田時子，
平木由美子，福島みよ子，福田節子，藤井加代子，藤井スミ子，藤沢せつ子，藤田
佳子，藤永あさ子，二口文子，本間和枝，前側明夫，前田悦子，前田初枝，牧田節
子，牧野美幸，牧野喜美代，増田郁代，増永悦子，増永とよ美，松井節子，松浦裕
美，松下婦美子，松田庵古郎，三上つよ子，三崎フサ子，水島和子，水野つま子，
水野つま子，水野武子，水野由紀江，三田三千代，見竹秋廣，道下惠美子，三ツ井
美恵子，皆上順子，皆川曙子，宮下節子，村上美恵子，村田慧子，村田秀雄，村中
恵子，毛受幹子，森光子，森俊郎，森文子，森口征男，八木敏幸，安崎京子，山形
朝子，山川幸子，山川和子，山口和子，山口房子，山口仁美，山﨑紘子，山崎豊，
山田益子，山田勝子，山田敏一，山田修身，山田節子，山根木サヨ子，山本良子，
山本そのエ，山本清子，山本弘，横山恵子，吉川小百合，吉川コズヱ，吉田すみ子，
吉田七己，吉田七巳，吉田美恵子，吉田恵，若江栄子
【函南町武術太極拳連盟】浅水美江子，市川美知代，
静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伊藤八榮子，伊藤善之，伊藤律子，伊藤恵二，伊
藤幸枝，今井なおみ，岩崎欣子，太田みどり，大村百合子，尾島淑子，落合利枝，
落合千春，梶原清子，加藤紀如，児玉康子，斎藤喜代美，佐藤美智代，佐藤善宣，
杉﨑美智子，芹沢弘子，土屋加代子，土屋笑子，土屋秋代，内藤勝子，西田光男，
野木のぶゑ，野口元子，林勲，東勝子，人見まさ子，藤澤郁夫，前川洋子，松本陽
子，矢後美代子，山本美智子，吉澤秀子，函南町武術太極拳連盟【静岡市武術太極
拳連盟】青木かほり，青木麗香，青木馨，青木晴彦，青木雅子，青嶋恵里，朝倉さ
か江，足立美代子，阿部久子，天野敏江，天野久仁子，綾部喜造，荒木秀子，池田
明美，池端千左子，池端光春，石川千恵，石川真弓，石川早苗，石川ミサ子，石田
早智子，伊藤志げの，伊藤みほ子，伊藤千恵子，稲森美知代，井上薫，井上かつ，
岩﨑理江子，岩崎功，岩本悦子，岩本光平，岩本珠恵，植田緑，植田雅子，上山和
江，内田近子，漆畑典子，漆畑七郎，漆畑博美，遠藤保子，遠藤猪之松，大久保雅
江，太田美恵子，大滝英子，大竹智子，大多和孝治，大多和康夫，大西真由美，大
橋美保，大山まお美，尾形千晴，岡本睦子，尾﨑弘美，尾崎有余子，小澤いづみ，
小澤俊子，小野三千代，小野寺功二，片平たみ，勝沢あけみ，勝山道子，加茂勇人，
河合美恵子，川口澄子，川﨑久代，川田美知子，川村由美子，川本三津子，河原崎
絢子，岸端有子，岸本みさ代，木ノ内嘉子，木村志津男，久保田桂子，久保田策夫，

古山路子，前田武，村瀬美代子，吉川幸子，米倉巖，米倉靖子，米田いつ子【長泉
町武術太極拳連盟】相沢久美子，柏原静江，相原明子，秋山静子，秋山幸子，朝倉
みな子，浅沼洋子，飯塚清子，伊藤佳子，伊藤千鶴子，稲井史代，今井恵里，岩田
雅子，宇佐美千代子，大島忠子，大沼妙子，大沼あつ子，小川啓子，荻島久美子，
小澤しょう子，音無通代，影山みさ，勝又きん，勝又みどり，加藤きく江，加藤千
代子，加藤絹子，金田玲子，神山貞子，木村圭子，熊谷とし子，後藤明子，後藤は
るみ，斉藤幸子，桜井房子，佐藤登美恵，椎田ます江，下山綾子，白砂恵美子，杉
崎ミス，杉村まゆみ，杉山和江，杉山孝子，杉山和子，杉山優子，杉山和江，鈴木
富美子，鈴木良子，鈴木順子，鈴木こずえ，鈴木富美子，関田厚子，芹沢はる，千
田由紀子，髙木廣子，髙田國子，髙野典，高橋節子，竹本千寿子，玉井悦子，田村
恵美子，富岡陽子，富岡智代，二村行子，二村啓子，野秋幸子，平井雅江，平工明
子，平沢周子，深沢静枝，福谷志津代，細野さち子，増島陽子，増島陽子，室伏秀
則，毛利京子，森田温子，山田みえ子，山田弘子，米山博美，若林静代，渡辺勝世，
渡辺明美，渡辺幸代，渡辺かづゑ，渡辺秀子，渡辺君代，渡邊敦子【藤枝市武術太
極拳連盟】秋山昌子，安仲章子，池ヶ谷初美，池谷千代子，石川欣邦，市村道雄，
伊藤さゆり，祝吉彦，岩堀好江，岩本治子，内田町子，内田良，大池佐知子，大石
啓子，太田淑子，太田和代，大塚正男，大庭清美，大橋悦子，大畑恵美子，大宮栄
子，岡田良枝，岡村はるみ，岡村規子，岡本良子，荻原法子，小澤登代子，落合哉
美，尾花幸子，垣内ミヨ子，鹿島喜美子，加藤よし江，鎌田みほ子，上出美恵，川
井道子，川内綾子，川村たえ子，北川八重子，國井科子，久保田康子，倉澤菜穂美，
甲賀洋子，向後文子，小島延代，小林和雄，小松剛志，小山悦子，近藤真知子，榊
原恵美子，坂野央佳，佐藤康紀，澤山か江子，塩澤和子，柴原憲子，渋川みさ江，
清水和子，下田富美子，新間睦美，杉村みよ子，杉村恭子，杉本倶子，杉山とく，
鈴木よし子，鈴木友子，鈴木正江，鈴木則行，鈴木有，鈴木美代子，鈴木明美，鈴
木玲子，鈴木美代子，髙橋貴美子，高橋しづ，竹島正子，寺西陽子，戸田広司，内
藤俊子，中西葉子，中野敏子，中村容子，仁科朋子，丹羽たける，法月敏夫，花澤
恵美子，羽山悦子，原木金惠，原木ひろ子，原口喜江，広田ふじ江，深見香，福代
和代，富士洋子，藤田友美，前川朝子，前川朝夫，前田愛子，牧島祥子，増田一女，
増田容子，増田あけみ，増田敏江，増田増代，増田きよ子，待井雅子，松本和子，
松本純子，松本やお子，松本由美子，三嶋末子，水野君子，水林美樹子，皆見有子，
宮田幸子，宮本まき江，村上和江，村松恵子，村松良子，望月ひろみ，八木和子，
柳澤三恵子，山口長代，山梨和子，横田輝美，横田公子，米山益弘，渡辺光子【富
士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木久江，秋山正子，秋山みどり，飯塚礼子，石川弘美，市
川愛子，伊藤ひろみ，岩辺均，上柳道子，宇佐美越子，遠藤純子，大泉三千子，大
木マリ子，影山清美，柏木和子，岸本逸子，木村道子，神津裕子，小長井重利，佐
藤暉子，佐野宏子，佐野幹夫，鈴木千鶴，高田幸恵，田口智子，中里圭子，中村節
子，中村成子，貫名知美，浜田桂子，藤井啓子，藤井千里，藤山みゆき，本田美千
代，松井悦子，村松瑞代，望月早苗，與田美和子，渡辺尚志，渡辺律枝【沼津市武
術太極拳連盟】赤川恵子，荒井八重子，池田守夫，井出雅子，稲葉睦美，江島幸代，
小川美保子，荻野一枝，勝亦眞理，勝間田洋子，加藤厚子，加藤昌枝，川口香代子，
川口美枝子，川口巳佐江，北原千早，齋藤貞子，笹原明代，佐々真由美，佐藤知美，
白井敏子，杉山信子，杉山由香里，鈴木正江，高橋美津枝，田村美智江，土屋久美
子，都築いづみ，長尾富雄，中里みゆき，野池久江，野際たまゑ，野田康太，野田
麻貴，野田恵，野村敬子，萩野みどり，平尾暢子，福島八重子，藤澤廣美，船津久
子，松永紘子，三浦信子，目戸理恵，山崎眞優美，山田美智代，渡辺駿，さわやか
太極拳の会，沼津市日中太極拳【焼津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秋山幸子，阿部和子，天
野良平，飯塚芳子，大石さち江，大橋シズ，小野田成子，梶田和子，金澤順子，川
村とし，川村敏郎，川村敏郎，木村道子，斉藤睦子，志白清子，杉本春代，杉山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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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鈴木浩子，鈴木省吾，鈴木千津子，武田勝久，長倉英吾，那知八千代，沼野
俊江，法月千代子，東出直美，前田悦子，蒔田弘志，松永貞子，水口秀人，森谷洋
子，八木恵子，簗田五郎，山口秀夫，山下優子，焼津市東益津公民館，焼津市和田
公民館【掛川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掛川城北太極拳クラブ，掛川朝陽太極拳クラブ，
掛川芙蓉太極拳クラブ，掛川李花クラブ【静岡導引養生功協会】静岡導引養生功協
会【浜松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県居太極拳同好会，アリーナＡ・Ｅ・Ｆ，アリーナＢ・
Ｄ，アリーナＣ，一心会，入野太極拳同好会，いわた太極拳同好会，SBS学苑浜松，
笠井太極拳同好会，蒲太極拳同好会，菊川太極拳クラブ，北浜南部SFC，黄河（三
方原同好会），滬杭武会，湖西太極拳天空，サークル太極拳，彩虹，彩虹グリーン，
サムシン，加油クラブ，社会保険センター，太極会，太極拳西部同好会，太極拳同
好会蒲公英，太極東部，太極北龍，チャオシャン（俏香）
，茶の里，中国武術Ａ・Ｂ・
Ｃ・Ｄ，重陽の会，陳式グループ，天安門（富塚同好会）
，天竜拳好会，天竜拳友会，
南部太極拳みなみ，南陽太極拳同好会，華の拳，浜北拳心会，浜北市民太極拳，浜
北武術太極拳協会，浜松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浜松太極拳研究会，ふらっと太極拳教
室，舞阪太極拳同好会，見付太極拳同好会，雅の拳，夢来，森の水車，雄踏同好会，
悠悠クラブ
【愛知県太極拳協会】青山周子，伊内靖，五十嵐昇
愛知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子，池田紀子，石川尚子，石黒久美子，石田みさ
子，板井由美子，板井由美子，一川さよ子，伊藤和子，伊藤了子，伊藤薫，伊藤文
雄，伊藤冨美子，伊藤冨美子，伊藤トモ子，井鍋富士子，犬飼よし子，井上由香，
井上智恵美，今井静子，今枝照子，今川宏子，今田孝子，入江弥生，入江みゆき，
岩田宏男，植木伸子，上田広子，魚住久美子，内田直美，内山よしえ，浦島なゆみ，
浦島なゆみ，大隈恵子，大城さち子，大隅和之，太田典子，大塚益子，大塚紀子，
大山みゆき，岡﨑温，岡本喜久子，小川善美，小川明美，小川幸子，奥村雅子，奥
谷史音，押島玉子，落合千代子，小柳津初子，及部かつ枝，折出靖子，海沼浩，笠
井あゆみ，梶野文雄，傍示節子，勝川志づか，勝田さよみ，加藤洋子，加藤洋子，

文子，松尾哲夫，松本悠美子，松本ひとみ，水田幹子，水野八重子，水野礼子，水
野康子，水野裕子，水野由理，見田照美，三田村圭子，光清佐代子，三輪優子，森
玲子，森久子，森広子，森川喜久乃，森藤いづみ，森本佳代子，諸岡和子，安田昭
子，安田美鈴，山内比佐江，山口為子，山下あけみ，山瀬るり子，山肥田冨士子，
餘吾まり子，吉田春子，吉田智江子，吉野弥生，吉村由香里，鷲野和恵【春日井市
武術太極拳協会】明石紀世美，赤羽君江，浅野修，浅野芳江，浅見文子，阿部登喜
子，阿部敏枝，天津美智子，有泉清明，安藤暎子，安藤和代，安藤潤子，池田静子，
伊坂つや子，石田武彦，磯部治男，市原好枝，井戸康貴，伊藤哲，伊藤よし子，伊
藤敦子，伊藤利幸，伊藤公子，伊藤よし子，伊藤あつ子，稲垣宣子，稲垣貞子，稲
垣博子，井上義仁，井上哲男，今村政禎，今村和子，井村一政，井村公英，岩田廣
之，岩田康子，岩村朝子，上田三枝，上田公平，植田久和子，植村徳久，鵜飼淳子，
梅田奈千恵，大城敏雄，大坪みゆき，大野記美雄，大矢允，岡崎智里，小笠原健一，
岡嶋修，小川立正，小川美佐江，奥村博子，小倉もと，小栗淳子，小栗淳子，尾﨑
正宣，尾関慶子，落合弘光，小名川節子，小幡信夫，小原悦子，小原保子，各務勝
彦，片寄記久子，勝幹雄，加藤扶美子，加藤明子，加藤幸代，加藤了意，金子恭子，
加納澤子，上斗米ムツ，川口昌則，川午やえ子，川島尚子，川島智恵美，川谷洋子，
河村喜久子，木透品子，北川麻里子，北澤悦子，鬼頭美恵子，城處道子，木村富子，
国立洋子，久野和子，久保睦代，久保田久美子，熊谷末子，倉本啓子，黒田美子，
幸田京子，洪本和代，児島美代子，小島五十鈴，小島良子，小島明，児島圭子，小
島幸治，小林幸一，小林一惠，小林美智子，駒村美枝子，近藤麗子，近藤秀子，坂
井田勝子，佐久間久美子，酒向政子，笹尾純子，佐々木茂子，佐藤友子，佐藤静子，
佐藤由美子，塩崎ルミ子，塩田マサ江，鹿内由美子，重原美智子，嶋田潤子，清水
繁子，清水せい子，下田友子，正村景子，白石政義，新保きみえ，杉浦猛，鈴木美
佐夫，鈴木なつ江，鈴木絹惠，鈴木恵美子，鈴木精司，鈴木美津子，鷲見英子，関
口昭治，関根文夫，関谷千鶴子，高橋陽子，髙橋仁一，田口弘子，田中悦子，田中
雄司，田中義照，田中稔，棚瀬修，田辺崇美子，田邉薫子，谷口治子，丹下美登里，

加藤はるみ，加藤皐月子，加藤昌子，加藤勝久，加藤朱佳子，加藤智加子，加藤照
子，金井晴美，蒲洋子，神谷嘉代子，神谷弘美，神谷洋美，神谷恵子，亀山明美，
川合由紀子，川岸榮子，川村りつ子，神戸恒子，神戸妙子，鬼頭巧馬，木村千鶴子，
公文八重子，倉友多惠子，栗田弘子，黒川ちづこ，小久保淑子，小塚よし江，後藤
知子，小林万利子，小林ちか子，小林きよし，子安和子，小柳義久，小柳久美子，
小山公子，権田香代，近藤智石，近藤優子，酒井広美，酒井武子，酒井成子，酒井
孔祺，酒井喜久子，佐々木みち江，佐藤久子，佐藤和子，佐藤なを子，佐藤由佳，
佐藤寿江，佐藤美恵子，下起悦郎，柴眞澄，柴田浩子，清水裕子，清水敬能，清水
さつき，杉浦歌子，鈴木憲子，鈴木正利，鈴木稲子，鈴木とも子，関戸照子，平冨
美惠，高田信孝，高橋葉子，高見計一，高柳和己，髙栁サダヱ，多氣泰仁，只木ま
すみ，立松葵，田中直子，田中五月，中條順子，塚崎美恵子，津田康彦，樋田貞子，
富田香代子，冨田金義，冨田金義，内藤光枝，中島和子，中島真理子，長瀬知恵美，
中根豊久，中村房江，中村剛，中村和子，中村柊香，中村楓，中村恵里佳，奈比川
律子，成田陽子，丹羽恵美，野口すみ子，野田耕司，野田信子，野田幸子，野田強
美，能登美佐子，長谷川好道，長谷川富子，服部モト，馬場富士子，原田和明，伴
美佐子，久志和恵，平山花子，福安勝子，藤見光子，古井路子，古田賢治，細江三
起子，堀知里，前田明美，松川文恵，松下好美，松村進，松本聖子，松本成子，間
渕喜代子，丸岡康男，水落潤，水野節子，三戸久之，南谷よしる，宮川惇子，三輪
百合子，村井明子，村田文子，村松悦子，毛受紘美，森展美，森美智代，森川まり
子，森下道子，森脇豊，薬師雅彦，山内三喜子，山田廣美，山田紀美江，山田照子，
山田真由美，横井建次，横井建次，吉澤弘隆，吉村扶二子，吉本佳代子，米田久恵，
若田芊子，渡辺こずえ，渡辺皆子，匿名１名，安城太極拳同好会，岡崎太極拳より
なんの会，健美太極拳愛好会，こぶしの会，十四山教室有志，武豊太極拳サークル，
天白太極拳同好会，どんぐりの会，西尾太極拳講座同好会，西尾武術太極拳同好会，
ぷらざ三河安城，緑太極拳同好会，美和太極拳クラブ，名東太極拳同好会【鶴李太
極拳交流協会】青山伊津子，赤林順子，浅野洋子，安達けい子，安達京子，綱谷幸
枝，荒牧良子，安藤万里子，安藤さゆみ，伊神健，伊神蔦子，伊神秀子，池田秀子，
石井元康，石川桃代，石田ひろ子，石田弘子，石野早苗，石原千寿子，能祖佐和子，
磯谷吏津子，磯崎昌代，井戸佐江子，井戸一子，伊藤かず子，伊藤秀子，稲垣敏光，
井上恒子，岩久崇子，岩崎のぶ江，岩田町子，岩田敞彰，上島美恵，上村友子，鵜
飼三千代，臼井友代，内田由美子，梅田啓子，及川絹代，大江繁美，大河恵津子，
大島正子，太田みすず，大竹輝子，大谷みちこ，大塚節子，大戸千代子，大沼潤，
大山妙子，岡田信子，岡本和江，小木小夜子，尾関明子，落合かしえ，貝沼松子，
加藤百合子，金児好美，加納はるみ，上林進，神谷澄子，亀谷マサエ，亀山智枝子，
河内志津子，川口弘子，川西，河村宣子，神戸美津子，菊地京子，紀藤美佐子，国
井みどり，久保村悦子，熊崎五百子，熊崎美恵子，栗田よね子，黒田則子，後藤節
子，後藤ひと美，小早川麻実，小林利実子，小林みよ子，小山揵子，近藤真知子，
近藤光子，斉藤恵子，斉藤節子，酒井晶代，坂井田美子，榊原とみ子，佐久間一美，
酒向泰世，佐藤清，佐藤三枝子，佐野洋子，佐良木ひさ子，澤田優子，澤野和子，
鹿野知恵子，下村哲也，白井美穂子，杉野澄子，鈴木敏雄，鈴木治子，鈴木恵子，
鈴木まゆみ，鈴木恵子，鈴木幸佳，仙田ひろ子，髙木尚美，高木つなえ，高木咲江，
髙橋保子，髙橋綾美，髙橋久美子，竹川浩吉，竹川良子，田尻美智子，田中唯視，
田中清子，玉木くに子，柘植敏男，辻春子，常川和子，恒川妙子，戸谷峯子，永井
嘉枝，長尾瞳，中路和子，中村公子，中村幸子，夏目英子，西垣則子，西代晃子，

塚田美佐子，柘植光子，土橋勇八，坪井洋子，寺尾作美，寺岡勝重，寺村英之，寺
本カツ子，杤本文恵，冨田千恵子，富山明宣，友末巖，長江和代，長江洋子，長江
美智代，中島名夜子，永田道子，長縄恵子，長縄三春，中村正利，中村登志子，中
村澄子，那木安子，浪川裕子，野田利子，橋本紀子，長谷川和子，長谷川章，長谷
川悦子，長谷部富代，服部春代，早川順子，林尚之，林孝夫，原千代子，樋口千恵
子，尾頭昌江，平野礼子，広川文夫，福岩年江，藤井淑子，藤江末子，藤岡蔓子，
藤野芳江，藤原キミヱ，細川裕子，堀春美，堀賀子，堀洋子，堀内八重子，堀江美
恵子，本田弘子，本多友己枝，前田隆志，前田昌吾，松井千里，松浦恵美子，松岡
妙子，松田隆世，松原隆枝，真野修江，丸山和代，三小田敏信，水草加代子，水草
加代子，水田律子，水野隆，溝口真紀子，宮外きよ，宮地義亮，武藤晴美，武藤清
美，村上喬子，村上知子，村下美穂，村山八惠子，森川扶佐子，森部照代，八神秀
龍，山内洋子，山口佳恵，山崎勝子，山田貞子，山本美佐子，山本章子，吉川圭子，
吉田常美，吉田咲衣，吉村直美，若杉愛子，和田直美，渡辺道子，渡部昭子【桂林
太極拳研究会】中嶋佳江【全拳協名古屋支部】相羽清明，青木恵美子，青山鉱子，
青山好子，青山妙子，茶川緑，阿知和公子，安部万千子，網谷幸枝，安藤ひとみ，
伊沢裕子，石田香代子，市村琢子，井戸秀美，伊藤明徳，伊藤美也子，伊藤由美子，
伊藤喜美子，糸賀昭夫，稲熊幸代，乾尚子，伊予田瑞枝，臼井美喜子，遠藤譲治，
太田美紀，大竹佐登子，大西眞須美，大野祥子，大野尚子，大羽理子，大山順子，
岡光畝，岡田豊規，岡部照子，小木曽恵子，奥原谿一，奥村友梨，落合恵子，落合
規予子，小野京子，小野塚けい子，甲斐克典，垣内洋子，笠嶋俊男，片岡実千穂，
勝田さよみ，加藤寿明，加藤眞倫子，加藤愛子，加藤木静江，蟹江雅子，加納持，
河合和子，川上勝子，川口純子，川俣美陽子，川村龍子，北嶋幸子，鬼頭美恵子，
木下リエ子，日下部逸子，草野直史，久野忠義，熊沢国彦，黒田梨愛，小出健司，
河野富子，小島陽恵，小関美穂子，後藤竹則，小西茂代，小林伸子，近藤政道，近
藤みゆき，紺野幸江，今場登志子，財津久子，坂倉周爾，酒徳美奈子，佐々木光子，
佐藤厚子，柴田茂，柴田栄子，嶋田千恵子，島林恒子，清水雅子，清水由美子，下
川みさ，杉山良子，杉山良子，鈴木行雄，鈴木俊子，澄川美都子，関行雄，曽我眞
砂子，祖父江久美子，髙木政彦，髙津佳彦，高橋裕美子，高橋整子，高橋利治，竹
内文子，竹内禎造，田島道康，立川都紀子，坪内恵美子，鶴見徳子，時田あゆみ，
豊田正野，中野由美，長家里子，成田美知子，西垣内輝雄，西村和子，新田浩平，
二宮初枝，丹羽利夫，丹羽由希，野見山登貴子，野村孝子，野村俊夫，則竹朋子，
橋口仁美，橋爪正忠，長谷川一郎，服部健太郎，花井由美，浜島松世，濱島正子，
早川かをる，林ひろ子，早瀬晃英，半田保則，坂野真理子，日出山光子，日比野錬
三，平地純子，平松愈玖子，広沢幸子，深田桃代，深津伸子，深谷道一，福井勝子，
福島又子，藤田靖子，堀鋒子，前川勝治，前田菜穂子，前田英子，政木喜久子，正
木映子，正村由利，松葉弘，三浦聡子，水草加代子，水野美智代，宮崎としゑ，宮
部順三，三輪正治，村上直子，村松冨美子，森祥子，森島千志，森田興二，守田佳
代子，山内雄作，山口美智子，山﨑洋子，山田道子，山田かね子，山田秀子，山田
典子，山田桂子，山中規子，山村三枝子，吉武賢慧，吉村恭司，余地照敏，渡辺ひ
さ子，匿名２名，全挙協名古屋支部，日進太極拳火よう日会，日進太極拳同好会，
日進どんぐりクラブ，扶桑太極拳同好会，メグリア太極拳教室【中国武術・太極拳
交流会】阿部聡美，安保乃武子，市原美砂子，伊藤友美，大賀仁，大島秀文，大塚
磨敬，小粥ちせ，小川えり子，小野昌子，加藤直方，神谷千代子，黒栁久子，坂口
一江，杉山佳見，角多寿子，千賀路代，高橋一朗，中川昌誉，中村文郎，畑田佳子，

西代千枝子，丹羽邦子，野沢君枝，野田澄子，長谷川美恵子，波田美知子，服部ち
ず子，羽田操，林郁子，原恵美子，原洋子，東中瑛子，菱田章子，日比野杏美，平
子正江，平野千恵子，平林ふさ子，福島節子，冨士美津代，藤吉智恵子，藤原道子，
古畑郁子，不破友子，保浦鈴子，保母充子，堀昌子，堀喜美子，馬嶋ゆかり，松浦

浜田正恵，原口昭教，藤田宗一郎，古橋勝代，松浦つや子，松下邦子，水野八千代，
宮崎由美子，森直樹，山田利幸，山盛直哉，横山治恵，吉田政史，吉田説子
【五十鈴太極拳の会】合山律子，石倉たか代，泉恵
三重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子，伊藤まち子，大隅美知，大西智子，奥山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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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椋早苗，勝矢美幸子，河崎昌郎，河西ふみ子，黄瀬鴻，北本恵三子，金筒美津子，
酒徳惠子，島原泰雄，清水京子，杉原裕子，鈴木一子，鈴木由紀子，太陽信子，近
田菊枝，中西千惠，中村幸美，中村安子，中山れい子，成川英子，南平冨三子，西
井純子，秦圭子，花井和美，福山道子，藤浪磯子，古尾たみ，堀江留美子，松ヶ下
真理子，松田慎子，松室美代子，宮川多美子，村井久美子，村上さよ子，森敏子，
山口まさ子，山本ちゑ子，山本志津子，横山正子【伊勢太極拳協会】青山捷三，青
山和子，池田啓二，池田佳子，石井百合子，石橋秀美，稲田津子，稲葉代志子，岩
本秀子，采野武朗，岡村みつか，小川久幸，奥山エミ子，堅上みち子，桂民，釜谷
静子，神野有美，河合美和子，川面修子，河村やよい，河邑貞江，木下美智子，小
岸隆子，古谷伊都夫，小林淑子，小林七都実，小林扶由，酒井京子，坂井ひろ子，
阪尾千恵子，坂口さつき，坂本恵子，坂本ヒロ子，三玉和代，柴原るり子，下田育
子，城者多津子，杉浦登志子，曽根たえ子，大陽勇治郎，竹内紀世，谷口重代，谷
口美子，谷口和也，田畑美智子，辻篤子，辻村倶子，出口しげよ，寺田洋子，中西
克子，中村千喜子，名古玲子，西和久，西井直美，西尾敬子，西浜菊代，西山ヨシ，
野口冨美子，野崎ひろ子，橋爪津穂子，橋本哲，浜田好子，林健一，羽山定美，東
山早苗，福浦譲，藤川幸子，藤原貴美，前田記美代，前田秋子，松岡由規子，溝口
かよ，溝口馨，南美代子，南みさか，村田千代，山下ことみ，山下月子，山本さと
み，山本信子，若宮恵美【伊勢太極拳朋友会】赤瀬川由美子，新つや子，池山真理
子，石垣日左，伊藤喜代子，伊藤雅子，井村訓子，上埜啓子，上村恵子，右京継子，
牛江香奈，宇田宏美，内田倫子，卯野径子，大今佐代子，大西明美，大西幸子，大
畠悟，岡田万紀，岡田珠惠，奥田美枝子，奥野育美，小倉めぐみ，落合美智代，織
田順子，角谷洋子，加藤久子，菊本敏子，北橋佳代子，北村育代，木村正子，久保
広美，倉田絵里，小林京子，小山伸，金剛洋子，酒徳昌子，坂本一郎，坂元佐恵子，
佐々木公子，里見典子，下里訓子，杉田文子，菅生三千代，須田喜美子，髙嶋英子，
髙原和子，竹内明美，竹本和穂，竜田早苗，立野央子，谷本純子，天白珠江，道前
由紀美，徳島令子，豊田里美，中井碩哉，長尾久子，中川久美，中川洋一，中務澄

上洋子，村瀬由美子，村田幸子，森田乾生，八重口まゆみ，山岡圭子，山際憲司，
山口美紀，山路靖子，山根毬子，山本加恵，山本峯子，吉田節子，和田久子，武術
太極拳代芽根会【三重県太極拳協会】安藤憲司，石本友司，上野充由・康子，梅山
尚美，大西智子，奥村奈々子，奥村誠之郎，小野原秀樹，垣本みさ子，加藤静代，
加藤又義，加藤圭以子，金児昌重，川北記庸子，小辻初美，坂口敏子，桜井温信・
禎子，島田博，高木波南，田中千鶴子，田中武，徳井延子，楢原宏，西川清子，西
村和志，野田和雄，原田純子，松宮弘，水谷啓子，水谷和子，水本真喜子，山中博
樹，渡邊敦子【三重太極拳武術交心会】赤松志保，朝熊範子，阿波芙美子，射和ふ
み子，石井充子，乾弘幸，岩佐育代，太田悦子，岡田理英，岡田きよ，奥出真由美，
奥山諭，小田巻登，小田巻正子，加藤知美，加藤静江，金井厚子，金谷秀子，川合
貞子，河合千尋，川北邦子，神田福子，北川峯子，木場紀子，木村美枝子，木本善
夫，小林栄美，小林光子，小筆直子，駒田巧，桜井多賀子，笹山俊一，佐藤しなえ，
澤野典子，新庄澄子，鈴木広美，高橋朱美，田中あさ子，谷口千鶴，坪内陽子，冨
田正宏，中川和香，中島美和子，中村つた子，中村伸也，西口佐知子，西村明美，
野口セツ子，野村了子，橋本博惠，長谷川博，長谷川文子，服部誠子，林みどり，
原田耕治，東谷ますみ，平野みつ子，平林敏美，藤田舞，藤田万里子，星山三智子，
松本恭幸，森佳子，森本ふた子，薮中佐喜子，山田幹治，横井清美，六代恵子，分
部勝光，三重太極拳武術交心会
【池田町太極拳協会】小川喜久雄，小林茂子，中川
岐阜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新，増元都，宮川宗一，吉田稔，赤坂東太極拳サ
ークル，池田太極拳クラブ，揖斐川太極拳教室，大垣かがやき太極拳クラブ，さく
ら太極拳サークル【海津市太極拳協会】小山田哲志，海津市太極拳同好会【各務原
市太極拳協会】井上美代子，尾崎みな子，加藤花於子，北村豊子，酒井千恵子，清
水和世，白木希，白木博，高橋幸子，谷口喜久子，中谷和代，服部美和子，広瀬正
二，三輪富士美，望月和子，鵜沼東太極拳クラブ，各務原町太極拳クラブ，各務太
極拳クラブ，柿沢太極拳サークル，川島太極拳クラブ，ニイハオ太極拳同好会，万

子，中西由紀，中西良子，中村宏子，中村和代，中村孝子，西亀真，西村忠雄，野
田恵子，橋本洋子，橋本美恵子，畑郁子，羽根美代，林真知子，藤田千代香，船曳
公子，堀井三枝子，前田利昭，前田達夫，増井須美子，松崎須和子，松本絹代，松
本優子，松本多恵子，松本富子，水口和美，光永まゆみ，宮木良生，宮下みえ子，
村瀬泰子，村田香，森美幸，安田ちよ子，山口牧子，山口志津子，山本博子，山本
美千代，吉田喜代，伊勢トピアサークル【鈴鹿市太極拳協会】麻生春美，渥美敏子，
渥美三雄，有竹千代子，五十嵐なぎ子，伊藤登美子，伊藤孝子，伊藤吉男，伊藤純
子，伊藤公子，犬飼美佐子，今森貴子，上田崇子，内山時枝，江頭みどり，江頭み
どり，大川晃，大川晃，大河洋子，大原貴美，大原多智子，岡本礼子，荻野るみ子，
尾崎静子，尾崎育代，角谷明代，角谷孝子，片岡寿美子，門脇ミヤ子，河合修，河
嶋幸子，川村弘子，神崎加子，北川和美，久次米敬子，久保田紀子，倉田和雪，栗
田友紀，黒木頼子，毛塚佳子，後藤昌幸，小林紀代子，小林澄子，小林信義，小林
誠一，近藤真智子，近藤義和，酒井恵子，酒井幸子，酒井俊哉，坂入房子，坂上初
美，佐野美千代，澤部美智子，篠原和子，清水裕，下村咲智，甚目幸代，末包頼子，
末廣晴子，杉本直美，鈴木佳子，竹下清子，田代タツ子，舘雅代，舘貞子，舘佳子，
舘早苗，舘秀子，舘君子，舘知子，舘はる子，舘ひさ子，舘よし子，田中大美，田
中みや子，田中シメヨ，田中孝子，田中ふみ子，田中美鈴，田中夏苗，谷川恵子，
谷口美津子，津田真知子，道明怜，十川光子，十川美枝子，十川千代子，冨澤重子，
冨田雅治，中井真由美，中尾暁子，中川ひとみ，中川睦子，中川ひろみ，中島愛子，
中谷八千代，長峰初枝，中村妙子，長安まゆみ，中山恭子，波合妙子，名村吉子，
西山和子，野口優子，野田高広，羽多野正治，八田俊子，服部妙子，服部美知子，
馬場富久代，濱浦厚子，浜野良市，半田喜美栄，東山恵津子，樋口まり子，平井幸
子，深田ゆかり，藤井方子，藤井順子，藤田真知代，藤田正子，藤浪春美，舩橋千
鶴子，古川雅美，古川千津子，保坂順子，堀田幸江，前川文子，前川文子，前田佳
子，前田恵，間島さよ子，松下八千代，松田悦子，松永三七子，南本進，三村敞吾，
宮崎操子，宮崎照代，宮崎洋，村上久美子，村木静子，村島香里，村山紀子，森栄
子，森浩美，森岡信子，森川優子，矢田和子，山口美紀，山﨑八重子，山下須美子，
山田つや子，山田輝子，横山五百子，和田ヒロ子，和田信子，渡辺典子【中勢太極
拳交流会】池田豊美，磯崎幸子，市川久子，伊藤孝子，岩﨑達子，岩瀬初代，岩間
律子，奥野裕美子，奥山淑子，小野寺岸子，小寺アケミ，小林聖子，小林節子，駒
田春子，斎藤ちあき，榊原薫，篠原博子，柴田ひで子，陳山周加，杉田律子，鈴木
富美子，鈴木和子，髙浪則子，髙橋由美子，高森ちえ，田山和代，寺西晶子，冨山
輝代，永墓美根子，新山美子，西脇敏夫，西脇雅子，萩原真樹子，橋本喜美子，長
谷川笹代子，速水加枝子，藤岡千代子，古田正子，細田照見，堀敏代，水谷美代子，
森本さだ子，山本里枝，山本修【津太極拳幸友会】池山さち江，伊勢野里美，伊藤
綾子，稲吉勇，岩田耕一，臼井輝子，梅津典子，太田敏男，岡部知幸子，川北佳子，
菊地桂子，木佐貫正俊，北田ゆかり，小林文代，齋藤美鈴，斉藤順子，髙木満枝，
高木喜子，田端道代，中村弘美，新田悦子，服部公敬，浜口恭子，濱野登代子，古
市恵子，舞野千代子，松本千里子，松本朋子，宮村みほ，武藤律子，村島富貴子，
横山寿美代，脇田典明，津太極拳幸友会【武術太極拳代芽根会】青木律，浅井敬子，
家﨑博文，井出比佐子，伊藤順子，浮田淳士，内田秀美，梅田ふみ代，岡井えい子，
岡田静子，奥山祥代，小倉裕美，海住枝美子，鎌倉李恵子，北岡洋一，北畠浩美，
木下順子，楠野和子，小林幸子，佐田洋子，皿屋弘美，猿木良子，島田日出子，清
水恵美子，下村幸子，世古口ふみ子，竹内りゑ子，武岡克子，田中博子，種戸和敏，
塚本重夫，辻井千晶，辻川和子，刀根美幸，刀根芳美，刀根美穂，中川淑子，中西
大典，中林恭子，楢井春美，西岡祐一，西岡栄美，西川美智子，西川千加子，西川
たづ子，西村奈央子，野口真佐子，野尻由己，橋本ひろみ，花山初子，浜口俊夫，
浜地英子，林悦子，福山香里，堀木恵子，前納弘美，三村美知子，三好香代子，村

里太極拳クラブ，陵南太極拳クラブ【可児市太極拳協会】尾関美代子，加藤ヒロ子，
纐纈久美子，古賀昌子，近藤末幸，高橋稔枝，田口順子，竹下眞毅，中村英子，長
谷部やよい，羽田英美，羽田紀久美，林久美子，坂野真理子，日吉蓮子，古越幸子，
松田隆史，村中早苗【岐阜市太極拳協会】大沢藍未，小田嶋秀樹，小田嶋郁子，斎
藤ひろみ，高木久美子，坪井尚子，岐阜太極倶楽部，岐阜太極倶楽部ふぁんそん有
志，岐阜太極倶楽部 二気，岐阜太極拳すこやか【関市太極拳協会】荒木修二郎，
荒木千鶴子，池戸千代子，伊佐地八枝子，石井量子，石井芳子，石神皆雄，石木節
子，石原鍍岐夫，石原みどり，井藤純子，井藤さとみ，井上栄子，岩田明美，岩原
和子，臼井八十美，打田敦，大野豊子，大矢千賀子，岡田恒子，小塩康子，梶田女
理子，加藤衣子，加藤啓子，加藤眞美子，金井司郎，金井美恵子，金子美恵子，兼
田加代子，兼松恵子，兼村由起子，河合純子，岸里美，木下清美，小石正兄，河村
保男，後藤清子，小林好己，斉藤光子，櫻井美穂，篠田ふじ子，白木知恵子，杉山
哲，田嶋章代，田尻輝子，多田幸，棚橋笙子，棚橋淳子，塚原弘子，辻秋代，辻三
夫，辻隆子，辻友子，土屋峯子，土井てる子，長尾時枝，長瀬美和子，長屋恵美，
西村多美子，二村友紀，丹羽修，丹羽敏子，野口ちずこ，野村かほる，長谷川伸子，
長谷川富美子，羽田野単，波多野寛子，服部勝子，服部久子，平田美智子，二村登
美江，舩戸祥子，古田正文，古田克美，古田加代子，星谷貴則，星谷あゆみ，堀部
静子，桝田弘美，松井圭子，松原千恵，松本人美，松山圭子，間宮あま子，間宮英
子，三浦祥行，水谷和郎，宮口博子，三輪洋子，武藤妙子，村山真知子，村山幸子，
森恵美子，森下美津子，矢島澄子，山口美世子，山田秀子，吉田三枝子，吉田良子，
芥見東太極拳クラブ，関市太極拳ふれあいサークル，太極拳岐阜サークル【多治見
市太極拳協会】石王恵津子，今井登，大橋真里子，沖中勉，荻原正三，荻原八重子，
長田美奈子，片山三規子，加藤美智子，加藤立子，木透品子，榮田好江，佐藤直美，
関谷桂子，辻祥子，鳥居良行，長江揚子，水野紀美子，山田俊策，吉子順子，渡辺
ひとみ，渡辺益美，匿名１名【羽島郡太極拳協会】新井律子，小川さよ子，影山や
す子，片桐稔，片桐千賀子，加藤文子，久納智子，熊田千春，五藤礼子，小門ます
み，杉江清子，杉山令子，竹中ゆり子，田中靖子，長井範里子，野田百合子，野田
太紀子，樋口幸子，尾藤留美，堀智恵，堀澄子，村上映子，森まち子，山本素子，
岐南太極拳クラブ，松枝太極拳【瑞穂市太極拳協会】飯田真弓，岩崎明子，岩田鉦
吉，岩田悦子，上田幸子，牛丸いさ江，江崎なほみ，遠藤典子，小木美代子，梶野
君代，加藤佳子，神野暢子，神谷実子，川瀬春美，岸晃，木野村順一，木村不二，
子池澄子，澤田英子，棚瀬佐智子，棚瀬良子，棚瀬幸，出井敦子，戸崎啓子，豊田
幸代，林祐子，原弘明，宮川サツエ，武藤節子，守屋奈保美，頼末香，糸貫にこに
こ太極拳クラブ，上上太極拳クラブ，すいと太極拳倶楽部，穂積太極拳クラブ【瑞
浪市武術太極拳協会】有賀貞子，有賀喜久雄，有賀京子，有賀政子，粟坂よし子，
伊藤久美子，伊藤律子，井上英次，遠藤とし子，太田康恵，此原紀子，酒井利夫，佐々
木敏子，柴田裕子，白石辰夫，千藤芳子，千藤知子，高橋絹代，田中美柄，土本範
子，寺林豊子，成瀬栄美子，成瀬道江，西戸正三，西戸紀子，長谷川育子，早川美
知乃，日比野好美，藤田信雄，古田和枝，松本多代子，丸山友子，水野敦子，水野
和代，森島暎二，森本潔，山本祥子，吉田純子，若松伸自【御崇町太極拳協会】祐
岡恵津子，Teamあすか【郡上市太極拳協会】郡上市太極拳協会
【まなざし太極拳クラブ】遠藤喜美雄，奥田町子，
滋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佐分利ますみ，谷川八重子，千代靏富子，千代靏
静，長田紀美，西島悦子，長谷良子，廣瀬童心，福永恒夫，福永典子，藤野めぐみ，
藤山泰二，細井俊司，堀江多恵子，松井美智子，松浦黎子，的場美智子，望月和子，
山口和枝，横田千枝子，吉田美智子
【京都府武術太極拳連盟】小田きく江，水谷幸正，
京都府武術太極拳連盟 山内直美，渡部健一，京都府武術太極拳連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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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市太極拳協会】井上康恵，岩岡美穂子，江口八重子，大久保万智子，奥野京子，
片岡弘，木村洋子，齊戸弘子，佐々木美智江，佐藤京子，杉原慶子，高見和代，竹
村晃一郎，田中鹿代子，谷晴子，田渕和子，寺沢優吉，西村佐知子，野間啓子，萩
山照子，松浦あぐり，松岡洋子，村上郁江，山本愛子，𠮷田小夜子【京田辺市太極
拳協会】青木義博，池田より子，池田文子，石井佐恵子，石井瑞子，石川啓子，磯
田意和子，磯本悦子，一井和子，井出雅子，伊藤浜子，伊藤富子，稲垣雅子，井上
美智子，井上照美，岩前澄子，岩本登美子，上田みどり，宇野賀代子，梅津初穂，
梅本圭子，押領司保子，大村千津子，大矢義郎，岡村啓実，岡村圭子，奥西百合子，
奥村博子，小倉愛子，尾崎栄子，小長谷保代，梶川多恵子，梶山育子，風早美加子，
加藤礼子，兼子和子，叶克士，唐川和子，川上征子，川口美恵子，川越一好，河瀬
智枝子，河村勢津子，川森美代子，勘川順子，岸本佐知江，北川愛子，北川洋子，
北山久美子，木村愛子，木村美智子，工藤静枝，工藤典子，國田智恵子，國田智恵
子，久保久美枝，熊谷英明，熊﨑民子，倉屋喜美子，黒田広子，小出初穂，古西一
美，近藤祥夫，酒井春子，坂田妙子，佐藤重美，塩川陽子，志川妙子，篠田知典，
柴田光晴，柴田奈佳子，下林直弘，下村美好，白井宣子，進藤律子，新橋光子，清
家恵子，早田順子，大明田鶴子，髙岡恵子，高瀬千賀子，髙田礼美，高田治三，高
橋葉子，瀧川文子，滝原孝子，竹村美津子，巽千鶴代，巽恵子，辰見福枝，田中静
子，田中久代，田中真紀子，田中和子，田中順子，谷野髙子，谷村淳子，田畑和世，
辻桂子，辻恵子，土屋久子，寺川光江，寺本佳子，道家喜美子，徳田能子，豊島房
子，鳥浦美智子，内藤始子，中井佳子，永尾千代，中垣博文，中川洋子，中川美紀
子，中嶋義治，中塚富久子，中野寿子，中村博美，永山桂子，那須晴美，西田真弓，
西田ちゑ子，西田秀子，西本清，野々垣香津美，信川美智子，乗松芳子，萩原弘丈，
橋本恭子，長谷川洋子，畑中恭子，服部章代，馬場文子，濱田信子，林幸子，原伊
予子，春名清子，日岡立雄，東美江子，東山泉，樋口義子，樋口令子，日吉恭子，
平石操子，平島悦子，廣瀬里美，広瀬牧子，福井敏子，福田和江，藤井ゆり子，藤
井陽子，藤田厚美，堀内華恵，堀江三千世，前田和栄，増井丈夫，増永冨美子，松

本雅子，安藤栄子，飯田千代子，池田敏子，池田サヨ子，石島和男，井上朝子，梅
本孝子，太田裕子，大村明子，岡本菅子，尾崎瑞子，河合美智恵，北岡奈美子，木
村満代，黒田登美子，小泉八重，後藤敏文，後藤登志子，小西辰子，佐藤喜代子，
清水千代子，上南スミ子，須戸昭夫，住友芳美，芹川文子，髙安由紀子，田辺まき
子，谷坂梅代，中野佐代子，西村清子，花園一枝，福田英美子，藤井陽子，藤井民
子，本田英清，松村美智子，森野恭子，八木一子，山田千恵子，山田弘美，山田け
さよ，湯浅直美，吉村清恵，𠮷本良子【大同太極拳交友会】池田洋子，木村久子，
木村澄子，国本恵津子，下西久美子，新堂由紀子，高木好子，髙橋淑子，竹中清子，
田中百世，谷川睦恵，寺岡順子，寺岡正人，二連木典子，林せい子，古谷久恵，松
中廣見，松中栄子，松久幸子，八木香澄，栁澤和惠，山田完子，山村良枝，山本英
子，吉永久美子【パセオ醍醐太極拳クラブ】今井ちなつ，笠丸千代子，河上志貴子，
河上喜美江，河野信子，神崎美代子，岸本照子，滝川須実枝，田代富美代，西川富
美子，畑敏予，畑千代，東野真知子，福岡京子，松井悦子，村上市代，安田隆茂，
山口辰子【桃山太極拳クラブ】石原澄子，稲田知津子，郡やす子，古賀陽子，小柴
ちよ，澤原恵子，澤原繁雄，珠玖嘉子，髙村律子，西新治，長谷川尚三，東山美惠，
引原裕子，福井陽子，桝谷洋子，丸山てる子，宮田勝義，安野ユミ子，山田栄子，
山田和子【綾部太極拳協会】綾部太極拳協会【京滋太極拳交流会】男山太極拳同好
会【同楽太極拳学習会】同楽太極拳学習会会員一同
【NPO法人大阪府武術太極拳連盟】NPO法人大阪
大阪府武術太極拳連盟 府武術太極拳連盟【和泉太極拳クラブ】今井澄子，
樫原節子，島田文雄，島田浪子，長谷太規子，樋上正子，松島登志江，溝部琴久 藤
井寺まほろば教室 赤枝幸，浅田典子，安藤幸江，池本雪子，植田政栄，植田照夫，
植村圭子，宇野祥子，宇野節子，岡田真理，鍛冶咲子，島田文雄，髙橋寿子，田中
三代子，中野桂子，林峰子，藤田比沙子，政野正子，森本千代乃，山口陽子，山本
ゆみ子，若林幸子【いずみ楽楽太極拳グループ】赤井紀子，赤阪良子，赤崎美智子，
秋田正子，穴瀬廣子，有川裕梨，井尾千代子，池悦子，石田順子，石田秀次，石橋

尾悦子，松原真理子，美井敏子，三木節子，味田清子，三津本範子，三廼雪子，宮
島房子，宗像喜美子，村井昌子，村上日出子，村田信子，村田キヨ子，本宮まさ江，
森永清子，森山伊津子，栁生美恵子，安岡八重子，安岡まさみ，安田道子，山岡澄
子，山口宣子，山口行子，山崎靖子，山下輝雄，山添昭子，山田盾子，山村範子，
山本育代，山本良子，山本万貴子，山本万貴子，山本桂子，山本育実，横田翠，吉
川一子，吉川秀子，吉谷佐知子，米山絹代，若木弘子，若狭美奈，和所初子，和田
悦子，京田辺市太極拳協会【京都太極拳協会】浅井千鶴子，石井智子，一井リツ子，
牛尾裕介，大石忠秀，大枝稔，大矢砂輔，生島恵美，粕井桃子，川西嘉隆，衣笠洋，
清本浩和，桒嶋宏，佐々木智子，城岩康太，田畑泰里，寺西咲子，中村敏之，土屋
真，平井礼子，平野麻優美，牧野ちひろ，三宅秘子，三好希美子，吉田武史，吉見
昌弘【京都武林太極拳友好会】大津成美，川上好一，杉本君子，龍田洋子，中澤典
子，中島昌子，中島千晶，平出真理子，山口朋子，山崎元伸【興友太極会】小川せ
せらぎ 赤松洋子，伊藤周宮子，小谷哲夫，亀田紀代美，小島七重，堺紀恵子，塩
谷弥生，仲悦子，中村美知子，野瀬八重子，廣瀬正子，福田眞理子 すみれ会 井上
誉子，勝田蘭子，川勝和子，小西三喜子，田代妙子，鶴藤美喜子，二澤紘子，真下
節子，松尾拡子，美馬かずこ 泰嶺クラブ 朝倉博子，足達すなほ，北澤史子，田
中スミエ，田中恵子，中本眞智子，西尾紀子，橋本明子，原喜美子，山口文恵 深草
女性会 東孝子，河井展世，木下あゆみ，久保美智子，小西三千子，小西美智子，
下野豊子，田端千恵子，田水照子，寺島喜久子，松田信子，森野喜美江，脇野京子
ほがらか教室 雨宮康修，石川玲子，伊藤美和子，入矢保子，薄井さき代，岸宣隆，
上坂勝江，小林貞子，駒井恵子，佐々木晴美，新宮慶大，杉井美智子，関口牧子，
仙臺悦子，中川志寿子，長澤峯子，中島ふみ子，中村雅美，中村恭子，西村佳子，
前田真由美，前田美也子，松尾武子，松田清司，南橋和子，村松豊子，山本多寿子，
和田幸子，渡辺美子 向日市太極拳協会 飯塚正彦，大脇桂子，奥村千恵子，小田
梅子，勝山昴，桑原邦夫，桑原恵美子，澤田恵美子，嶋岡みさ代，杉本玲子，冨田
一成，中間多美恵，西江進，橋本佐登子，人見恵美子，松田千津子，宮本義男，宮
本裕子，森口久子，山本果奈 向日市太極拳クラブ 石澤道子，石田洋子，石丸三
枝子，大久保勝枝，太田ゆう子，香川幸子，片山真理子，唐橋陽子，川島千代子，
近藤公代，正田章子，冨永洋子，中西孝一，中西君枝，山下明子【城陽市太極拳協
会】青木和子，浅野慶子，荒牧千恵，池辺武津美，伊沢裕子，一丸都美子，井上と
し子，今井礼子，上田法子，植野不二子，上村正子，梅崎妙子，大口恵美子，岡文
子，岡井綾子，岡田ヨリ子，奥田輝代，加地和子，川合㐂久子，工藤香代子，工藤
陽子，小池正義，河野銑三，河野銑三，小松暁美，佐々木孝次，佐々木勝子，鮫島
美知代，嶌田紘一，城宝三郎，角アヤ子，園田美恵子，高木ひろ子，高橋みち子，
高山千賀子，多田恭子，谷垣真由美，玉岡美和子，堤千鶴子，唐箕瑛子，長田幸子，
中野静子，西川敦子，西川路スズ子，西川路スズ子，西崎啓子，西澤照代，西田薫，
野沢慶子，原京子，吹野昭治，福田留美子，藤木啓子，藤田千津恵，藤原成子，細
川佳代子，堀公子，堀井美津枝，堀越一男，牧野龍紀，牧野節子，松浦喜代子，松
宮由美子，松本陸代，松本一代，水谷友治，向井美幸，森下陽子，森田久子，八木
義一，安川登喜，柳ヶ瀬恵，吉原えり子，和田建樹 今池ゆり会 隅田美保，中尾
平，村上清子，森恵美子，山本邦子 秋桜 石野輝子，市川敦子，梅原豊子，小山
照子，川端季子，佐野寿子，白数静代，竹内蘭子，千代松久子，西村孝子，長谷川
嘉美，山下悦子 リーミンの会 青木和子，青野公美，飯村美恵子，井手口則子，
大籔美幸，北岡幸子，古賀始，古賀タミヱ，小林信子，坂本明弘，嶌田和子，杉森
博子，田中初栄，田中良子，中村英世，西川敦子，長谷川脩，藤井幸子，藤山晴美，
松井容子，宮﨑正子，八木爽子，藪下芳子，山本和雄【太極道友会】小川篤子，加
藤久美子，柴田小夜子，新保美香，諏訪まり子，諏訪悦子，太﨑由美子，成瀬陽子，
松本采子，山縣左記子【醍醐太極拳老齢来】青木春美，安達公子，荒良木久子，有

美鈴，磯野信，伊藤美智子，井上祥子，井上節子，井上睦夫，井上たか子，井ノ口
宏，入口育子，岩井孝子，岩崎綾子，植園清美，上田峯子，上野久美，植松恵子，
打田あや子，浦井恵子，上久保敦子，大亀久代，大塚紀子，大西和子，大西正一，
沖本静子，奥真美子，奥美知代，奥野敏子，小野君江，香川とみ子，鍵谷久子，角
田郁江，角田光比古，鍛冶トミ子，樫本洋子，片山郁治，勝間嘉子，加藤絹江，門
田征二郎，金山桃子，金山桃子，金子政子，上土井幸代，川井みつる，河野久子，
川野夏子，河野芳子，河野芳子，川辺貞子，川村シナ子，樫葉美代子，岸田敏子，
北浦ヌシャン，北浦美江，北浦澄雄，北沢掬，北野真理子，工藤明子，熊谷忠紀，
小出隆子，後藤陽子，後藤美智子，後藤陽子，小西敏夫，小宮敬三，小藪昭，雑賀
博子，阪井百合子，坂井ノブ子，阪上全代，坂口道子，定平優子，佐渡賢三，佐藤
任，佐間野あい子，澤左江子，沢辺みどり，芝正一，柴田光三，下中千恵子，城良
子，庄司そよ子，新寺鈴子，菅原幸盛，菅原静子，杉田昌紀，鈴木史朗，関和美，
高垣吉彦，高木悦子，高木正文，高橋守，武輪敏彦，田中理子，田中昌子，谷口良
子，玉利真知子，多和靖子，多和靖子，千葉貴恵，露峯雅子，出口辰弥，道幸千秋，
豊嶋良子，鳥山明夫，中井純子，中井正典，中川幸代，中川幸代，中川ひろ子，中
島裕美，中島由美，中島真由美，中道和子，中村武子，中谷和子，西岡輝美，西川
明子，西田明美，西田弘子，西端佳陽子，西濱和美，西村仁美，西村昌子，西山克
江，猫田一三，根来妙子，野中千香子，野村功，則島孝一，橋爪浩子，端野兵納，
畑中里美，畑谷三四子，浜田公子，菱山恵子，肥田清美，廣田節子，弘中昌美，福
井真理子，福田みゆき，藤本恵津子，藤本京子，古谷展子，古谷ミツヱ，細川夫佐
秩，堀内洋子，前田美智子，舛井啓子，増田征二，松裏恵子，松崎里奈，松藤雄介，
松藤佐智子，松本敏子，松本健治，真見真紀，丸川洋，三浦さとみ，三浦芳一，見
上絵美，右田安子，溝口昭枝，南明美，南富雄，南百合子，南富雄，三原起美子，
宮川美喜，三宅佳子，宮野好子，三好瑞代，向井史朗，向井八十三，向井ヤス子，
向井清，向井悦子，睦谷容子，村山牧子，元木博子，森繁利，森井美恵子，森口智
恵子，森光瑛子，森光和麿，薬師成美，矢田豊子，山口昌子，山口妙子，山地まゆ
み，山下敏美，山田龍二，山中晴美，山本千代美，山本末吉，山本みつる，山本幸
子，山本恵美，吉川千恵子，吉国里子，吉永幸子，吉永政人，米田妙子，渡邉勝也，
渡邉敏江【ASA成龍会】青木正子，池田多恵子，乾啓子，井上維久子，上野美智子，
大島和枝，楮木保子，金田幸子，北口陽子，栗原洋子，栗原君子，黒田都美子，髙
津泰子，小枝まゆみ，小寺薫，嵯峨崎珠美，新里富子，杉山誠治，髙木肇，高岸利
美，髙場滿子，瀧口正征，田中好子，田中直美，田中芙美代，田畑律子，土屋房子，
鉄川孝江，永岡鏁三，仲田恵子，中津川千豊，中村泰子，野川カヨ，野本明子，畑
中梢，花岡礼子，花畑洋子，濱田登志子，林かほる，原田豊久，平井一成，広瀬君
子，深口玖美香，福井美代子，舟木好美，本房千恵子，増井裔正，松下良治，三浦
美嘉，水口明廣，村田弘子，山田幸子，山田真由美，山村弘洋，米花民江【NJB太
極拳の会】浅田登志子，井関秀也，乾由美，今井欣子，今村陽子，今村ちえ，岩元
瀧子，上杦芳子，上野ユミ子，臼井美智子，梅原久枝，浦野りょうこ，大本けい子，
大屋統貴夫，岡本典子，金谷直枝，金田啓子，金田喜代美，河合千鶴子，川合フサ
子，川崎しげ子，川西釉子，北野勇，北野勇，北村千世，楠田裕子，久保麗子，久
保美智子，倉田美恵子，黒田秀子，古角美紀子，越野延子，小林千恵子，小原梨枝，
駒井多賀子，阪田紀世美，坂本泰造，﨑尾明美，佐古健太郎，佐古美智子，佐藤ひ
な子，佐藤真樹，寒川紀子，東雲順子，篠本博子，嶋岡曉子，杉井茂子，須田俊子，
関尾聖子，関戸奵子，園田聖子，高橋キヨミ，髙原義，竹内とも子，武田祥子，多
田瞳，田中静子，玉井きぬ，丹羽久子，塚本政子，辻清美，辻みち子，辻幸一，辻
田百合子，歳川有紀恵，中井嘉子，中尾保子，中林晴子，中村花子，西谷喜美代，
西村喜代子，長谷川照代，長谷川由紀子，花澤妙子，浜畑小夜子，藤崎あい子，不
二原芳子，藤本邦子，堀田春代，松村ミサ子，満原しか子，三原正代，宮川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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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島キサヱ，森良幸，森和子，八百美登里，矢田富子，山本百合子，渡辺律子【NPO
法人大阪太極拳協会】青木豊子，青木熙子，青木芙佐子，安藝純子，浅野照子，新
つや子，阿部静枝，網浦珠美，新木伸一，荒木奈美，有馬眞理子，生木眞里子，池
田忠弘，池田清，池田久，石口剛，石田ナミエ，石田博美，石田安代，石本まち子，
泉昌弘，市岡喜子，市村節子，一守かつ子，伊藤笑子，稲垣千賀子，井上育代，井
上邦子，井上弘恵，射場信子，井原貴子，伊部千鶴子，今岡惠子，今田豊子，伊與
田紀代，岩花弘子，上田美枝子，上田澄子，上野隆浩，上野亜由美，上村道子，上
山千栄子，宇郷チズ子，後田マサコ，宇杉典子，惠木未佐子，江端和子，江良数子，
大内かほる，大川ゆり子，大川ゆり子，大崎喜久子，大崎博文，大隅清明，大隅雅
子，太田操子，大谷凡夫，大谷弥恵，大塚操，大西玉子，大前幸子，大森玲子，岡
一恵，岡玲子，岡﨑年代，岡田房子，岡田千鶴子，岡野清重，岡本幸子，岡本節子，
岡山茂子，岡山加恵子，小川俊子，奥田初美，奥間朝子，奥村育子，奥山久子，小
畠和子，恩田幸代，蔭山正子，笠松純子，柏倉宇多子，柏原昌子，加島知子，粕井
貫次，片山英子，加藤暁子，加藤玲子，加藤勢子，金津誠子，金津ヒロミ，金森隆
子，神坂弘子，上手信雄，亀井嘉知子，亀井勝子，亀谷清美，河合友記子，河井美
知子，川上雪枝，川上久子，川越雪，川﨑マスミ，川崎雅雄，河原美紀，川村邦夫，
川村初美，川村康雄，川村要，岸本里恵子，北美枝，木田洋子，北垣真砂子，北川
邦子，北野美智代，吉川重子，吉川弘子，木寺教子，木下一生，木下悦子，木下節
子，木全富子，木村照子，木村和子，木村比早代，姜利子，清山笑子，金原勢津子，
工藤由，久保博子，久保裕子，久保知子，窪田晴美，熊谷光子，熊西あい子，蔵敷
明，黒田登志子，小出恵子，河野美智子，越田綾乃，小島信子，小玉敏子，小寺妙
子，後藤喜久春，小林智子，小林史江，小林章子，小林泰子，小松チヱ，小丸啓子，
古南正子，才崎幾代，齊藤静，酒井美保，阪口親子，坂口利香，坂地啓，酒谷礼子，
阪本登志子，坂元絹子，坂本美智代，佐々木万千子，笹原千代子，佐藤克己，佐藤
全子，佐野知恵子，佐山利子，沢華子，澤田末次・宏子，澤田誠一，澤田紗公子，
塩田悦子，指﨑マサ子，下すゞ子，芝池みち子，柴田光子，柴田公子，柴田愛子，

章裕，寺下篤史，土井裕子，西口美廣，平尾久恵，村田みず穂 NHK文化センタ
ー 荒川一郎，梅原敏子，大川雅身，大崎京子，岡山かほる，川﨑純子，国枝美加，
小池康江，国領秀子，酒井実千代，菅野倍世，土井洋子，中西康晴，夏間佳津代，
西岡征次，西本和子，菱川由美，森重淳子，米谷実穂 川西南公民館 南風剣 天
羽健，荒木隆夫，河南貞子，木原圭子，小西美代子，城内太佳子，田中道代，田中
寛子，平松幸，松岡公子，馬渕博子，安田紀弘，山本光子 北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赤
阪まき子，石井千津子，石谷悦子，大倉五佐雄，奥山恵子，兼松清美，北小枝子，
北口安子，木下ヒロコ，後藤葉子，笹原幸惠，鈴木孝子，高松敏明，武田道則，田
畑共子，中西百合子，中村悦子，富士本チズ子，堀川一子，松田美佐子，松谷悦子，
宮口トシ子，宮島キサヱ，森田真理子，山岡しげ子，吉村秀子 北スポーツセンタ
ー月曜剣 南埜幸代子，西村泰美，福田康代，毛利千代一 北スポーツセンター午
前 足立正美，荒井聖津子，樫山光子，鎌田令子，河村重次郎，北野まさ枝，小島
あさ子，里明美，棚橋洋子，塚本順三，中田康夫，中村純子，中元友机子，西岡成
子，西山恵美子，橋本晴江，長谷川昭子，菱田靖子，古川久美子，松田洋子，水竹
清栄，吉岡美恵子，吉田保則 金定例・研究会 赤木数子，石井良政，飯降牧子，
上田節子，大森玲子，岡本隆，海道智恵子，上田裕昭，亀井源次，喜多茂博，木田
正宣，小芦ルリ子，小芦ルリ子，幸地秀美，小山幹枝，阪本洋子，嶋田幸二，住石
寿美恵，関良一，宗鞆代，田口妙子，陶鈞，中島道子，中野倍代，安達和美，西川
敏恵，長谷川純子，平田順子，福永雅子，丸谷幸子，村田眞砂子，森下泰行，八木
克代 くずは文化教室 生木マリコ，池西興平，浦口紀子，榎陽子，岡部三惠子，
門恒子，川北芙沙子，木村廣明，真田孝一，杉田源三郎，髙島峰子，竹中時子，田
中佳代子，西村幸子，福島宗彦，細田幸枝，水口厚子，山本タカ子，横山みゆき，
月曜日 甲南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 百﨑俊郎 月曜日 御影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 大
内孝子，小田禎男，亀岡純一，坂田晶，曽根正夫，陳清美，中島幸夫，並河紘一，
沼田貴子，長谷川清子，長谷川滋夫，濱田伴子，三木博子，森修身，吉川雅彦 拳
剣楽学不動寺クラブ 石津豊，石原肇，宇高正恵，澤田朋恵，五月女千栄，田嶋明

渋谷正，島田志げ乃，清水芳子，清水嘉子，下久保三喜子，下田てるみ，下戸美智
子，下長満子，下村恭子，白石香代子，須井みさ子，末瀬宮子，杉浦好，杉浦安，
杉下栄子，杉本全子，杉本賀代子，杉本和子，鈴木京子，鈴木桟美子，住吉岩夫，
住吉美代，瀬尾清子，関美煕子，関山増子，曽我部明代，曽我部眞砂子，高尾正子，
髙岡宏，髙島園子，髙島幸代，髙田京子，髙畠淳子，髙山節，瀧川くんじ，滝沢三
代子，武岡豊子，竹迫和子，竹田ツユ子，竹田洋子，竹村郁子，竹村祐司，竹本一
江，田食瑞子，橘敏子，田中冨貴子，田中信行，田中勝三，田中民子，田中絢子，
田中麻由子，田中晴子，田中義孝，田中悦代，田中弘，谷河洋子，谷口州，谷口節
子，谷口昭子，谷田美津子，谷村久子，田原久子，田原宏美，玉木一夫，玉城久子，
玉城義一，丹井均，丹司早苗，千葉睦美，千葉恵津子，茶本紀久子，中条早苗，塚
尾範子，塚本隆夫，街敏子，對馬敞，土屋通子，綱木文子，常松優子，椿美砂子，
寺井香苗，土井冨美子，徳田光雄，德山幸子，戸塚恵子，戸伏文子，富岡千恵子，
鳥飼タミエ，鳥越良子，中井みどり，長尾志磨子，中川幸夫，中川洋子，長澤昇一，
中瀬輝一，仲田ミチ子，中西美彌子，中根弘子，中林教子，中道由美子，中村浄子，
中村美千子，中村裕子，中村育見，仲矢君子，西岡一水，西岡啓，西岡直美，西川
征一，西川八千代，西川由紀子，西口和子，西口長子，西原昇憙，西村和子，西本
敦子，二宮里子，野口悦子，野崎紀美子，野村貴志子，萩藤八重子，萩原勝代，橋
本光子，馬杉珠江，長谷川淳子，畑さゆり，羽田幸，服部知世野，羽淵佳子，浜口
サエ子，浜田和代，濱本牧子，林久枝，原田武紀，樋口みどり，日高慶子，尾藤俊
章・律子，日向英子，姫嶋芳枝，平尾三四子，平田弓子，平野洋子，平野滋，廣川
和子，廣田晶子，廣橋久美子，深川裕子，福嶋敦子，福田洋子，福田早智子，藤井
ミサコ，藤嶋朋子，藤田育香，藤田育香，藤峰あや子，藤本幸子，藤原節子，藤原
守成，舩井和恵，船田和子，古谷知子，古橋暄子，風呂本信子，風呂本信子，文東
ツユ子，細川泰子，細川規伊子，堀口弘子，本房千恵子，前川美智弘，前川洋美，
前東篤子，牧野登美子，増岡幸子，増本登志子，松居順子，松井光子，松井寛子，
松田美代子，松永尚美，松原通広，松原みち子，松村昌憲，松村みどり，松本好雄，
松本譲，松森郁子，松山博子，丸山美津代，万代育子，三方由子，三木節子，光久
サチ子，光吉満里子，己波紀代子，南依子，南谷忠志，宮北浩美，三宅裕子，宮崎
信子，宮崎温子，宮地泰子，宮本廣子，宮本千賀子，美代満智子，三好スミ子，民
部弘，村上良一，村田昇，村田京子，室さと子，森井芳子，森川正子，森本裕子，
森本ますみ，森本瞳，森本恵子，門田美樹子，薬師よね子，安岡篤子，安田銀子，
安田連子，安松智子，安本和美，山口美智子，山口浩子，山口アイ子，山﨑幸子，
山下ふみ子，山田久子，山田礼子，山田光子，山田みどり，山中フサ子，山中順子，
山平香里，山村君子，山本義治，山本勝子，山本昌代，山本佳子，山本由美子，山
本初喜，湯浅悦子，行吉史子，湯田真澄，指吸泰子，横山康子，吉井泰子，吉井澄
子，吉岡フジ子，吉岡昭夫，吉崎彌榮子，吉田由美，吉田早苗，吉田みさほ，吉田
繭美，吉竹祥二朗，吉永美佐子，米田美代子，李慶子，若林洋子，若林富子，若山
一郎，若山満美子，脇本和頼，脇本秀子，湧永康子，鷲田順子，和田慶子，渡邊恭
子 朝日カルチァーセンター 小澤スミ，沢志安隆，髙橋健二，田中実，永野真理
子，廣田晶子，堀綾子，森内泉 朝日カルチャーＦクラス 池本友子，宇佐美秀子，
大城成一，沖田政義，尾崎直子，加藤美枝，金森麻由美，瀬川和代，髙橋敬三，田
中信行，冨山千英子，橋本文雄，水落良範 朝日カルチャー川西 板坂馥，井藤啓子，
今井京子，植田佳子，上野千恵美，小田中優子，近藤揖子，田中寛子，田中久美子，
田中嘉明，谷口敏代，中村澄子，中村澄子，西村茂，東浦洋子，松尾宜子，松本修，
松本文香，真鍋暁子，宮川富佐恵，安野生子，山口美貴雄，山中冨美子 茨木太極
扇クラブ 石川多紀子，大西笑子，角永敏子，柴田賢枝，髙木勝子，田中芳子，長
井由紀子，米谷みつ子 NHK西宮ガーデンス教室 今堀潤子，加島陽子，金谷久
美子，木下俊昭，木下美樹子，斎藤幸江，佐藤晴子，髙木万里子，竹森温子，田中

博，寺岡恵美子，西村明子，藤崎浩治，藤森政子，堀井貴司，松島昭，箕田トヨ，
本永由美子，渡部春美 コナミ京橋 伊藤隆司，岩阪マサ代，北村姈子，髙橋正夫，
田中久美子，土居和彦，戸出之恵，藤岡きょう子，宮本かね子 コナミスポーツ香
里園 家野純子，江﨑光子，岡本美香，田中安治，堂城和香子，畠中宏子，前澤路
子，増渕トヨ子，三村友美，山田眞由美，和田佐紀子 此花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青
木容子，魚川和美，打越多恵子，江口寿子，大本佳世子，甲斐恭子，兼末洋子，川
口光男，木内義和，北沢貴美子，木下久子，杉本良子，鷲見美枝子，髙橋章，高橋
真弓，武川三恵，田代晴美，堤公子，寺谷節子，徳島紀子，仲宗根玉恵，西山園子，
布市フジ，浜口良子，平井登美子，平尾和子，藤坂延恵，丸山悦子，見澤好美，水
野善雄，宮原佐和子，向江律子，村上和子，山口嘉子，山﨑則子，山崎三代，山下
弘子，山本英子，山本キヨコ サンケイリビング豊中（木） 阿河佳子，上山和美，
浦上政子，小澤純子，田中香織，浜野鈴子，椋田真沙子，山本光代 水曜定例，朝
昼 青山陽子，秋月加容子，天野晴美，荒井とよ子，荒川博子，荒木ノブ子，池田
正俊，井野早雄，井上義久，荊木ゆかり，植田廣文，大倉洋教，大島和子，大島谷
末，大塚恵子，大森豊子，岡田秀子，岡林律子，岡部朋子，丘本幸恵，小田紀美子，
香川とみ子，上農直，鴨田光子，川端喜代子，北岡松子，木村信子，栗山善正，栗
山田鶴子，寿八郎，寿富子，小林照美，駒井裕美子，小松勝，小南秀幸，坂本純夫，
坂本登志子，佐藤典子，佐藤俊子，塩津美津子，島本廣子，清水洋子，清水智子，
新保美香，杉原順子，諏訪まり子，諏訪悦子，千田美保，外邨正，竹内美貴子，竹
村郁子，谷口純子，谷本千賀代，谷本愛子，辻静代，壷井俊悟，寺口彩香，斗々廣
子，乕瀬靖子，仲井育子，中尾利和，中島佳子，中田悦子，中村紀久子，成瀬幸子，
西尾禎子，西浴美智子，西田次恵，丹羽真理子，野方冨美子，野澤浩子，花房寿美
子，濱﨑勝美，浜谷敬子，早川道子，林久美子，原時枝，肥田清美，秀島久代，福
嶋和代，藤井香里，藤原美恵子，細田幸枝，本城倫子，松平幸夫，松本京子，松山
重，真部廣子，水上千鶴，南正子，宮下悦子，宮原寿恵子，宮本規子，三好和子，
向井正恵，村松聖美，森田瑠美，森本茂子，安原和子，山口知子，山下里美，山田
陽一，山田みち子，山本富子，吉間香代，和田正子 水曜定例（夜） 安達操子，
荒木奈美，井手淳一，久保純子，熊田俊夫，児玉徹郎，寿百合香，田中信行，近澤
完子，地石武弘，坪井美代子，堀本和子，目黒裕子，盛岡美幸，矢頃久美子，山口
淳子 千里読売文化センター 釜我清彦，川﨑蕗子，佐々木康子，新庄千惠子，西
田，二宮葉子，濱田元瑛 千里よみうり文化センター 青沼孝子，伊東禮介，伊夫
伎広子，金子憲治，甲浦千代子，中村米湖，西村恵美子，松田美和子 太極気功棒
研究会 太田光俊，太田知子，河島由紀子，斉藤淳美，関口孝憲，谷口晴彦，玉寄
進，玉寄マユミ，森摩岐子 大正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岩井和子，江口清，梶祐子，
川口敦子，岸本淳子，玉寄惠美子，津田寿子，友寄信子，中市厚子，浪岡恵美子，
比嘉紀美子，久高初美，藤名晃子，古田奈々美，美ノ上典子，武藤僖子 髙島屋友
の会 小川映子，小川泰子，斉藤克美，清水真由美，高久明子，針本直子，肥後崎
広美，肥後崎愛，平岡早由利，藤崎浩子，松山康子 定例木曜夜 網浦良三，新井
君江，有明けい子，伊藤よし子，川口了子，斉藤克美，髙松輝昮，谷正子，虎尾康
子，中村佳威，仁科いと子，根本政一，平井豊征，増田尚子，山腰基昭，山腰貞美，
山田善雄 土曜日 アサヒカルチャーＥクラス 江草義弘，遠藤吉子，北出忠雅，
馬渕和夫 土曜日 楊式アサヒカルチャーＤクラス 秋田悦子，池内淳子，大東美
都惠，加茂隆弘，岸川国芳，北畑千晶，島田季和，杉山勤，田村清美，西村計子，
福田あさ子，古澤芳太郎，松永香津江，宮永裕子，森豊子，森川やよい，山田久子
浜寺太極拳クラブ 岩本昭世，小田倭子，坂下昭子，佐久間恒子，鈴木昌子，谷
川佳子，中江絹枝，西嶋三和子，安野生子 東住吉SC 大崎佳津子，岡田桃代，
川野恭子，坂口松子，澁谷貴美子，鳥飼美千代，宮澤和代，横山貞子 枚方近鉄文
化サロン 一ノ尾雅子，市場愛子，井上悦子，北村誠子，定金孝年，永原嘉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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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内嘉子 枚方体操クラブ 青山早苗，井村和子，岩﨑久恵，沖見厚子，おしのみ
千代子，亀井紀子，河野愛子，木村静代，栗田美千子，兒玉幸子，澤田美智子，柴
野光子，島岡陽子，堰下のり子，仙頭寿子，田中菊子，塚根昌子，土屋洋子，戸塚
みち子，殿尾頼子，永井和子，中西昌枝，西本幸子，廣田郁子，深江和子，美濃和
香子，渡部久美子 枚方体操クラブＢ班 阿久津典子，浅田俊子，石田幸千代，伊
丹美幸，笠原和，神澤弘子，木嶋弥生，熊本洋子，久門桂子，兒玉幸子，酒井佐知
子，須川篤子，高岡作子，宝田泰子，田中いつ子，田中喜代子，得能礼子，中尾純
子，沼田訓子，能美晴子，橋本サカエ，藤井公恵，藤本美子，片見幸子，細川豊子，
松浦次代，三田千鶴子，南井純子，渡辺和子 枚方YMCA太極拳教室 山下みどり，
川俣緑，田辺トシ子，勇井保孝 平野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安藤かおる，石田すみ代，
石原よし子，泉美和子，井本慶子，岩崎眞紀子，大島一起，岡原邑栄，音羽慶子，
小野治子，恩知美智子，金子京子，亀井綾子，加茂八重子，河博江，川村秀子，河
本育美，木村一夫，黒瀨和枝，小出豊子，幸田美津江，合田妙子，郡山百合子，小
谷芳辰，作野康子，塩谷たつ江，塩津美津子，新垣八洲子，髙佳代子，髙井美智子，
髙橋佳子，武本信子，巽恵子，田中千津子，田中律子，田邉恵以子，谷垣美佐子，
辻村好子，永井ちえ子，中川豊子，中島貞子，中村公子，中村德子，西村愛子，橋
本美代子，長谷作世子，長谷善子，畠山新一，東和子，東村喜美子，藤田照美，堀
本直美，本多志津子，松井タヨミ，松下妙子，松田貞子，松本牧子，真弓ちよ子，
見立久美子，宮里昇，宗像良元，森静子，森重妙子，森田清隆，山田知子，吉川陽
子，吉本ヨシヱ，脇田弘子 藤井寺太極拳同好会夢ふうせん 厚田美津子，荒川洋
子，飯島昭子，池田富子，大内リエ子，川野幸江，北方幸子，北山栄美子，久保た
か子，杉本美幸，鈴木栄子，西嶋比佐子，松浦敏代，松川峯子，光山清子 毎日文
化センター教室 浅見紀伃子，粟津房子，石黒かがり，伊藤よし子，井野口修，香
川喜代美，勝部洋子，門田京子，兼子総子，河田里央子，北村あや，白石宗輝，杉
原潔，髙谷冨美子，中村久美子，西川和子，福島万里子，牧野ふみ子，松野良治，
松本祥子，森真由美，山地源蔵 毎日文化センター・此花（火） 新居シズ子，太

嶋清隆，翁盈子，奥上千恵子，奥田正，奥田千枝子，奥野幸代，奥村ヨシヱ，折尾
尚子，笠井淳子，神田みち子，木田舒雄，木原美代子，草部明美，熊谷範子，栗原
陽子，黒川美和子，鍬田絹子，鍬田絹子，小山繁，迫川愛子，柴坂貴美子，柴田克
子，末光眞智子，多久和満代，谷敏子，谷口富士子，谷崎文子，塚中雅代，佃静枝，
津田克子，堤田喜美子，中さとみ，永井美彌子，中島義雄，中島良子，中島利子，
中島孝子，浜本良子，早﨑ヤス子，東林淑子，平田タカ子，平松政美，福畑たみ子，
藤沢秀夫，藤田一彦，藤田誠子，藤原忠美，船林和子，不破康子，前野敦子，松田
日佐子，松村みどり，松本千枝子，光久サチ子，南正子，美代満智子，村井君代，
村田登志子，森多恵子，柳本文子，山形美智子，山添博子，山田郁子，山根美津瑠，
湯川敏江，吉岡しずえ，渡敦子，交野太極拳協会【熊取太極拳クラブ】東スミ子，
石川和美，市田彰子，井上タカ子，浮穴光恵，大森百代，岡部桂子，小椋美子，北
岡美子，小松たか子，阪口八千代，城地美代子，田井勢都子，堤美知，寺口明美，
中さよ，中西美弥子，中村由利子，東野雪起子，真鍋保子，三好眞理子，柳澤あけ
み，山下みふく，山本悦子【KNH太極拳クラブ】青木安子，赤坂智惠子，秋元和子，
浅井育子，跡部恵子，池原道子，生駒利子，石松周子，板野敦子，井上みつ江，岩
藤美雪，上田太嘉子，上田温子，梅谷節香，太田洋子，大庭孝子，大森節子，岡本
昌代，小原幸子，川上良子，川口一美，川口洋子，川田悦子，木邨高志，倉田ヤヨ
ヒ，桑原弘子，月東勢津子，河野照子，光野喜代子，小塚八代子，古波藏由紀子，
近藤晴美，島田禮子，下田綾乃，白井紀子，白尾素子，杉本富士子，高瀬涼子，高
野晴男，高橋加代子，髙橋利枝，髙柳多加代，竹岡和枝，田中加代子，田端嘉津子，
寺川弘子，寺農智世，寺原エミ子，寺本厚子，中島富美子，西村香，西村寿賀子，
能美やよい，八田まり，廣谷節子，不可三英俊，福田洋子，藤丸弓子，古川良子，
細川慶子，松原理恵子，松村美子，三島眞澄，村上正幸，森春美，森本かほる，八
幡キヨ，山神鎮代，山口啓子，山田元子，山本美智子，代慶みどり，吉田宗一，吉
原佳子，若林洋子，渡邉由子，KNH太極拳クラブ，KNH太極拳クラブ【元龍太極
拳交流協会】東友江，稲田權清，上田清治，大西賀英子，蔭山理子，樫原いすず，

田君子，大谷ミツ子，小川幸子，小椋貞子，金築敦子，木内シゲ子，菊田よし子，
小松美津子，近藤千恵美，寒川操，髙橋孝子，竹野貞子，新見加代子，松原静子，
箕作和子 毎日文化センター・此花（水） 有馬瞳，池上美枝子，今川登美子，大
本順子，小川直子，奥平勝子，掛川明子，小玉千鶴子，小早川ミチ子，佐々木美智
子，住田勇，高田栄子，鶴薗和之，仲宗根由美子，中田喜美枝，中村己子，原洋子，
松本弘美，美濃部章子 毎日文化センター金曜クラス 大西芳一，岡本外代子，梶
家敬子，金村倫惠美，久次米詔子，久次米俊彦，倉田洋子，小陣初美，式部トシコ，
式部ひろ子，志田典子，清水行征，田坂京子，西田佐知子，濱野克治，町田のぶ，
松居良子，松林信子，室美佐子，山本昇蔵，湯山英清，芳尾了祐 都島スポーツ
赤木数子，浅田武夫，新井緑，有井保枝，池野啓子，池野恵美，石井恭子，石原哲
子，磯部恵子，一色清子，伊藤静子，稲本卓美，井上久子，井山京子，井山京子，
梅田恵子，大竹千恵子，大塚文恵，小川文子，小俣節子，加川仁美，木下晴美，木
本たつ子，黒崎順子，桑原修子，坂田博江，坂田博江，佐藤寿和，佐藤洋子，佐藤
寿和，柴田まりこ，清水和子，清水和子，鈴木雅晴，高島あけみ，髙場啓子，髙橋
美津子，髙橋紀子，田口千恵，竹田晴子，竹林郁子，谷くにえ，佃ます子，辻浦昌
子，寺西次子，長坂堅太郎，中西美奈子，中村俊治，二星和美，濱田保子，早川智
美，藤井ミサコ，前田澄江，前田久美子，真野安子，丸岡晃子，丸本絹代，丸本久
美子，万波葉子，宮澤律子，宮地京子，向井孝博，六鹿真理子，村上冨美子，村上
美恵子，森口摩弓，森田典子，吉川節子，吉田和代，吉村文子，米田征弘 淀川ス
ポーツセンター水曜太極拳 上坂晃，金子晴美，川上明美，小村律子，桜井享子，
桜井二三子，多田正夫，中山和代，西瀬昌代，野口葉子，前田健一，毛呂友子，山
﨑出世 淀川スポーツセンター太極拳Ａ 池田順子，小関富美子，金子晴美，亀井
芳子，柊中宇良，篠塚茂子，住吉恵子，辰巳明子，中谷博，新田公子，人見香代，
堀田千恵子，牧速子，森タクエ，山野多津美，吉田キミコ 淀川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Ｂ 五十嵐史江，石田カ永，伊吹久美子，今儀ヒデ子，入江貴美子，加賀ひろ子，
川崎ワカ子，木下徳光，合田恵子，酒井和美，佐藤田鶴子，島谷みさ子，鈴木豊子，
塚田博子，堤暁子，徳丸弘美，丹羽真理子，畑中勝利，畑中靖子，濱田宣江，日比
季子，降籏トキ子，別所章子，堀内艶子，三津安子，森高徹雄，山崎佳奈子，山根
治代 よみうり初めての太極拳（木昼） 石崎不二子，今村昭子，上野弘之，岡本
朝子，佐藤素子，竹ノ内真貴，林昌子，牧田征雄，三井隆 よみうり文化センター
（火朝） 井波由美子，加藤光子，加藤まゆみ，金田和子，篠田佐和子，杉山陽子，
塚谷恵子，徳広悦子，長川美恵子，中山勝江，硲弘志，部奈通子，松永きぬ子，矢
野多恵子，山田さち枝，山部るり子 ライフスポーツKTV・よみうり文化センター
池田美代子，岩倉哲，小西徹定，阪田耕次，田中迪子，中津幸子，羽山和恵，原
田裕子，広瀬伸子，本庄里美，吉田フローレンス，米澤知可 リンデン月曜日 泉
信子，梅木史朗，浦浜英夫，大島谷末，神谷京子，菊池光友希，岸宣隆，岸川康子，
窪美栄子，小柴尚也，坂口正一，阪本好司，沢公晶，柴田勝弘，髙居完臣，田儀光
子，瀧原千鶴子，田中信行，田中明子，谷口奈里子，中馬節子，辻静代，中澤希美，
中西恵美，中西智美，橋本純尚，姫野良子，藤田マチ子，村田規子，八木原由希子，
山縣左記子，山路志津，山田章，山脇真紀，吉田由美子，NPO法人大阪太極拳協
会【大阪中国武術協会薫組】赤澤あゆみ，梅田美智子，川口千穂，川元ヨリ子，近
藤操，高橋あい子，髙本ヒサ子，中井薫，西川敏恵，山口聡一郎【柏原太極拳協会】
阿久節子，浅野典子，荒木安子，飯島厚子，石原正恒，岩城規子，大熊順子，大成
ヒデ子，奥寿珠美，片岡佳子，岸隆美，小林三千枝，駒井兌亘，坂井しづ，外邨正，
髙井𠮷左子，田中和子，土井千枝美，中山和子，西嶋俊明，橋本真理，林昭子，藤
江千津子，松井恵子，御崎クニコ【交野太極拳協会】青山榮子，東宏，荒木勝枝，
石川将，井出上常子，井上博美，井上昭代，今田豊子，岩崎知佳，梅谷節香，浦上
恒子，江口祐子，江良数子，大石なち江，大植加津代，大野多寿子，大野明子，岡

加藤明子，鎌田忠，鎌田美知子，鴨田光子，川阪富子，楠井雅子，小林万里子，里
見一夫，里見紀久美，JeffreyBowyer，七條典子，谷川英子，谷田紀子，中小路か
おり，中嶋篤美，永田美保子，長田磨智子，中村知恵子，橋本和子，早崎真美，林
隆子，平林潤子，藤井光代，藤田敬子，本郷成保美，前田和子，真鍋里美，真水有
理子，宮野久子，宮本恒子，向井桂子，籾山美千子，和海由美，元龍太極拳交流協
会，八尾ウイング太極クラブ【堺太極拳倶楽部】遠藤佳子，岡村美智子，小川勲，
川阪富子，久世和子，坂下サヨ子，阪之上八千代，章本吉孝，清木佳江子，竹内利
子，竹埜千代子，田中美佐子，中島美喜江，中村慎吾，野村昌生，橋本通子，藤井
光代，前田和子，松村一，松山公子，向井桂子，毛利宗雄，森村ユリコ，安田満枝，
吉田敦子，米澤美智子，和田訓史，渡辺孝光，堺太極拳倶楽部【堺市太極拳団体協
議会】秋月正子，安部サチエ，天岸登喜子，池下由良子，石井冨美子，伊藤静子，
内田一三夫，大島郁子，大島重雄，岡村美智子，奥野アサエ，小田通子，小原睦子，
蔭山よし子，亀井香代，北野徳子，北畑美智子，北村芳子，金次政，金英子，久保
田春子，小寺邦明，後藤好子，更家喜代美，杉本優，瀬川保子，髙瀬洋子，龍田香
津子，佃静子，辻英子，友永宏子，中井寧子，中川栄子，中﨑利子，中田清，中村
志奈子，中村知恵子，名原益治，西岡由依子，西原勝枝，根本政一，原﨑進，平川
健一，平川久美子，福田美穂子，福地よね子，藤光美芳，冬野茂人，前田和子，前
田三男，松田その子，松本京子，南口美恵子，南山惠子，宮武京子，三好敏之，向
井桂子，森本卓代，山縣郁子，山川サト，山本富子 せんぼく苑 太極拳同好会 浅
田恵子，岩田秋，上田幸子，大羽冨美代，大村昌恵，大山満，岡本洋子，兼井松子，
川口多恵子，河内道子，木下道子，小林朝子，小林御津子，小林小菊，近藤圭子，
澤口敬，澤口良子，沢下春美，塩家多喜子，新宅良子，菅野睦美，髙見欣一，田中
トシ子，辻浦和子，徳澤彰子，中井千津子，中井晴美，中野節子，西岡麻寿美，根
来朝子，野中大成，野中寿美子，深田節子，三浦啓巳，三谷照美，森島敏子，山﨑
美智子，山下忠哉，山中俊子 新金岡太極拳同好会 池田博徳，江口光恵，大塩邦
江，操田邦男，菰口裕子，田中マス美，辻田節子，中西真一，髭和美，日髙健次，
箕野悦子，山口啓子，山口由香 南八下太極拳同好会 井上俊子，熊取谷貴志子，
髙田真由美，徳野ユリ，福永通信，藤縄加代子，松村順子，望月幸子，大和早苗，
サークル・セージ，堺健身太極拳同好会，堺市太極拳団体協議会【狭山太極拳同好
会】東友子，阿部千恵，有村カツエ，池田尚子，今井玲子，今中彰代，上田寧子，
植野実，植野保子，鵜木美智子，梅井豊子，大月直美，大屋淑子，岡部文子，岡本
美知子，奥田利彦，奥田眞利子，片岡伊佐子，川口眞子，川見典子，河村明子，北
脇素子，木下潤子，木元啓子，河野曉美，小関美恵子，小林三千代，小堀とみ子，
権藤喬子，佐伯千世，佐野正子，佐渡美智子，重岡慶子，清水千朝，城地麗子，大
坊晴彦，髙畑洋子，武内良子，谷千江子，對馬敞，徳永美保子，泊美弥子，豊田尚
子，中井奈知子，仲川美代子，仲宗根せつ子，中谷和子，中谷啓，中山多喜子，西
川美恵子，西田照子，西村文子，野崎洋子，野田節子，野田幸子，橋山數子，服部
富子，繁澤敏子，平川久子，平野さち子，廣井洋子，廣岡節美，福田貞子，藤井和，
藤岡良子，藤川操，間生眞美，松田マチ子，三木明子，三島恒子，南尾伸子，宮内
吟子，三好登志男，三好泰子，森敏美，山崎陽子，山下正美，山本由記，吉川典子，
吉田一惠，米田泰代【四条畷市太極拳協会】相松克子，一ノ瀬由美子，伊藤よし子，
大上明，小沢幸枝，粕谷美知代，片山幸子，兼松玉枝，菊池澄子，岸本美智子，小
西裕紀子，相良富子，佐野勲，高瀬悦子，竹原孝一，田中伸忠，谷野るみこ，司城
通子，続木峰子，中川悦代，西田清江，畠和子，福嶋邦子，古川晴美，牧陽子，枡
井弘美，松本美智子，松本佳子，元山章，柳本香代子，山田町子，吉田律子，和田
弘子【昴太極拳協会】青木瑠璃子，秋山須美子，東康子，荒木百合子，荒下春江，
飯塚節子，池田幸子，池田やな枝，石田静子，石谷喜代，石原アキ子，泉弥生，井
関睦子，井出則子，井出恵美子，井戸初子，今西ひさえ，今村千津野，井本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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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紀子，上谷田美枝子，上中久子，内山美津代，江本園子，大木千代子，大島谷末，
太田清美，太田麻子，大辻桂子，岡野喜代子，奥野浚子，小沢まさ恵，落合小夜子，
落合康子，尾松豊子，垣内敏子，角田久子，梶谷三千子，勝部鎭，加藤紀子，加藤
智香子，金田勝子，加納淑子，亀多明子，仮屋ノブ子，川井美津子，河田孝子，河
村久栄，岸川明美，北野多津子，木村洋子，合田すみ子，小佐井ツユ子，小寺正子，
小西美代子，小早川作子，小渕葉子，斎賀浪子，酒井かよ子，阪井多佳子，坂浦典
代，坂本和子，酒向賀津子，迫田三千子，佐埜美幸，柴文代，芝田悦子，水津英代，
杉田千恵，鈴木洋子，鈴木加代子，関澄子，瀬戸口未南子，高木健之，高木清子，
髙田昌亮，高野美智子，高橋美津子，滝井安子，竹綱美喜子，田阪有里子，田中和
男，田中登喜枝，田中敬子，田中智子，田中香百合，田中淑恵，田中智子，千葉博
子，辻田和子，津田高明，寺地涼子，土海志津子，戸田智子，富田慶次，中嶋弥栄
子，中野加寿子，中野順子，中村博子，中村香代子，中村邦恵，難波勝子，西田美
子，西竹惠美子，西野知恵子，西村睦子，西矢正子，西矢育子，野村祥子，橋森良
子，長谷川冬美，畑川勝子，花岡主祐，濱崎貴美子，林知子，原田朋子，平尾郁子，
平本照子，藤井裕子，船谷登美子，堀内節子，前田真智子，牧野奈美，増井恵子，
松浦三枝子，松岡義朗，松宮眞子，松村節子，松本五十鈴，松本節子，間部陽子，
丸目智子，三浦順子，水井峰子，水谷英子，宮塚順子，三好富貴子，村田一，最上
ヤス子，森田孝子，安田冨美代，保田善子，梁川晃子，柳計佐子，山口幸子，山田
綾子，山元紀子，山本美代子，吉住すみえ，吉田千恵，吉田美弥子，吉田純子，葭
矢香代子，芳山信子，吉年博子，米倉保二，若佐幸子，和田冨美子，渡辺セイ子【住
之江太極拳倶楽部】植田隆穂，大塚博子，尾久葉広司，加藤喜己子，釜田昌之，釜
田鉄子，北浦清恵，木村美咲子，鈴木康友，田上勇子，瀧川成昭，檀浦澄江，西友
千賀子，湯浅悦子，横田直美【摂津太極拳倶楽部】相見京子，足立美智子，碇元多
香子，石田利雄，石原千恵子，磯川早苗，礒辺恵美子，乾一恵，井上紘子，井ノ本
真紀子，井村治子，沖野幸夫，景山晴美，加島敬子，鍛冶屋富士子，河田啓恵，古
閑淳子，後藤由美子，權田陽子，近藤光雄，酒井昌明，阪口哲夫，里美代子，佐藤

佐々木保江，篠原八千代，篠原まち子，篠原トモ子，島田ひとみ，末吉久美子，鈴
木秋枝，曽我和子，高雄千津子，高橋アヤ子，辰己真樹，立野たまよ，田辺和子，
田端知子，辻知代，辻野三佐子，当房礼子，百々隼，永江登代子，長尾治，中川佳
子，永國竜子，中辻寿美子，中峰セツ，中村郁子，中村恵子，納谷ハル，西川明子，
西田カズ子，西辻由美子，西中晴美，西野冨美香，西村小夜子，幅田京子，原野節
子，樋口マキ子，平尾照子，福嶋和代，藤原慶子，藤本かをり，藤原幸子，船田昭
子，古川恵子，前田幸子，前田靖子，牧ナツ，増田時美，松田妙子，松本明紀，松
本純枝，丸山恵子，水上キヌ子，溝川砂恵美，森久美子，森井真知子，森重淳子，
森田隆子，森山よし子，安栖敏裕，山崎晴美，山根寿美子，山本美佐子，結城万里
子，横田弘子，米田好美，渡辺真理子，Ｉ. Ｙ，Ｋ. Ｙ，Ｓ. Ｔ，Ｔ. Ｆ，Ｍ. Ｈ，Ｍ. Ｙ，
Ｙ. Ｋ，Ｙ. Ｙ【高槻太極拳協会】相川洋子，伊賀和子，池田典子，石田奈緒子，石
橋久子，井出哲成，伊藤敏子，井上年明，井上冨美子，上田美智子，占部豊，大西
牧子，小笠原豊彦，小笠原妙子，岡田正子，岡野和江，小川志津子，柿田登美子，
片岡忠晴，岸本多恵子，北方光次，紀之定静江，木村圭子，倉部奈緒美，黒須昭，
西園寺賢，齋藤茂樹，酒井あけみ，榊原政行，阪本幸子，佐藤雅子，澤村尚美，島
藤富子，助川明，助川裕子，鈴木教子，千住保子，大平淑子，竹村文子，田中華久
子，田村隆子，土屋志づか，中野幸，中村朝子，走出陽一，浜地ナツエ，林徳子，
平田清香，藤枝強，藤岡紀子，藤田まさ子，堀江恒雄，増田智恵，松尾正典，松川
裕，松田昌三，松本貞子，松本憲子，松本美枝，向井シズエ，本村廣巳，山内惇一，
山田光夫，山近清，山本みつ，吉田恭子，吉田良一，吉見喜久司，米井美津枝，高
槻太極拳協会【中国伝統武術太極拳 万桜会】青木美恵，青木洋子，麻田チエ子，
安達忠英，伊賀崎典子，池田和代，石倉愛子，板垣美津子，伊丹敬子，一宮義彰，
伊藤矜子，伊藤美代子，伊東正弘，井上セツ代，井ノ上祐樹，今本好恵，井本昌江，
岩﨑孝子，岩沢芳子，上田いずみ，上武和子，魚住一子，浦節子，大島衣惠，大竹
欽一，大野直子，鬼木佳子，梶並利光，梶並清美，金野三郎，川越邦彦，神田道子，
菊井芙紗子，北川幸雄，北脇素子，倉永智子，島西早苗，隅順恵，隅野和子，諏訪

和子，執行節子，芝啓子，島倉俊行，上運天順子，杉本郁男，須谷信子，須原美惠，
須原美恵，関川惠子，大道安代，高山郁代，滝野微依子，立浪好子，棚橋真由美，
辻富美子，辻井尚久，寺西莉莉，寺西莉莉，天元三枝子，長尾悦子，中島敬子，中
村由美，中山そよみ，奈良朝子，西田和代，西野和子，野沢博美，橋本明，濱初美，
林すみこ，樋口淑子，深水征俊，藤井典子，二瀬由紀子，増山照美，松島泰子，松
島張男，宮浦雅乃，宮田八重子，村上幸子，森内暁実，安平能子，山﨑伸子，山﨑
幸子，山崎佳子，山本洋子，吉田笑子，吉本初子，米田豊子，和田みやこ【泉北太
極拳クラブ】浅井鈴子，麻布哲雄，麻布和子，足立玲子，足立孝一，足立玲子，有
村直美，粟田洋子，池渕愛子，石川美智子，石川典子，石田二，石橋サカヱ，石橋
香，井上朝美，井庭洋子，伊禮幸子，岩井良一，岩﨑利男，岩永富代，植木俊彦，
上田安枝，海野久美子，榎並えつ子，遠藤静夫，老田良江，大浦東，大浦尚子，大
田眞利子，大年慶子，大橋美知子，岡野美沙子，沖胡トヨ子，沖野節子，荻野さよ，
奥田弘美，尾島重明，尾島幸子，小田洋子，落合敏江，音揃順子，筧洋子，片岡弘
子，片山誠治，加登喜代子，加藤和代，金子有美子，川添婦美代，河内俊彦，河内
美代子，川西千恵子，川端幸江，川辺弘子，菊地昭雄，菊地牧子，菊池靖子，岸谷
和子，木多美弥子，木多雅子，北村忠昭，木村のり子，木村昭夫，木元真矢，京谷
良子，倉橋町子，倉良滋子，栗本由紀，黒川毅，桑原りつ子，児玉正子，寿文代，
小山幹枝，斉藤喜久子，境幸子，坂口すみ子，笹川忠夫，佐々木千枝子，佐藤静子，
佐藤幸子，佐藤頼子，猿渡政子，澤村幹子，柴田順子，芝辻春美，島内みち子，城
井賀代子，新川貞恵，新宮領勝，新宮領美智子，新谷勝美，新谷寛幸，新免幸子，
杉原みどり，杉山里美，鈴木洋子，鈴木圭子，芹ヶ野順子，善野令子，高木友代，
髙島サヨ子，高辻敏恵，高野義彦，高野真喜，高橋弘子，高橋武子，竹田宣子，武
知玉子，竹中フミ子，多胡州子，巽悦子，舘川純子，田中和子，谷本篤史，辻すみ
れ，中井隆，永井恵子，中尾千代子，中川友子，中島和子，中村則子，中村敬子，
西岡紀美子，西上静代，西野絹子，西畑禮子，西山純子，丹羽よし子，丹羽喜好，
野田章子，乗次久美江，橋本喜美子，畑野桂子，羽根侑子，浜口瞳，濱崎妙子，坂
東光代，東野眞紀子，東山恵里子，比曽正枝，日之内美津子，平川静枝，深谷弥栄
子，福岡セツヨ，福島まつゑ，福原みち子，藤島公子，藤田絢子，藤丸光市，藤原
美津子，藤原悦子，藤原幸子，古野和香，古谷智恵，細川幸子，細谷久子，前田冨
美子，前田良光，前田てるみ，前野喜代美，益田美恵子，益田佳和，松岡幸子，松
下道枝，松島登志江，松田美雪，松田初子，松本千代子，真𡽶順恵，真𡽶一郎，丸
尾和子，丸岡永己子，丸谷幸子，水谷徳子，宮井順子，宮田治代，宮村敦子，明星
信子，村功，村中優子，室田妙子，米良文子，森久代，森岡孝野，森岡幸雄，森﨑
佐知子，森下和子，森本友枝，守屋操，八木光子，八木由美子，薮美恵子，籔本正
人，山りつ子，山口伸子，山口道子，山口洋子，山﨑みどり，山田由美子，山田保
子，山本勝子，山本壽雄，吉田朋子，吉田喜世美，吉永久美子，与世田美津子，与
世田博之，吉年啓子，米地紀美子，和田美子，渡辺カネミ【太極拳交野普及交流会】
井野善史，垣内廣子，上久保昌子，岸本康宏，木村良太郎，坂本恵美子，新開美和
子，進士サヨ子，大門寿美江，髙橋喜久子，竹内和代，竹本好子，谷眞佐江，谷村
寛，長尾嘉夫，中治淑子，長嶋三千代，松居敬子，蓑毛絹枝，三宅フジ子，向井信
子，向井利子，安田厚子，山川ヱツ子，山本茂，山本和子【太極拳普及団体九龍会】
朝比奈みちこ，天堀眞紗子，池治寿嘉子，井阪郁子，井阪聖子，出原久美子，井上
敬次，井ノ坂トシ子，上野千恵子，宇澤俊江，内田光代，内良登美子，戎野佳子，
遠藤恭子，太田善夫，大橋洋子，大宮美代子，大谷預始子，尾尻君恵，越智由利子，
柏木典子，片桐唆代子，加藤歌子，神倉里美，川崎裕子，川出八重子，川西良一，
河野勝子，河村和衛，菊吉純子，北岡佐知子，北垣内ゆきこ，北川壽壽代，北野幸
美，北野神都子，倉田富美子，倉本芳廣，黒川キヌ子，小井土栄子，小迫公美子，
児島千代子，薦田さえこ，近藤紀子，坂倉慶子，坂倉サチ子，坂本智子，佐倉康彦，

國子，高岡淳子，高岡ふみ代，高岡唯美子，立山喜久子，田中照美，田中ゆり子，
田中きのえ，田中洋子，谷いづみ，玉越妙子，塚本加代，辻沢和子，寺岸春子，寺
田良子，栃本佐智子，中崎信江，仲島千代，仲嶋美枝，仲嶋美華，仲嶋栄春，仲田
まり子，中村博子，西井美代子，西川彬，西畑伸子，能間信子，野上久美子，野田
和代，野村三和子，伯井豊美，橋本好弘，服部阿岐子，羽渕喜久子，濱美紗子，伴
野恵美子，東野眞紀子，久富明子，福光和子，藤嶋邦明，藤原ヒサノ，札野騰，二
間瀬佐代子，古川愛子，古川忠典，古川慶子，古川敏子，細見初江，堀尾敬，松尾
信子，松田美佐子，松林トミ子，松本操，水田浩，溝田美知子，南貞雄，南貞雄，
宮脇みどり，村井孝子，室島正和，森影則，森美奈子，森アヤ，森口紗里，森口有
里，森口瑠美子，森下和子，森本文子，安原禎子，薮内詢子，薮内義明，山口東洋
子，山野郁子，山本裕司，山脇幸子，横田美佐子，吉村喜代美【特定非営利活動法
人日本健康太極拳協会大阪府支部】井澤章子，市川設代，加来初子，片山美智子，
迫田多嘉子，里唯子，瀬戸房子，高橋君江，藤原雅代，堀壽美子【なみはや武術太
極拳研究会】安孫子泰子，荒井伸次，有木邦子，安藤弘子，池田佳津子，岩本くみ
こ，植木由里香，上坂玲子，宇野基子，大平春代，岡部和子，小澤いづみ，小田敦
子，尾田千尋，越智秀明，越智賀代子，笠田幹子，笠田幹子，神野昌，寒川みつこ，
木本幸子，清川忠人，久貝裕子，桜井義弘，島﨑陸子，島袋珠子，清水滋，下田サ
チ子，代正弘，高島能子，高橋佐知子，玉置照代，田村清美，塚田美恒，土橋忠，
遠嶋フミヨ，遠嶋フミヨ，豊田洋子，中西園江，中村信子，中村アツ子，西田かよ
子，花咲美智子，早川以千子，林みゆき，東浦弘江，東浦利昌，東浦秀子，樋口蓉
子，久本芙沙子，福園里津子，藤井和子，前田朋子，又井昭子，松島文美，松島優
子，南房子，美濃部章子，宮口トシ子，宮道アイ子，宮本愃，元平清美，森雅子，
森久子，森田正三，森田美代子，山口育子，由比浜よし子，横田昭子，横田昭一，
吉川洋子，吉田修二，米田享代，米谷れい【寝屋川市太極拳協会】浅田俊子，荒本
恵子，石澤哲，市場谷幸保，一階しづよ，今西康子，上松登志子，大西よしこ，岡
田奈美子，加藤郁子，川瀬弘子，河野由紀子，川端眞千子，岸田ひさ子，喜多加代
子，栗田登美子，黒井トシ子，小島さえ子，兒玉幸子，兒玉幸子，柴野光子，嶋本
スエ子，下則己，須川篤子，杉本和子，鈴木郁子，寺西史郎，長尾栄司，中谷康代，
中野美佐子，中東妙子，中村麗子，中村重太郎，中村扶美枝，畑瀬博，樋口敦子，
平松和子，藤田瑤子，藤立照子，前田清子，松平幸夫，松本ヒロミ，丸野茂登子，
森脇正裕，山口幸子，山下みどり，山本靖子，山本順子，横山久仁恵，萬保子【万
代池太極拳】赤尾芳光，浅田靖子，阿瀨川喜美，新井リンダ，有泉陽子，有村和子，
石田美根子，石田節子，清水久美子，板羽省三，板羽照子，伊藤まさ子，伊波福子，
今井忠男，今井節子，今井義宏，岩崎咲子，岩本浩嗣，上田貞任，大上八千代，大
村伊久雄，小笠進，岡田年雄，小河ヒロ子，奥田幸子，奥田慶子，尾久葉広司，尾
辻幸男，隆琦元子，片岡正枝，桂川喜代子，金尾喜和，狩野道子，神谷京子，亀山
喜代子，川上敏子，河内京子，川端イツ子，川畑美津子，鬼海公代，岸本篤代，北
浦かづ子，北岡松子，木谷千代美，木下保子，久保田澄子，黒田正樹，小坂正守，
小山幸枝，小松房子，小山一恵，斉藤政江，坂元光子，坂本和子，櫻井久江，寒川
純子，澤本薫，潮見タツヱ，須﨑芳恵，隅蔵文，千住タミ子，千住勉，高田福子，
高見和枝，瀧原千鶴子，竹内泰子，竹谷雄次，立花加代子，田中チヨ子，田中広子，
田中喜久子，谷岡文香，丹川松子，智原尚子，辻太郎，坪井美代子，鶴見裕美子，
遠矢敦代，斗々廣子，友田明子，鳥居三知子，永井保子，中垣啓子，中出尚子，中
村孝子，中村和美，鍋島靖子，鍋島康子，西川チエミ，西田悦子，西野緑，丹羽咲
子，野田玲子，芭阿画ウィリアム，比嘉小夜子，平井明美，平岡竹美，平山茂樹，
ビルバーガー，福田和枝，福原和子，藤井美知，藤岡久美子，藤田千恵子，船越重
子，古川加代子，細川治尋，本地須美恵，松尾征治，松下美智子，松嶋富枝，松村
禮子，松村涼子，松本靖夫，松本清子，村田健二，森加代子，森口勝巳，森口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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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和代，森田律子，森田茂，山下明美，山田証司，山本フミ子，山本アケ子，山
本新子，山本嘉代子，横江敏江，横野祥子，吉岡広美，吉田浩美，米田昌子，和田
明美，和田正子，万代池太極拳【東大阪太極拳同好会】荒木安子，泉歌子，植田世
津子，大橋紀代子，兼村美紗緒，佐々木幸子，高井保，髙橋房子，土井千枝美，中
島悦子，中田洋子，藤本陽子，細川芳子，堀川賀世子，前田仲子，森本雅晴，森本
千佳子，山口正子【枚方牧野太極拳はなみずき】伊東千代子，井之上薫，井端和子，
大木由紀子，岡島美津子，春日妙子，川口真澄，木上典子，北田澄江，草野佳代子，
佐々木悦子，白井美恵子，田上文麿，利根信子，西村玲子，野口喜代子，日高将子，
藤岡加津子，米花美鈴，松本静恵，水嶋文枝，水瀬美枝子，森下千賀代，山下和美，
吉田郁恵【松原太極拳協会】飯田ワカ子，石部喜美江，市村れい子，猪木弘子，大
谷恭子，小椋時子，角野貞夫，神崎尚美，金升安，久保稔子，幸谷美代子，小森美
智子，澤世津子，柴田延子，庄門悦子，竹中喜久子，都築南夫，土肥桂子，中村治
子，中村英昭，中村安江，中本幸子，野﨑トシ子，野本八恵子，伴節子，福井一雄，
古澤忠一，堀和子，味元照子，村田勇，諸正智才，諸正啓子，矢谷征子，山口幹雄，
山口節子，山本昌宏，山元壽子，和田和明，松原太極拳協会【みくに太極拳倶楽部】
阿部正江，遠藤裕美，遠藤茂，小関富美子，勝木正子，金子幸江，金子晴美，河江
百合子，桑野郁子，志田雅美，竹中多津子，知念かおり，土屋夫慈江，永井正志，
永井康子，長谷川博子，三浦民，横山よしい，米田仁弥，渡辺ヨリ子【南大阪太極
拳団体協議会】浅野悦子，飯田昌子，井阪れい子，伊藤玲子，大畑美和，大町春子，
梶上育恵，梶上正毅，片岡美佐子，加納十美子，河合弘子，菊セツ子，桑田五百子，
高橋慶子，田中君代，田辺あけみ，辻田てる美，西岡能冨子，西野京子，西村和巳，
根岸一夫，橋本久美子，藤村満代，船度佐起子，松谷ちづる，松浪愛子，眞東貞子，
眞東美邦，水野喜久代，溝口千代子，道本永子，村上田鶴子，森田美恵子，山川は
るみ，山崎フサエ，山下和子，山中通子，和田康子，和藤久美 泉佐野太極拳同好
会 池永勝彦，馬野重伸，奥田敬子，金物谷早苗，木村礼子，酒井保明，古川進一，
古川恵子，古谷能明，古谷二三男，南忠夫，山﨑壽久，山下友子 貝塚太極拳クラ
ブ 竹田竹義，山中，貝塚太極拳クラブ 代表 竹田竹義 貝塚浜手地区公民館太
極拳クラブ 梅海洋子，大森英樹，小原良秀，菰下美和子，竹内章，田中富恵，谷
景子，辻川末美，渡口文世，七村育子，西野清巳，伯川ゆき子，福永和子，福永厚子，
宮地正 貝塚山手地区公民館太極拳クラブ 貝塚山手地区公民館太極拳クラブ 功夫
クラブ 功夫クラブ 岸和田太極拳倶楽部 旭公民館Ⅰ部 代表 古匠幸江，旭公民
館Ⅱ部 代表 行治子，夜来香クラブ 代表 小川米子，極美クラブ 代表 田中
アキ子 熊取龍友太極拳クラブ 熊取龍友太極拳クラブ 上海楊式 上海楊式 泉
南太極拳同好会 泉南太極拳同好会 代表 井出忠弘 34名 長南公民館太極拳ク
ラブ 長南公民館太極拳クラブ 太極健身クラブ 有真香公民館18名，忠岡文化会
館21名，常盤青少年会館23名，南大阪太極拳団体協議会【南松原太極拳クラブ】青
谷勝美，安部昌子，石田蓉子，出下貞代，伊藤洋子，乾貴美子，岩橋信子，植木司
郎，上田定子，上谷洋子，内田和子，榎本富美子，大槻弘恵，岡田愛子，奥村久仁
子，鹿嶋一子，鹿嶋武俊，勝又寿実，兼澤智江子，神谷幸，川村徳太郎，菊地和子，
喜多昭子，北野江里，亀甲弘子，小池弘美，小林勝子，小森千賀子，権野かよ子，
坂口昭代，佐川徳子，佐川和子，桜井ミチ子，塩見恵子，獅野賢，柴田美也子，島
袋光子，下田協子，鈴江佐智子，鈴木寿子，十川美代子，田口紀久子，竹林満子，
竹本美恵子，田中節子，千原安子，堤和子，堤冨美夫，寺本敏子，土佐晴美，鳥津
ヒト美，長嶺光子，鳴川昭子，西沢君子，西田登志子，野首タカ子，土師由起枝，
橋詰幸子，林美智子，原美津子，伴順子，兵部廣子，平福みちこ，藤元善子，藤好
美幸，古川晴美，堀田清子，前田フヂ子，正木玉枝，松本道代，三浦静，南直代，
宮田タイ子，三家丸栄東子，本山美津江，門口正善，安野利重，柳井妙子，山岡好
子，山田栄子，山田征子，湯川美代子，横山亨子，吉田分子，吉村政子，吉村安子，
和田和明，渡辺幹枝【孟村拳術社】加藤愛子，川中孝史，周佐英徳，村岡浩，山田
将巧，吉﨑友美，吉田千鶴美【守口市太極拳協会】東光明，東正子，天田晴美，有
家成子，池内淳子，石塚ヒロ子，石原和子，石丸美砂子，伊藤英，入口豊，岩本帛
子，岩本美代子，上田和代，内田光子，大川孝子，大下喜代子，大島和美，岡田恵
美子，岡野洋子，岡本悦子，柏原幸雄，金津ヒロミ，亀田玲子，川口了子，河田圭
子，神田治美，北川泰子，北田清，工藤フサコ，国広静子，熊澤美知子，熊屋英子，
玄順子，後藤久美子，小林静子，斉藤美智子，坂口マツ子，佐々木良子，佐々木國
子，篠原京子，芝絹代，芝野敏子，清水滋人，清水民子，白石満子，白石英也，鈴
井博子，善野明美，田川和子，滝沢タキ子，竹市操枝，竹内みちゑ，武島幸子，竹
中三代子，田中祥子，田中典子，田中禮子，田中祥子，谷口千恵子，樽谷清子，辻
敬子，津田峰子，土屋シゲ子，遠嶋フミヨ，冨島在子，豊田久仁子，内藤陽子，永
江史朗，永田千鶴子，中谷恭子，中西タミノ，中間広美，中本良子，西野洋子，西
村民雄，西本利夫，長谷川明子，濱上勲，浜脇一夫，原田恵子，平井弘美，深江道
代，福井光子，福尾敏幸，福田小織，藤岡靖代，藤元シノブ，藤原こよ，古木一夫，
古田由美，堀桂子，前田喜代美，松浦十喜，松本恵美子，水戸口美智子，皆見治美，
峯畑和代，宮下美保子，村居和子，村田桂子，持田保子，森春美，山内和子，山口
恵美子，山口量三，山﨑五恵，山崎道雄，山田善雄，山本義治，山本博昭，山本敏
昭，山本恭子，吉澤能子，吉田恵美子，吉廣夏生，守口市太極拳協会【門真市太極
拳協会】天野晴美，荒本恵子，飯島靖子，池田喜美代，池本善子，井坂多恵子，板
敷サミ子，指宿荿子，岩井勝子，上野厚子，植野和子，大島時子，大津幸信，岡本
安津子，奥田潤子，奥村みよ子，尾上つね子，片山博，金子ルリ子，上東恵子，川
居繁男，河西紀子，川本佳代，神崎あつ子，越野崇子，佐々木静子，角樋克利，髙
橋正子，武内美佐子，田中登，辻川淳子，辻本成礼，常木迪子，徳田五十鈴，戸田
和江，中岡久子，夏原とし子，西岡幸子，西口恵美子，西田サヨミ，西田治恵子，
波部美江子，浜島智恵子，東口ミヨ子，東口啓三，樋口操子，平井敦子，平尾益子，
平野幸子，平野幸子，水口知子，山崎義幸【龍美太極拳倶楽部】秋月加容子，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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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津子，上野泰子，門田靖子，兼松吉子，北川千鶴子，北口安子，粉河道子，杉原
恵美子，多田瞳，辻泰子，辻靖子，仲井敦子，永田幸子，中津康子，野方富美子，
日野早苗，福元真知子，又井昭子，松谷悦子，宮島キサエ，宮本千恵子，龍美太極
拳倶楽部 吉田修子【楽悠太極拳クラブ】江川清太郎，吉條しぐれ，釘本礼子，小
寺和枝，五島謙治郎，斉藤淳美，坂出健二，島村和代，清水利津子，竹内千津子，
田中妙子，谷村文子，玉置美紀子，寺前五郎，寺山義子，鳥羽英輔，長江徳子，中
野憲子，長束久子，祢宜純子，袴田百合子，広木洋子，向井幸子，山田淳子【枚方
太極拳同好会】枚方太極拳同好会【NPO法人大阪太極拳協会】NPO法人大阪太極
拳協会【河内長野太極拳クラブ】河内長野太極拳クラブ【熊取龍友太極拳クラブ】
希望が丘太極拳クラブ，自由が丘太極拳クラブ，チームシルバードリーム，若葉太
極拳同好会（悠々）
【神戸中国武術協会大阪府支部】神戸中国武術協会大阪支部77
人【太極拳枚方爽健クラブ】太極拳枚方爽健クラブ【枚方樟葉太極拳クラブ】枚方
樟葉太極拳クラブ
【明石市太極拳協会】秋山文子，阿久津洋子，東八
兵庫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重子，安達美代子，安達千代子，荒井雄市，荒井
洋子，新玉一枝，飯田美喜子，生田昱惟，池野順子，石井澄子，稲垣元重，稲垣明
美，犬塚妙子，犬伏由美子，井上えみ子，井上百合子，今泉フサヱ，今枝小夜子，
岩佐吉一，岩野鎮雄，岩本浩，上田えみ，植田君代，植山捷子，内田真砂，瓜生淑
子，榎本紀美子，大久保幸子，大沢ナミ子，大沢恵里子，大西末美，大野涼子，岡
井とし子，岡崎佳世，小笠原早苗，小縣記美世，岡松美智子，小川芳養見，起塚恵
子，乙井末治，柏木芳子，梶原まき子，勝田きぬ子，勝野浩一，門田美幸，角野稔，
上村一美，茅嶌ひろ子，河田温枝，雁長和枝，木村きよみ，久保智恵子，倉本睦子，
小出和子，小島佳子，小島和枝，小谷郁代，後藤輝子，後藤恭子，小松泰子，近藤
公子，斉藤友枝，酒井忠和，坂本苓子，桜木整子，佐田照美，佐藤静恵，澤田康子，
塩見弘子，塩見勝弘，島田五郎，清水ハルエ，下津昌子，進藤美津子，神内貞子，
杉本恭子，角野伊都子，髙橋睦子，髙橋節子，髙橋俊雄，田口ゆり，武田すが子，
竹谷朱美，竹元照代，田下とよ子，立和名和子，辰巳浩司，伊達日出美，田中勝也，
田中昌子，田中和子，田中やちよ，種田広子，田渕和子，田水長英，段和子，十河
ふさ子，豊住和気子，豊田稔，永井千恵子，中塚宗佑，中道律子，長宗市子，中村
裕冨子，中村玲子，新名二郎，西尾耀子，西河清，西川泰子，西川康子，西川潤，
西中満寿子，橋本弘枝，橋本清美，波多野芳子，服部文子，服部一政，花栗千賀子，
濱田平子，林多嘉子，平崎陽子，福田伊三治，藤井丘，藤本三千世，藤本道美，藤
原裕美子，古田増江，前田吉裕，前田瑞子，前田昌敏，桝田昭子，松下芳子，松原
かよ子，三浦克子，三上育代，三島敦子，宮崎悦子，宮本ヨリ子，村本美津子，本
城ツル，森岡順子，森園順子，森本いつ子，森本江美子，柳田照子，山際好子，山
崎伸恵，山田美智子，山田公子，山本富美江，山本町子，山本知子，山本磨也，吉
田正子，吉谷光代，梁秋敏，和田妙子，渡部世志恵，渡辺尚子，匿名４名，明石市
太極拳協会，大蔵コミセン教室，勤労福祉（月曜日）一同，サンライフ教室，市民
ホール（らぽす月曜教室）一同，ラポス（火）教室有志【明石太練クラブ】阿江弘
子，荒井良一，池田洋子，池田紀年，石井清恵，伊東進，伊藤志げ子，井上皓一郎，
井上裕行，井上一成，岩﨑三彌太，岩田三紗子，岩田三沙子，上田豊美，碓井寿美
子，大中俊男，大中八重子，大野滸，生頼芳春，岡川千恵子，岡田隆司，岡本千歳，
納恵子，金山賀重子，河内幸子，川口秀子，川原和彦，喜入幸子，木阪咲子，北田
幸子，楠本美紀，久保勝彦，栗原道恵，黒木圭子，髙坂陽太郎，髙坂喜代子，小柴
美代子，小椋ヨシ子，小林陽子，小林さち子，近藤昌子，紺家弘子，紺家ふさ子，
斉藤光子，坂武夫，坂本道人，相良登志子，佐々木君代，佐藤昭，芝原隆一，芝原
ちえ子，島崎好枝，生田和子，白石久栄，高尾千鶴子，髙橋和子，高橋仁美，竹内
等，谷口美千代，永井順子，中内陽子，長江豊，中安房子，中山厚，永山照子，野
田悦子，比良富美子，福間昭江，藤井明美，藤田永津子，藤田三郎，藤原明子，堀
江三千代，堀本喜代子，松本武城，丸山淳子，水田寿賀子，宮永光子，村山宣子，
持田直美，森好太郎，森本みつ子，矢尾ひろみ，矢尾秀雄，八木才子，八木一夫，
山越康博，山根敬喜，山本道子，吉谷喜美子【尼崎太極拳協会】赤根安代，騰和美，
騰真由美，騰正洋，騰幸恵，騰正則，天羽裕津子，池口真代，池口侑花，市橋八重
子，井戸眞弓，井上アサ子，上村一美，大野一恵，大山静香，岡美智子，岡田護，
岡村豊子，小川誠和，小関忠憲，越智誉敏，小野哲嗣，小野邦子，柏木スズ子，金
子和恵，金常ゆうこ，川口雅代，川口公子，川又康子，北林玖美子，城戸多津子，
清本和代，黒川真澄，黒川篤子，黒木文子，小林岸江，酒井和子，笹原千代子，佐
藤幸雄，佐野順子，軸屋鶴枝，柴山紀子，渋谷謙，島本早恵，清水賀代美，下境田
富枝，下境田富枝，下境田幹夫，新宮匡，杉田ヒサ子，鈴木恵子，瀬口文江，高岡
憲子，髙木泰子，髙木泰子，高畑綾子，高畑綾子，髙山祐子，竹下洋子，田中陽子，
田中栄子，田中弘，田中素子，谷哲男，千葉由美子，津野和代，鶴山のぶ子，東條
洋子，外村洋子，中井照子，中尾孝子，長尾照子，中嶋一枝，中間美和子，中村佳
苗，中山和子，西辻佳永，橋本みどり，橋本佳子，花岡恵美，馬場悦子，林京子，
林原憲子，原田昭子，廣井尋美，福井裕，福岡隆造，藤原節子，槇尾和子，松木房
子，松﨑和子，松本三枝，三浦由紀恵，三木千富美，宮崎マツ子，村上晴美，本吉
貴志，森川靖子，森口トア子，森本準子，八木千鶴，安岡逸子，山崎光子，山下正，
山田正恵，山中良子，豊喜久恵，豊喜久恵，吉岡恒久，吉宗晶子，李愛順，渡部律
子，尼崎太極拳くらぶ，太極拳希望塾一同【伊丹太極拳協会】麻田勝子，足羽登喜
子，安達恵理子，足立貴美代，安達和美，足立佳津子，穴瀨和子，荒井芳子，池田
歌子，石川淑子，石田敬子，石原愃，磯脇節子，糸谷恒一，井上喜代子，井間峰子，
今井真理，今野三津子，岩定正，岩田テル子，植田晋旦，上田厚子，上山恒子，羽
坂清美，梅本文江，江本充生，大浦弘子，大塩妙子，大竹宮子，大歳育子，大西章
子，大吉智也子，岡﨑澄江，岡田さよ子，岡田喜代子，岡野真澄，岡部小夜子，岡
村豊子，岡本良子，小川美貴子，小川すみ子，小坂田朝子，尾崎ミツ子，尾﨑賀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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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小野由美子，加里裕子，梶原光行，鹿島栄子，柏木勲，柏木悦子，和本かずえ，
片山典子，金丸繁子，金丸武志，蒲地三郎，亀井令子，仮屋日佐代，川口倫子，河
端貴代子，河原美佐子，韓惠仁，北治代，喜多村完，北村耐子，木下しま子，木村
美智子，木村千佳代，木村純子，木村厚子，木村美智子，木山勇子，清原貴子，久
保川知，栗田礼子，黒岩嘉子，小城又夫，小城洋子，小坪克子，古藤治子，後藤栄
二，後藤小夜子，後藤孝子，小林ハナヱ，小林与吉，小林雪枝，小山欽悦，小山志
朗，小山玉江，斉藤鈴代，阪井幸代，酒居路代，坂本貞子，﨑田世津子，佐倉サカ
ヱ，笹原幸惠，澤村洋子，重長とし子，重信森里，島巴，島田竜男，下村睦子，庄
田由利，白井綾子，末次雅子，鈴木雅晴，鈴木栄子，鈴木登喜子，須磨和子，関原
照子，高澤孝司，鷹野洋実，高橋冨美子，高橋紀美子，滝邦子，竹内公子，竹中富
子，竹村裕子，多谷久美江，田中佳子，田中稔子，田中恵三子，田中友子，田中一
代，田辺弘江，谷茂子，谷垣フサ子，谷口陽三，谷光洋子，谷光洋子，團朝代，知
名広美，茶木晴子，塚本誠一，辻ひとみ，辻右子，筒井君枝，津村順子，鄭淑華，
寺内和子，寺谷恵美子，戸井千代子，東山栄子，都倉征子，土手久栄，渡名喜まさ
子，豊田みか，中井千津子，中川三代子，長澤博子，中島知津江，中嶋弘，中島弘
子，中田なみ子，中西康子，中西タカ子，中西時代，中原圭子，中道謙二，中村泰
子，中村雅子，仲村シズ子，中村静代，中山加代子，中山あつ子，名取宏子，西﨑
節子，西田孝子，西村仁代，西本文男，西本久子，西本敦子，野久尾久子，野田英
子，拝野篤，萩原美枝子，長谷政子，畑美知子，服部信子，服部知世野，花谷博子，
濱口みさを，林美智子，林知子，原田昭子，稗嶋進，樋口俊夫，久恒裕子，平島矩
子，平山清隆，福岡功子，福田あさ子，藤井恵子，藤田瑠美子，藤村タケ子，藤原
陏子，船見美佐子，古川美代子，古澤照子，保地之忠，細谷律子，堀田ヤス子，前
田千恵子，前田正枝，松井あゆみ，松尾美代子，松下登美子，松下嘉津子，松田治
子，松永せつ，松原正蔵，松本千恵子，馬原和美，三浦郁子，宮武トモ子，麦田美
智子，六山悦子，村上敏展，村上ますみ，村上純子，森辰子，森岡芳子，森岡みど
り，森川ユミ子，守川典子，森田美和子，森本磨智子，八木弘子，山浦忠治，山崎
祐子，山田康子，山田裕子，山中枝利子，山本知鶴子，矢本トク子，矢山邦治，吉
田泰子，吉永洋子，芳野洋子，吉森忠弘，脇本和子，渡辺民枝，渡邉真裕美【佐用
太極拳協会】安黒晴子，伊藤和子，植田いく子，岡田伸二郎，鎌井弥生，川本早苗，
木澤美登里，岸本亜由美，木村正照，熊渕和幸，後藤久美，小林純子，作田千賀子，
庄裕子，田中美由紀，田中美由紀，谷本学，谷本里美，土居茂子，中岡広継，中谷
智子，難波みさ子，西塚千賀子，長谷川賢一，阪東啓子，福井澄子，福田厚子，前
川福美，前田民子，前田浩美，溝脇宗哉，盛岡鈴佳，森本光男，安原みちる，吉川
千鶴【三田太極拳協会】朝倉宏詞，穴口和美，新井法江，荒尾愛子，有賀勇，飯尾
久美代，飯田民子，生駒義和，石黒きぬ子，石田町子，石飛茂子，石橋明美，石原
千恵，石村泰子，伊勢嶋美智子，伊藤美恵子，伊藤公一，井東和子，稲角妙子，井
上りえ，井之上照美，今村芳江，今村孝子，飯領田夫美子，岩根弥生，岩松友里子，
上中好子，上原房子，内田眞知子，榎本寿子，大倉みつ子，太田良子，太田里子，
大野洋子，大橋正，大橋純子，大前絹代，大森重美，岡邦子，小笠原寿子，岡田晶
子，岡田時枝，岡村幾代，岡本祐子，小川栄，荻坂智美，尾崎三枝子，小田原美栄
子，小原多津子，勝田美江子，加藤尚，川島智子，鴨田一美，川本容子，神田由紀，
木戸ひとみ，木南裕子，木下千代子，木下香里，金野茂子，久藤博子，國見美子，
久見瀬順子，鞍馬敦子，黒瀬博子，香西涼子，小坂奈緒美，後藤美恵子，後藤ヱツ
子，小中祐子，小畠睦，言上栄子，近藤妙子，齋藤都恵，三枝一子，酒井千恵美，
坂野明子，笹山みどり，佐生清代，佐竹香，真田和子，繁田典子，柴崎邦子，柴田
玲子，志水正直，地村美保子，下妻珠子，白石敏子，菅ひとみ，菅尾有友，杉山元
治，鈴木由貴子，住友正和，住野さなえ，髙居純子，髙岡和代，高崎芳徳，高橋隆
治，高橋光代，髙橋恵子，竹内弘子，竹内晴子，竹村乙女，竹森美智子，竹安信子，
田中恵子，田中紀子，谷垣記美代，田畑信子，田港明子，為平光己，恒川幸子，寺
川奈津子，寺本美智子，德永和磨，徳山更恵，冨岡トシ子，冨田和美，冨田政雄，
冨田昭子，豊田玲子，中島玉絵，長島美樹，中松由美，中村くに子，中山雪絵，中
山匡，中山房子，中山哲行，生瀬陽三，西岡眞里子，西川とも子，西本真理子，新
田尚美，野田あさ子，野々村町子，萩原美和，橋野のり子，長谷川京子，畑末伸子，
浜由美，春井裕美，伴野幸子，東浦洋子，平山洋美，福井真由実，福西亮子，藤井
仁美，藤本雅和，古川眞由美，堀井宗和，堀内恵子，堀川敞三，牧章子，真喜屋実
治，増山レイ子，松浦洋子，松尾澄子，松野祥江，松葉博明，松本好子，松本崇，
松本美智子，松森節子，丸山視英子，円山アンナ，水谷真智子，三田村京子，宮川
恒子，三宅正子，宮本敏子，宮山美佐子，村田満津子，村田みゆき，村松静子，森
田自由子，森田勝，森本朱美，八木信江，谷津邦子，矢野啓子，山尾美香，山口妙
子，山崎悦子，山下喬，山本節子，横山美子，吉岡佳美，吉川充子，吉川智子，吉
川信子，吉田幸代，四元加代子，米澤容子，渡部千草【太極拳あすなろ会】赤松幸
子，秋山ひとみ，浅倉克保，浅田和子，朝日みや子，足立知一，足立しづ子，足立
はつみ，安達圭子，足立美佐子，阿保ひふみ，安保美嬉子，荒川留美子，飯尾恵津
子，石川君子，石田佳奈，伊地智美知子，石坪重子，石橋重子，市川洋子，伊地智
弘美，井藤博子，伊藤一美，井藤篤子，稲岡ひろ美，稲川節子，井上明美，井上美
紀，井上かつ代，今井幸子，今津義広，今村明美，今村由美子，岩本名奈，宇上京
子，内海稔子，榎本美智代，大江明美，大谷道子，大西ひろ子，大野裕子，岡田妙
子，岡本純子，岡本千代栄，岡本百合子，奥谷葉子，奥野節子，奥村宏子，桶生芳
枝，尾﨑要，小畑馨，笠谷陽子，梶原康子，片山美也子，加藤由起子，加藤清美，
金谷貴美子，神鳥冨美子，亀村由紀子，川嶋芳重，川瀬勝代，川邉みち子，川本孝
子，貫田菜穂子，木内康彦，岸田邦子，北川峯子，北村文雄，木原栄子，桐月秀子，
桐山照美，日下紀美恵，日下時子，楠田篤，栗田美智子，栗原百合子，幸岡綾乃，
幸木一乃，河野広子，小島雅子，小島正子，小林美穂，小林ことえ，小林美智子，
小林幸子，駒井司江，小森悦子，斉賀郁子，才木喜久子，斉藤勝代，佐伯和美，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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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照子，﨑晴美，崎尾順子，佐竹早苗，佐野和美，沢田永子，塩見博己，篠原初
子，芝地裕子，柴原幸枝，渋谷立子，嶋田光子，島村みさこ，清水百合子，清水明
美，清水福美，清水和子，白岩範道，杉立澄子，須野倫子，瀬川明美，関美佐子，
瀬崎洋子，瀬崎順子，高美知子，髙内志乃，高島千枝，髙橋敏子，高橋典子，高橋
崇子，高橋夏子，竹国陽子，武田志佳子，武村智恵子，竹元都子，但馬昌子，多田
美智子，達富富美子，立川京子，田中正紀，田中誠夫，田中好美，田中妙子，田中
祥子，田中洋子，田中那都子，田中久子，谷口敏昭，谷口玲子，谷田恵美子，谷田
貴子，谷部恵美子，田村君子，塚本裕子，月本陽蔵，辻美代子，筒井久子，堤美子，
坪木公子，堂本昌彌，冨田悦子，中井美和子，中川力雄，永澤洋子，永澤文代，中
島敬子，中島芙巳子，中田葉子，中谷尚子，中野昌代，中野信子，中村雪江，中山
厚子，中山和代，成田由利子，西ひとみ，西村さとみ，能見よし美，能見洋子，能
登照美，萩原聰郎，橋本晴夫，橋本恵子，橋本紀子，橋本辰夫，橋本景子，橋本正
信，羽渕多津子，林茂弓，樋口和夫，平松知永，深山津代美，福田かつ代，藤田明
治郎，藤原慶子，藤原美香子，船越寿子，古家敬子，古田秀子，古谷明日香，古屋
茂美，掃本美千子，細見良子，細見惠子，堀川みどり，本田仁美，増田節子，松井
恵子，松尾明美，松川ミチル，松田聡子，松本好子，松本文子，松山トミ，三浦美
代子，三上まり子，水上初美，水嶋美津子，水田民子，村岡貴美子，村上春美，村
田博之，森康弘，森岡恵子，森垣朋子，八木頼子，夜久盛三郎，安居文子，安田る
り子，山川里美，山口真理子，山口逸也，山口美津子，山崎道子，山下ゆき子，山
添哲也，山田悦子，山田美重子，山田千恵子，山野綾子，山本真佐乃，山本えり子，
弓削泉実，吉高瑞穂，吉谷美春，米田たつ子，劉清貴，若畑優子，脇本ひとみ，和
田秋子，和田勢喜子，渡辺千代子【太極拳あゆみ会】青木芙佐子，浅中静子，新川
隆昭，有方佳代子，伊吹厚子，今村富美子，浦下敦子，王子友美，岡部朋子，小川
彰，尾田早百合，小野たみ子，角中智子，金田久恵，上村恭子，喜多見規子，國本
眞世里，久保征子，小西てる子，塩谷佳子，滋野繁雄，白石千草，下野秀子，滝ノ
内明美，乕瀬靖子，中路弘子，長畠トヨ子，中原万貴，西美鈴，長谷川奈津江，廣
子，
瀬義純，visscher. Jan，増田美智子，松岡恵美子，松本醇一，三浦舞友，美
宮崎弘子，森元照子，森谷志奈子，森谷秀史，山平勢津子，山本まさ子，吉岡令子，
吉田武司【太極拳元氣会】赤松富子，足立速美，阿部よしみ，網谷和代，綾部美津
恵，荒井智恵子，荒木節子，井垣節子，碇山基嗣，井川博子，石崖貴美子，石田君
代，市川ふく子，井藤恭子，伊藤咲江，稲山恵司，犬塚日出子，井上晴代，井上泉，
井上まつ子，入江美千江，入谷康子，上原宜子，植村武人，宇佐美忠男，宇佐美き
くゑ，内海あさゑ，浦岡厚子，浦瀬律子，浦瀬由記子，潤井まり子，大江利子，大
河内圭子，大澤昭予，大田あつ子，大谷あや子，大柄美子，大中富子，大道栄子，
岡野千和子，沖中久幸，奥田美智子，奥平アツ子，奥村紀夫，納万里子，納ひで子，
海善俊子，柏木みさ子，金丸美智子，金丸宏，金丸淳一，金丸玲子，金山美和子，
加納美年子，苅田行正，川瀬ゆき子，川添啓子，川西ふみ子，喜田仁美，喜田鈴子，
北井秀子，北田幸江，北村政子，木下道子，木下キミ子，木村正枝，木村典子，木
村惠一，窪田伊都子，久保田博子，倉本まり子，上月康子，上田しのぶ，越地道子，
児島すみ子，後藤久仁子，後藤三重子，後藤由香，小西ユキ子，小西ユキ子，小西
ユキ子，小林幸子，酒井佳子，坂田祥子，坂田きさ江，阪本小夜子，作田利佳，里
村美代子，島田登至，島田芳枝，新家直人，高田秀樹，高田賀世子，髙橋登司子，
武田和士，武田和士，田中裕子，田原千春，玉川加代子，為木清美，段床昌義，丁
野菊代，辻恵子，寺岡とし子，寺岡兼美，寺田正彦，塔筋錬太郎，徳田寿春，飛田
相子，飛田福子，泊道子，豊原温子，内藤久代，長内康文，中垣悦子，永木久美子，
中島美穂，中田好彦，中田房枝，長手正子，長手正子，中野和子，中村忠男，中村
和隆，西川徹，西川秀子，西野ひとみ，西山てる子，野上英子，野村初美，野村有
未，萩原美和子，畑中彩矢子，林留美子，林朋子，林田智恵里，原君江，原恵美，
原富美江，原下忠男，原田満喜子，干潟幸子，平野智重巳，平松博子，福岡亮子，
福原弘子，福原佳子，藤井勲，藤岡みや子，藤原スミ子，船越るり，古木克枝，堀
越ふき子，堀次幸夫，堀次絹江，堀次千恵美，前川政巳，前川妙子，松末安代，松
末淑子，松永敏美，松村尚雄，松本光子，松本美子，真野れい子，宮浦春美，宮浦
照美，宮木朝子，三宅真理子，宮崎弘美，宮田繁生，宮本ひとみ，村上三枝子，村
田幸子，元田美江子，本林明美，森崎美江子，森崎満州美，守田陽子，守本昭治，
山口政江，山崎教子，山崎知津子，山田美春，山中由美子，山本富美子，山本百合，
湯浅政美，吉田美千代，吉田節子，渡辺二美子【太極拳清流会】秋田秦輔，浅木竜
次，安積美喜代，飯田省三，井上住子，岩崎美穂，宇野節子，大越慈，大西涼子，
奥山昭代，金丸扶佐子，鎌谷恵子，川本美千江，岸本雅子，岸本寿津代，京谷初美，
京峯安希子，桑原健夫，小泉世津子，越川典子，小林富子，小松桂子，三軒智津子，
瀧本征子，竹中真弓，多田真佐子，立岩久子，田中研，田中榮子，綱嶋次夫，土手
元喜，中垣タエ子，中嶋弘美，中谷英子，中村睦子，名嶋泰代，野坂くみ子，早川
幸子，樋口収子，平野定子，福本典子，藤井紀代子，藤田利子，藤中光代，藤原佳
代子，松本奈美代，松本浩子，松本勝枝，三浦和世，水谷仁美，水野一美，宮崎絹
代，門田淳子，安平八永，柳澤光枝，薮内珠子，山下良江，山根明子，山根冨美代，
横田峯子，横山太一郎，吉村傳，渡辺三十三【太極拳どんぐりの会】赤川京子，浅
田悦子，足立喜久代，阿部紀久子，天池陽子，荒井不二子，新籾喜久，飯尾美根子，
幾田みよき，石塚康一，石原美佐子，石本ヨシ子，五十川美智代，乾梅子，井上久
美子，井上繁範，井端伸子，伊部千鶴子，岩佐英子，岩本明美，植田晋旦，上時ち
ずこ，上野久子，上野山代志子，上村恵美子，浦上輝行，江口美佐代，円座則子，
遠藤敦子，大下富美子，大島健治，大野妙子，岡根順子，岡村道子，岡本育正，奥
嶋一雄，奥間由美子，越智真弓子，落合エツ子，影山聡子，片山郁美，金崎正則，
金崎佐知子，川光子，河合憲子，川上栄子，川口正男，神邊淳子，木口裕亮，岸上
桂子，喜多員子，北川由起，木股文香，久保千恵美，久保利美，久保川和彦，小泉
純子，神前良子，小坂初美，小島正和，後藤康子，琴浦裕子，是石則子，近藤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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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藤輝子，斉藤直美，佐伯美世子，坂根弘子，阪本慧子，坂脇砂登美，佐久間弘子，
佐々本貴久恵，佐藤正，座間味照子，澤喜代志，澤田美保子，塩田敬子，柴田恵子，
渋谷寧伸，下村絹代，白井文勇，白石絹子，城山文造，鈴木峯子，高木久美子，高
橋鶴子，高橋栄昌，田口文子，竹中淑子，巽益子，田中正子，田中弘子，田中良三，
田中由紀，千原行比古，塚越信男，辻雅美，土屋重光，土谷善英，坪井映子，津吉
照実，鶴田友美，寺下初恵，峠恵，遠山多喜子，飛田一成，豊嶋茂，豊田修，仲幸
子，中釜真由美，中川三千夫，中嶋公子，中田新次，仲田弘子，中野恵美子，仲原
鈴美，永原和子，中村彰，西幸枝，西尾登志子，西岡正治，西田義隆，西田逸夫，
西村敦夫，西本順子，野崎和津子，秦悦子，畑中澄江，幡野丹香子，服部レイ子，
浜畑美智子，濱邊由利子，巴山照子，原田恵，東佳代子，樋口登志子，平尾真理子，
平野恵子，平見笑子，弘世多紀子，深江美智代，深川正子，福井美佐子，藤枝良郎，
藤枝味稚子，藤田征司，藤原美枝子，古塚嘉宏，古畑眞智子，前田洋子，真砂裕子，
松岡節子，松葉智州，松村昭彦，松本大三郎，松本祥子，松本真衣，的崎美智子，
三浦寿子，水野正己，満田順子，南茂樹，美納ヒロミ，美納了司，三松満子，三宅
幸代，宮崎温，宮田由美，向井千香子，向井悦子，宗像由利子，村賀扶美子，村崎
なをみ，森みよ子，森岡弘子，森田素美子，森永尊枝，森本充夫，森本幸子，森本
武，矢内和恵，八木早苗，安留悦子，矢野喜久代，山澤みゆき，山下孝子，山下優
子，山田静枝，山田喜美子，山中みな，山平節子，山村久美子，山村純子，吉田和
明，吉田千枝子，吉田富子，吉武武輝，吉村由美子，李房子，渡壁鏡子【太極拳は
りま】秋田幸，有田信代，石谷毬子，石田ます子，植田加代子，上田好乃美，植原
智子，植原満喜，魚橋治子，魚橋春美，歌井昭夫，榎宮子，近江弘子，岡村サヨミ，
岡本智江子，折田いつ子，貝塚弘子，鍵谷君柄，角谷ツタ子，笠原武訓，笠原浩子，
加藤幸子，鎌尾千代子，鎌尾由紀子，神吉成子，木谷純子，北村恵，清原秀子，小
橋和子，小柳健次，小柳安子，坂本武一，作野文子，宍戸正，静安子，菅玉美，鈴
佳子，砂川芳枝，造作健治，瀧川照代，武内マリ子，田中郁代，田中利恵，栂井典
子，富田信子，冨田八重子，中村輝子，名村勝江，原惠美子，原吉永，原田博子，

千春，高嶌隆子，高島智子，高島みか，高橋和子，滝沢眞吉，竹内都姫子，多田ア
イ，橘紀子，田中具子，田中康博，谷川幸子，谷口ゆき子，谷野公子，玉田照江，
千葉昭美，壺阪万幾子，坪田くに子，手塚里恵子，寺田幸子，寺本心子，寺元美智
子，寺脇景子，土居裕美子，土井俊二，田路弘子，田路久美，徳田愛子，都倉豊子，
戸部由美子，苫田弘子，富山ひで子，外山高，内藤堯子，内藤みふき，名尾眞由美，
永井優子，中川悦子，中島加奈子，中谷寿美子，中野松美，中村千恵美，中村大子，
中村カズ子，中山早苗，中山ひとみ，名倉寿明，縄市子，西昌子，西尾みどり，西
田弘子，西田宣子，西村美代子，西村明美，西本笑子，西脇秀美，野田かつよ，野
村正明，橋本かおり，長谷川多美子，長谷川直子，長谷川幸代，長谷川泰子，長谷
川光子，浜中法子，早原富美代，原田美江子，原田純子，原田たづ子，春名栄子，
樋口滿栄，土方あやの，日信たまき，姫崎裕子，百本冨美子，平岡雅子，平松照美，
廣田清美，廣田晶子，檜皮シゲノ，福井孝育，福井恵，福井文代，福島重則，福田
淑子，福田トシ子，福永知子，福永多美子，福原到，福原恵子，福本恵子，藤井智
子，藤井真理子，藤岡君代，藤岡和代，藤田紀子，藤原正子，藤原信吾，藤原恵子，
藤原延子，藤原佳代子，古井礼子，古林圭子，北条潮，堀彰，堀田啓子，本間淳子，
本間久子，前田頼子，槙得薫，増田須美子，益田信行，増田忠義，柵木豊美，松尾
正子，松尾修一，松岡文江，松下一恵，松原幸子，松本加代，松本美智子，丸尾清
水，丸岡とき子，丸田節子，三浦久美，三木真由美，三崎昭陰，水田マサコ，南暁
美，三原美也子，三村一恵，宮本淑子，三渡清美，村尾恵子，村上晶子，村下貞乃，
村上洋子，村田いけみ，室田憲二，森伊津子，森崎八江，森谷多佳子，安井俊彦，
安井水知子，安田尊子，山岡やよい，山口芳子，山崎八千代，山崎明美，山下淳子，
山名昌子，山名文代，山根恵美子，山本茂善，山本真由美，山本亜子，山本美也子，
湯川隆子，横山良子，吉田修子，吉田ひとみ，吉村博子，撰梅みち子，両下昌三，
両下節子，渡引悦子，渡辺寿子，TAO，姫路拳親会【武術太極拳赤相会】赤松栄，
安部三代子，網本かずみ，新谷邦子，有政靖子，淡田文一郎，安藤収二，猪尾照美，
池田静子，石井雅子，石田政美，井本由貴枝，上杉種男，上杉泰子，植村啓子，植

日岡郁子，肥後榮子，平川ユキ子，冨士原初美，増永鈴代，松尾玲子，松本勝子，
松本きぬよ，松本しづ子，松本百合子，三宅郁代，森山東世子，八幡真喜子，山口
八重子，山城順子，山野アサノ，山本貴美子，山本奈雅子【太極拳みのり会】池田
真知子，池本博美，石河潤子，石野容子，板谷幸男，稲田美智子，内田美津子，大
坪圭子，岡村君代，尾西恵子，榑谷菊美，谷川美知子，中野まゆみ，藤井香予子，
堀坂治美，松岡真智子，森川美重子，湯原司，米田安宏，脇潤子，みのり会稲美教
室，みのり会善防教室，みのり会西苫編教室【宝塚太極拳倶楽部】當悦子，伊藤善
子，岩切岩男，岩切淑子，上田静也，梅原優一，木村恭子，黒田美紀，越谷武夫，
越谷三佐子，竹口明，濵岡乃夫子，原美代子，船越京子，松堂善秀，松平吉生，三
宅孝子【TAJIMA太極拳同好会】石井充美，清水英子，清水香代子，宗鞆代，田中
清子，西谷久代，森龍子，山根晴美，山根照子，山本伊津子，山本やよい【知音太
極拳研究会】尼崎多恵子，石野哲造，板崎忠信，伊藤あさ子，井上妙子，植野エツ
子，大内寿子，大垣ふみ子，大久保孝司，大日向美那子，岡村勲雄，岡村美重子，
小田寿子，恩智喜美子，垣内公子，柿原章子，梶繁子，勝又千恵，金岡陽子，嘉納
令子，川口圭子，河村富子，岸中房子，木下ヒロコ，木村昭雄，木村昭雄，楠田幸
代，窪園陽子，倉脇寿昭，河野義夫，古座敬子，古高幸，小林千代子，斉藤啓子，
斉藤安子，三枝真理子，坂口幸子，坂本政子，塩見麗子，新谷節子，瀨川治朗，関
田佳子，髙田ゆり，高橋悠子，竹内知代子，武智光世，田中政子，田村照子，土井
智子，土居貴代子，東原美佐子，富田理，トムセン喜美子，永井美穂子，永倉苑子，
中里麗子，永野洋三郎，奈佐幸子，西村松代，野田洋子，野村良子，長谷川雅美，
原中八代美，東信司，広瀨ふみ代，藤田孝，藤田美恵子，風呂本信子，堀家弘，真
木裕子，溝畑節子，宮崎妙子，宮長多津子，宮長弘美，村上美知子，山路泉，山下
茂，山村文子，横田京子，吉本光代，劉莉，若林悦子，脇本澄子，和田由美子【阪
神太極拳愛好会】青木一彦，青木一彦，生田和也，池田るり子，池田るり子，上田
和子，大竹千恵子，岡本政泰，岡本良枝，加藤綾子，北川八江子，小西政也，佐藤
よし子，佐藤義彰，杉田守，鈴木幸代，澄田道明，澄田和子，髙野政典，千種裕子，
辻本三郎丸，豊福京子，中野敏子，柳樂和代，浜田勉，東根正枝，平井初子，平野
維人，松本啓二，真利倭文香，水田とみえ，溝口笑子，光田雅子，柳瀬征男，山田
惠子，山田恵子，渡部光伸，渡部美知子【姫路市太極拳協会】青田美奈子，青山輝
子，赤鹿幾子，浅田暁子，浅見貞子，浅見みさを，東三代子，安積悦子，安積桃代，
阿部八重子，天野久子，天野百合子，新井和枝，有末康子，飯田洋子，井口理恵，
池上美代子，池澤敦子，諌山美津子，石田善裕，石田光乃，礒田恒臣，礒田いく子，
磯田俊也，位田和代，伊田美知子，稲田千恵子，井野登志子，今栄秀喜，今栄明美，
井寄めぐみ，入江雅子，岩佐環，岩田博敏，上田好之美，上田祐子，上野敬子，上
野まり子，上野孝，上野智恵子，植村恵美子，植村慶子，江尻由子，大木加代子，
大久保智子，大沢文子，大嶋美紀，太田博子，大谷好子，大塚圭子，大西周平，大
西君子，大野幸子，大森光子，岡崎廣子，岡崎千鶴子，岡里文雄，岡田良雄，岡野
正宏，小川剛，小川みよ子，奥田由美子，奥田良子，長田英子，小野保，小村奈緒
美，小室京子，垣内紀彦，柿本美佐子，加古和子，鍛冶朝子，加島実千代，梶原明
美，霞末弘之，片桐三喜子，片嶋知子，片山和代，片山美智子，加藤章，兼久栄子，
鎌田卓治，鎌田珠子，紙上三佐子，亀井恵美，亀田和宏，亀田キヨ子，川原かつみ，
河原田円三，神部昌代，北川里美，北澤一弘，木原やす子，木村光子，鞍田誠，鞍
田照子，栗岡恵美子，桑名千鶴，小池勝彦，小池千秋，甲田杏子，河野哲夫，孝橋
富子，髙馬里織，児嶋誓子，児嶋正彦，小谷則子，小林妃文，小林千里，小林淳子，
小林知代，近藤弘美，斎藤博，齋藤満代，佐伯洋子，酒見淳子，坂本桂子，桜井重
子，佐藤かおり，佐藤純子，佐藤重子，佐藤良子，潮田朝子，島田泰子，志磨村龍
亮，清水孝雄，菅原成人，菅原美恵子，杉山れい子，鈴木好美，鈴木美代子，住本
富子，副島博子，園田友保，田井東じょう，大東初江，高尾鈴子，高尾潮美，髙崎

村孝史，臼井綾子，内波薫，江見昭子，大鹿瑞穂，大田則子，大田玲子，大西俊子，
岡田真由美，沖千代子，奥澤伊津子，小野朱美，小野久美子，小野和子，甲斐彰子，
角石理和，鍛冶俊行，鍛冶本克子，片山やよい，片山裕貴，金居敏子，金内千香子，
釜須一恵，神野雅代子，川上真理子，川崎光子，川西絹子，河部久榮，北石道子，
木津敬子，楠多美子，工藤崇，工藤美智子，黒澤斌，黒田都，黒田益子，小坂美恵，
小林昭善，佐伯好美，阪井福美，佐藤章，塩野克巳，柴田和枝，庄野すみ子，城下
孝司，末吉佐智子，砂本恵津子，千崎愛子，高井明世，高木勅男，高木永子，高橋
恵子，高橋美智代，高原悦子，高見恵美子，竹川敦子，武田長子，竹田佳枝，武長
智恵，立花道子，田中早苗，田中祐紀子，田渕由美子，玉田加奈，津田匡代，坪井
秀子，釣船邦雄，釣船保子，出水紀久子，寺田淳一，鳥羽靖雄，富永佳子，富永七
枝，虎津千恵子，永井智子，中尾智香子，中尾美香，長田公江，中野和多代，中間
美保子，中山泰行，名倉知重子，成山ひとみ，二木尚子，西崎林，西本成美，西山
あき子，野口遵一，野田弘子，野村道子，橋本典子，橋本豊美，林サチエ，原田勝
幸，播本妙子，桧垣均，疋田美子，冷牟田倫子，平松富美子，平山典子，福原美登
里，福水法子，藤木直子，藤本紀美子，細川明子，本田美智子，前川尚寿，前岸和
子，前島理恵，前田美津代，前田治子，前田富子，前橋真由美，松井弓子，松尾恵
子，松下みどり，松下美智子，松田道代，松原スマ子，松本純子，丸岡成子，三浦
康昭，三上俊江，水野文美，水野博子，水野文子，三村かすみ，宮城多津子，宮崎
朋代，宮本一成，宮本靖恵，村上真千代，元岡善治，森井博志，森井冨久枝，柳田
雅子，藪下善子，矢部悦子，山上公子，山下良江，山田敏子，山田愛子，山畑里美，
山原優子，山本弘子，山本陽子，山本亜子，山本武雄，山本多恵子，横山富美子，
吉田美也子，吉谷政栄，米田桂子，鷲尾浜子，渡邊由美子，綿屋慶之【武術太極拳
和】赤田ハル巳，岩本貴子，梅本克己，大津豊子，久保千津子，合田純子，桜木一
彦，沢崎寛子，杉原美壽子，筑田康裕，土井早百合，徳見淳子，利重陸之，藤林正
樹，正木美奈子，松尾玲子，山川美智子，山下正【相生市太極拳協会】相生市太極
拳協会，掌の会，タイチの会，緑ヶ丘クラブ（Ａ）
，緑ヶ丘クラブ（Ｂ）
，わかば【小
野太極拳協会】小野太極拳協会，護身妙楽道【神戸中国武術協会】神戸中国武術協
会【SCWP】SCWP会員【STUDIO麗華】きらら太極拳，STUDIO麗華，中央・瓦木・
浜脇各公民館，仁川さらら教室，HANA太極拳【太極倶楽部（タイチ）
】太極倶楽
部（タイチ）
【奈良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奈良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奈良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あかね台太極拳同好会】浦谷明子，神戸恵子，
桾木睦子，久保洋子，阪口豊子，杉原けい，鈴木澄子，鈴木スミ子，髙本輝美，田
中陽子，田原裕美，田本みよ志，千野美保，中島宇都美，中出まち子，西浦春美，
藤川玲子，松原宗子，森本悦二，森本裕子，矢追佐代子【飛鳥太極拳同好会】青山
陽子，石田繁夫，魚永福江，内田文代，尾上清子，河内照明，川上恵子，川畑美智
子，木戸正雄，京兼通子，古賀淑子，小林郁夫，小林淑子，今来準子，澤崎由佳子，
新村昭子，杉本康子，鈴木捷，鈴木滋子，高松淑子，竹森千恵，棚田文江，塚本冨
美子，中井総子，中澤哲也，中澤博子，鍋島多都子，廣瀬克彦，古谷公和，前田ひ
ろ子，松南好美，三島喜代子，元井万佐子，森みゆき，森本君子，山脇邦子，吉永
美佐子【斑鳩太極拳同好会】足立和子，石沢嘉彦，石橋克子，石橋了子，井筒誠子，
植嶋利世，上田安子，上野山有希子，牛田暢子，江草浪江，緒方美壽々，奥田精子，
鬼塚澄江，加賀ふさ子，抱元江，掛須育美，勝田百合子，勝田百合子，鎌田光江，
神山敏，亀井喜代子，唐川由紀，紀幸代，紀美津子，紀久子，木村冨美代，木村み
どり，久世博子，黒田則子，小林勝代，桜井博子，佐々木久江，島岡良次，島田紀
恵，新堂幸子，末次艶子，杉本百合子，竹内孝子，田島千枝子，多田眞諭己，田中
正子，茶野芳美，辻本倫子，津田洋子，津田好清，寺川佳子，土居実代子，仲井甫
尹，中川博美，中島福子，永田美世子，中原ヒサエ，中村恵子，中山照美，中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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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秋和子，西谷栄子，西村とみ子，梅藤明美，橋爪アヤ子，波多野邦彦，廣岡
美子，福岡恵子，藤井惠子，細川加代子，堀口武子，前田光枝，前田房枝，前田光
枝，増田利弘，増田郁子，松井純子，松尾絹代，松林妙子，松原克美，松村紀子，
松本洋子，松本洋子，松山榮子，真弓宣子，三嶋安子，三次和子，棟上節子，森と
し子，森栄康子，森田久子，矢沢美紀子，安村茂子，山田牧子，山中世志子，山本
和代，湯原醇子，米川幸子，米持惇子，和田道子，斑鳩太極拳同好会【生駒市武術
太極拳連盟】生田加代子，伊東文吉，井上千鶴子，伊吹一恵，上野悦子，上野敏雄，
上野勝子，宇都宮直行，内海節子，大野木光子，大森常子，唐津敏恵，河田捷子，
川村節子，北川雅昭，木下宏美，楠田ともえ，熊野親子，酒井文子，阪本スミ子，
佐藤君子，澤田雄記，志岐内美津子，城之内幸子，白井重光，杉本眞弓，傍島規美
子，髙木粢子，高木玲子，高橋雅子，高村嘉代，竹見珠江，橘謙治郎，辰谷弘子，
田中雅子，戸塚まゆみ，中井維久子，長澤昇一，中嶋美津子，中津英子，西岡秀子，
西澤勝弘，西山淑恵，二宮武子，野﨑正輝，埜田高子，橋詰章子，長谷川光子，浜
本浩一，林田マサエ，平間和子，福井玲子，藤井京子，藤島明徳，古市三津子，細
川晴代，増田修一，松村康弘，山口八重子，山田栄喜，山田陽子，山出覚，吉井ひ
とみ，若原昭子，渡部忠志【王寺太極拳愛好会】青木裕子，青山育子，浅尾悦子，
浅尾孟司，網愛子，安藤ゆき子，池田滿，石川いくこ，伊藤由紀子，妹尾孝男，岩
城真弓，上嶋美南子，植田冨営，上田敏人，太田叔子，太田和子，大槻洋子，小笠
原キミ子，緒方百代，岡野芳子，鍵本トク江，綛谷春美，勝本和子，加藤悦子，門
坂忠雄，川合佐和子，川口敏廣，川口敏廣，川口恭子，川口敏廣，川村伊石，神田
美智子，北島玲子，金原厚子，金原利春，金原厚子，金原厚子，栗原透，黒田久栄，
小城裕子，弧杉俊治・悦子，小林佳子，近藤眞智子，酒井弘光，酒井浩一，酒井す
み子，阪口庸子，坂本和子，澤満里子，島崎隆，清水峰子，下峯恵子，下室瑛子，
白樫裕子，信隆洋子，杦岡常光，杉原正敏，杉原正敏，杉原正敏，杉山真理子，鈴
木英夫，住川三恵，高須良子，竹中宏子，竹中アイ子，巽経子，谷宏子，谷宏子，
田村輝子，千川勇，千川芳子，津田光彦，津国美恵子，永井三千代，永井三千代，

塚本順子，辻真規子，辻本清美，中川栄子，中澤檀，中田易己子，永松笑子，中山
佳野，仁木朝子，西澤京子，開田康子，平野直人，平野史恵，深井澄子，福森ヤス
子，藤田佐都子，堀川弘子，前田明子，松岡アイ子，向井和子，向井洋子，村岡敏
子，森川詩子，安井伊代子，山名京子，山中フサ子，山根百合子，渡辺久子【まほ
ろば太極拳クラブ】今西克子，岩田美恵子，漆圭子，大塚進，木谷幸子，木村泰子，
鈴木邦夫，竹内米子，谷多美子，玉井ヒサ子，辻村永己子，中家成子，中川尚子，
中島美代，中嶌文子，永田敏子，中西惠俊，西畑和子，橋田敏子，長谷川戸紀子，
深瀬操子，藤枝悦子，前田恵子，桝井佳子，光成みどり，山本悦子【大和郡山太極
拳同好会】足立邦子，稲葉彌生，稲葉延太郎，伊吹孝一，伊吹洋子，今中典子，伊
良皆由美子，奥田ミナ子，黒木英子，黒野美鈴，合田俊博，駒場健治，榊洋子，佐
久間純子，新塘良子，角倉千景，関根明美，高橋幸子，田中一代，野口恵子，野原
好子，橋本幹夫，廣澤美幸，道前朝子，宮崎武造，三輪千佳，村田廣，森杉美代子，
山岸俊紀，山本多規子，横田よし子，吉川圭子，吉川陽子，匿名２名【大和太極拳
協会】赤壁由起子，浅野幸子，生野洋子，池田栄司，池田和子，池邊信雄，石川壽
子，泉征美，伊勢田美貴子，市川信子，井上恵美子，岩城真弓，岩田晧美，岩橋宣
禎，岩村浩子，岩本洋子，魚住輝，大井千鶴子，大島淳子，岡橋富士子，岡本夏子，
香川道夫，片田章子，勝浪康次，金田由佳利，河合貴美子，貴名房江，岸田和子，
喜多加代子，北村ハル江，木村笑子，京橋しげ子，清岡訓世，工藤貞江，小島八重
子，小谷早苗，小西明美，小畑巴，小林修，小林節子，五味義晴，佐藤茂明，佐山
弘美，下村延子，首藤ちづ子，銭座佐千代，髙木敏行，高濱フジ子，竹下文士，竹
邑笑美子，立花ミチ子，谷口安枝，丹井悠子，築切ミチヱ，富川満津子，豊田礼子，
豊田やよい，永井三千代，中尾愛子，仲川和子，中西千賀子，中野澄江，中村良美，
中山圭子，永吉美津江，成田一子，西川みき，西村紀子，西森清美，二宮久美，熨
斗幸子，野瀬良子，野田美恵子，濱口末美，濱田玲子，治田久美子，平井薫，平尾
啓子，廣瀬正行，福島質彦，藤本美也，藤本益子，藤森孝英，藤森和子，船橋享，
伯耆広子，伯耆広子，松井千代子，松井明美，松井稔子，松井千鶴子，松石教子，

中尾憲生，中北孝文，中口佐代子，長田恵子，中谷慶子，中谷慶子，中西勢津子，
中村良美，中村郁子，中村郁子，中村紀美代，中本智子，新永靖人，新延好子，西
口佳子，西村和子，西本元子，橋詰真人，花木敏子，原田和子，平井進，平田勢津
江，広神眞道，廣瀬省二，廣瀨省二，福井忠，福本和子，藤野章子，藤本順子，古
谷直子，前川和子，前田勲，前野佳子，松浦香代子，松嶋正夫，松田外志子，丸山
芳春，丸山園枝，水谷孝子，水谷一代，溝口富子，森下ケイ子，森下ケイ子，森本
トヨ子，保井啓子，薮内美恵子，山岸千江美，山下義秋，山中紀代，山村かよ子，
山本紀代枝，山本紀代枝，山本真子，横山國栄，吉岡節子，芳岡伸悦，吉川陽子，
吉田雅子，吉田雅子，吉野雅子，和田博【上牧町太極拳同好会】阿部美幸，池口康
子，大原幸子，大藤祐子，河合美智子，高田雅子，髙橋正尚，立雅子，田中多加江，
柘植成子，寺島すまえ，徳永初子，中井八重子，西井正和，初瀬久代，菱川加代子，
松浦敏子，松本康博，村井勝見，柳澤崇之，山内清，山内孝子，和田えち子【元龍
中国武術交流協会】赤澤宜子，入木田永，植島淳子，潮田千津子，大野早苗，川村
浩子，坂手康晄，平郁子，髙島文香，田口裕子，辰巳かよ子，谷口亮斗，土井美智
子，冨岡翔陽，中田智浩，中田葉子，中田恵美子，中田勝也，平田勢津江，船越カ
ツ子，本多実那，本多拓己，前田槇子，宮崎舜也，宮崎敬悦，山本和子，山本英子，
米本米，元龍中国武術交流協会【桜井市太極拳協会】朝井育代，飯降牧子，上田辰
彦，岡本圭子，木虎幸美，久世正一，久世康子，阪本典子，杉本益代，寺口容子，
殿村彰子，中井一二男，西川宏，西川賢味，西野博人，西村雅子，抜井智美，松田
カズ子，松村善朝【太極寧楽会】青山敦子，赤堀健，井上弘美，岡典子，景山百合
子，川田芳子，鈴木時子，染川昌美，武井裕子，仲村よう子，西村文之，野村道子，
林田澄江，二木朋子，前田佳世子，松村千枝子，松村如洋，守田幸美，森保喜代子，
山本照美，和田公子【田原本太極拳クラブ】上田惠美子，上南佳代子，岡恵美子，
岡田晟治，岡本節子，片岡ヤス子，川村好子，岸田真美子，清岡訓世，五島小枝子，
櫻田靖子，清水弘子，下中真佐代，鈴木睦恵，曽根久美子，塚谷郁子，佃あさ子，
土井育子，外山秀子，仲ヨシ子，中谷弘美，西松和代，畠山多惠子，林けい子，林
廣子，原田美智枝，藤本一男，藤本いつゑ，藤森京子，堀川初子，牧瀬美佐江，増
田美知子，松田久子，丸橋真由美，向原慎治，村井マス子，森本博子，山口明子，
山下英子，山田幸男，山本成子【中和太極拳クラブ】阿部春枝，今中弘子，上喜代
子，上田吉世，上田静子，内田千代子，梅沢弘光，浦前幸代，上森克子，大垣尞，
大木澄子，大室晴津子，岡本睦子，岡本悦子，小澤弘子，海内輝明，柏原美惠子，
門脇光子，神谷宮子，河田章子，喜多博子，北島玲子，桐山多加子，栗山真佐子，
栗山耕二，合田八重子，古賀満子，児玉梅子，小林淑子，小村治子，三枝安子，坂
上弘美，坂本アキヨ，佐々木とよ子，志治良三，柴田恵美子，白石絢，白川忠彦，
進士静子，末包紀美子，高原清純，竹川猛，多田フミコ，田村輝子，土谷純子，土
谷良治，戸田美智江，富山貴志子，中垣内恵美代，中西健，中西勝彦，西垣好彦，
西垣菖子，西嶋陽子，野宗喜和子，野田伸子，平住悟，平本和代，福山政子，藤井
喜代子，堀栄子，前野佳子，増井紀子，増田美也子，松村登枝，松本みき子，丸田
菊代，丸山昌子，三浦雅徳，光成みどり，宮武加代，森田圭二，森本トヨ子，諸橋
高明，安延晴彦，薮内美恵子，山本和子，由井幸子，湯川恭子，横尾光代，吉田か
づ江，吉田勝，吉村博文【平群のんびり太極拳同好会】安保惠美子，石原万壽代，
片畑敏子，鎌倉直子，神矢津多子，岸本園子，小松千鶴子，近藤佐智代，榊原和子，
阪田孝子，佐田尾邦代，篠原てるみ，図司秀子，髙嶋歌子，髙島緑，田村加代子，
津田悦子，内藤美智子，中澤澄子，中嶋信子，福井希和，藤田政江，松田節子，宮
下美佐子，守屋宮子，山崎宣子，山田愛子，湯川静子，吉田清子，米田邦子【北和
太極拳同好会】有本陽子，江島佳純，大井博子，川口千鶴，河田洋子，合田俊博，
小谷治子，近藤希路奈，佐伯弘子，笹谷弘美，色摩雅代，志野美智子，島中有紀子，
鈴木典子，芹野恒代，平雅代，高橋和子，田中佐代子，田畑千絵子，塚田百合子，

松川勝義，松田英子，宮田幸治，村田洋子，村田あけみ，元木美智子，森脇秀雄，
山本真知子，吉田久代，吉田薫，吉田勝代，吉中正義，吉村まり子，米田久美，和
田順子
【海南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大江須磨子，児玉恵子，
和歌山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山東みち代，新小田和子，竹田桂子，津毛望，
津毛昌代，辻順三，辻富貴，辻かさね，津村美智代，津村洋子，中野静子，福本久
子，丸山育代，南出利恵，柳みどり，山崎憲明【紀ノ国太極拳クラブ】井田員江，
井田員江，伊東八重子，井上妙，岩橋澄子，上西勇，奥野英子，貝崎久子，角谷陽
子，笠松香代，加太保子，片桐美根子，勝部洋子，喜多嶋秀子，久米房江，倉本多
恵子，小畑美佐子，坂下幸子，坂本寿三，嵜山弘子，佐々木慶子，佐藤賢治，茂野
静夫，茂野文幸，白山宗助，杉本淳子，諏訪邦子，寒川秀子，高橋千津子，高橋美
代子，瀧上正枝，田中美代子，田中春子，田村満子，辻たけみ，辻田眞季，辻田都
糸子，出口恭子，徳谷啓吉，得津寿美代，得津節子，中嶋真知子，中谷悦子，中西
暢子，中村咲子，中村峰代，中村道子，成田ゆきみ，西沢敬子，西村公子，西村一
子，西村公子，萩原禮子，萩原由理，橋詰スエ子，林昭子，東出宏子，東出妃美，
廣畑鈴，福本清子，藤田洋子，藤田洋子，松田満寿子，松本裕子，松山安喜子，松
山安喜子，丸山和代，南末恵，南出祐滋，南出邦子，宮本令子，藪和代，山本康子，
山本圭子，吉永さと子，吉野照子，和田克子【武術「拳友会」】石田美雪，泉野み
さ代，伊勢谷俊人，井原里美，妹脊有美，上野山ちづ子，笠原佳子，笠原千晶，児
玉由美，坂下和美，玉井あけみ，筒井みち子，中尾昌子，中西正明，中村来見，中
村汐里，中村公子，林あい，藤田智美，古久保恵美，山本和子【武術太極拳「和」
NAGOMI】東マリヨ，黒田晴子，佐向淨子，鈴木町子，田村寿子，西村ミチ子，
平井久也，平松直美，堀越嘉子【和歌山武術太極拳研究会】青木三智子，井邊悦子，
岩橋千尋，上山佳澄，打田鈴子，尾家由美，太田節子，奥野さちよ，神谷久美子，
川田明子，川端サカヱ，菊池江美子，北村智浩，久世公子，栗原登子，小浪佑子，
小畑尚子，阪本勤子，山東明実，寒川雅子，竹田千穂子，竹中惠美，玉置多惠子，
徳田順子，中真喜子，中井時世，中田晃代，中辻美紀，中西しげる，中村喜代子，
名手裕美，林みゑ子，藤生明，堀内まり子，本田正子，本多洋子，前田千景，前田
眞千子，前田早苗，松本隆博，松本尚美，宮井和美，薮田直子，山田俊治，和田恵
美子【和歌山武術太極拳普及協会】須田百合子，清水千枝子，野上眞弓【太極拳交
友会白浜教室】白浜教室一同【和歌山中央太極拳愛好会】さんた教室，中央教室，
吹上教室，悠遊教室
【岩美武術太極拳クラブ】大西武寛，尾崎勉，川口
鳥取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貞子，岸根文江，城戸千鶴子，竹内洋平，田中節
子，寺口和揮，寺谷正史，寺谷周是，中井祥三，中井久美子，西脇正子，邑橋いつ
子，安木和代，吉田喜久代，浜坂太極拳教室【倉吉太極拳協会】秋藤美由紀，久野
明子，窪田友子，小谷公子，八田さやか，八田哲，浜口久美子，日高由実子，福田
和子，前田耕司，松本富江，山﨑繁子，山崎真由美，山田美都子，山本康明【西部
太極拳協会】今井靖子，今井望，鷲見洋子，田中澄子，三橋てるを【中部太極拳協
会】秋本栄子，網浜環枝，猪尾徳子，梶川由喜江，倉光映子，塩谷博昭，高野純子，
髙槗留美，山﨑弥生，山田純子，山田優明【天籟舎】綾木晴子，安東芳子，安藤史
子，安藤照子，石村恵子，伊藤誉子，大久保まゆみ，岡野常子，岡本慶子，岡本司，
奥田幸子，陰山昭夫，加藤弘子，金山操枝，鎌谷陽子，亀井三真子，河合真由子，
神崎麻衣子，木崎洋子，岸田優子，木下実，木村昌夫，倉真理子，桑本博志，児島
博子，近藤みどり，佐々木節枝，多賀幸子，竹中素子，田中明美，種部光宏，田原
育代，民野千秋，津澤登美子，常包知秀，土肥浩一，中尾久美子，中村昌子，西尾
誠，西平勲，西村美佐恵，花木栄子，原澤奈穂子，平井鶴子，平井育子，廣岡迪子，
前川秀子，松下明紀，松平摩里子，松葉久美子，松原千香子，松保重秀，水内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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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部秀信，宮本芳教，向山則子，安田晴江，山中冨美子，山根雅子，山本文枝，山
本敬子，横山栄子，若林美佐子，鷲森こを【東因拳社】安東順子，林小百合，森本
昭吾，吉岡勝己【鳥取太極拳協会】生田和子，岡村渉，尾﨑亜紀子，北嶋充，幸家
咲栄，五利江頼夫，滝山美千子，多田瑞恵，田中勇，西田淳，林佑行，前田慶一郎，
松森朱美，山崎里子，山根みどり【用瀬太極拳クラブ】池本博，上紙悦子，岸田弘
子，岸本一郎，下田裕美子，下田圭子，砂河陽子，田中清美，谷本由美子，德中淳
二，原幸恵，前田信子【葉香クラブ】伊民公恵，尾崎二代，小林みちる，徐鳳英，
田村達也，鄭泰英，奈良敏行，那和弘美，萩原真由美，長谷川誠，平尾隆実，平木
あや子，福井政明，松本和子，松本三枝子，本池彩【米子気功太極拳協会】安達佳
恵
【出雲太極拳協会】板垣有治，伊藤典子，宇佐美
島根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君子，宇佐美菜穂子，公田仁志，竹田洋治，中林
コウ，舩木信男，持田登美子【隠岐太極拳協会】石橋史子，奥田優子，坂本光代，佐々
木シゲ子，佐々木敏夫，繁浪只男，是津幸子，高梨さえ子，高橋洋子，高橋徹，高
橋恭子，永海和子，野津美由紀，野津さち子，藤田冨子，真野健一，三島真子，村
上文江，山根和子，吉田登美，若本雅子，渡邉桂子【東出雲町太極拳協会】東出雲
町太極拳協会【斐川カラコロ太極拳協会】斐川カラコロ太極拳協会【松江太極拳協
会】松江太極拳協会【安来市太極拳協会】安来市太極拳協会
【井原市太極拳協会】青木初子，赤木克子，秋田
岡山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千代子，浅野泰子，飯居幸子，池田恭子，石井生
子，石井幸子，石井信行，石原道恵，猪原詔子，大久保恵子，大成喜代子，岡田和
子，岡本温子，沖津倫子，小野綾子，加賀博子，片山順子，片山美奈子，片山靖子，
金川ちよ子，金島美恵，金原啓子，賀山昌子，河上享子，木山敬太郎，倉田博美，
坂本京子，佐藤益子，妹尾悦子，妹尾みちよ，妹尾泰子，高橋久美子，高橋幸子，
武井保子，竹内乙代，竹内泰子，田中泉，田中かおり，田辺博子，塚原敬枝，佃玲
子，土幸子，堤谷偉子，鳥越安子，中塚寿子，中塚しんこ，西岡静枝，西村ルリ子，

白髪節子，白髪公子，新谷多恵子，杉本光枝，鈴木薫，須増知子，妹尾照子，妹尾
春栄，妹尾唱乃，仙賀咲和枝，千田良子，仙波逸子，髙杉美枝子，高橋春代，髙橋
マツ子，高林ミドリ，瀧口澄江，滝口洋美，滝崎哲司，滝本幸代，竹内祥子，武政
純子，田尻幸子，多田邦子，辰田真理子，田中勢津子，田中秀幸，田中寿一，田中
すみ，田辺敞子，田部幸子，土屋登美子，土屋雅子，綱島悦子，坪田妙子，出口栄
子，寺坂順子，寺﨑公恵，土居雄二，徳田栄，徳永幸枝，徳満毅，富永元子，友谷
綾子，友野奈緒美，豊田叔郎，仲敏子，中尾昭栄，中川美智子，中桐佳都子，中桐
品江，中嶋トミヨ，永瀬年枝，永瀬年枝，中藤加代子，中西麗子，中原佳子，中原
博之，長光喜代香，中村栄子，中村芳子，中吉良子，名木田イツ子，奈須好美，鍋
島幸子，難波江理子，難波翠，難波靖弘，新谷フサコ，西弘子，西幸子，西井三代
子，西脇みゆき，野中典子，信定洋子，橋本恵子，橋本ひろ江，林靖子，林康枝，
原恵美子，原充子，原チヨ子，原孝子，原田成之，人見幸子，日名猪久子，姫井洋
子，平岡直子，平田妙子，福島邦子，藤井眞知子，藤井房子，藤原恭子，藤原陽子，
文箭千代子，文箭末子，文箭末子，別府裕子，細川久美子，堀田志郎，堀田志郎，
堀百合子，堀百合子，堀内康代，本地洋子，本地治恵，本地浩成，前澤泉，牧井弘，
槙野恒寿，松井香津子，松浦モト，松崎信子，松下秀子，松本亮子，松本美穂子，
丸山孝子，丸山孝子，丸山千津子，三崎武司，三澤美子，水野光子，水野敏，水野
満子，水野敏，水野満子，三村弘志，三宅佐知子，三宅愛子，三宅萬貴子，三宅節
子，三宅嘉子，三宅和枝，宮崎和代，宮本愛子，村上悦子，室山和子，望月美早子，
森廣智子，守谷良司，安井信子，安田恵子，安谷圭子，山口六子，山﨑充茂，山崎
実，山田麗子，山辺さち子，山本敦子，山本修，山本邦子，山本敏子，山本貴美子，
山本敏子，山本茂子，湯浅基，横田麻里子，吉岡須恵子，吉川隆造，吉住佐和，吉
本智子，渡邉優紀，渡邉裕子，渡辺五百枝，渡辺くみ子，まびスポーツクラブ【作
州太極拳同好会】安東美智恵，安東幸子，安東寿夫，井ノ谷洋子，岡田寿美子，小
川静江，神吉加代子，木福八重子，河野美子，酒井尚美，高元真由美，月見睦，鳥
形初美，名部奈保子，野上伊津子，花房淳子，春名美穂子，春名幸子，広瀬和子，

西村みどり，西山みよ子，橋本節子，長谷川明子，濱田倫匡，原田友子，原田知子，
広井一士，広川昌子，藤井厚子，藤原則子，藤原健，牧野はるみ，丸山佳代子，三
谷信子，三宅美恵子，三宅良枝，三宅久美子，三宅寿，三宅恒子，宮本美枝子，物
部妙子，森典子，森下成子，森谷澄子，安井富子，山成治子，山辺勝彦，山辺一恵，
山辺信江，横畑智子，吉岡悦子，渡辺恭子，渡辺育子，渡辺順子，和迩悦子【岡山
市太極拳協会】阿部伸子，伊賀典子，井澤陽子，石井尚代，石田康子，石本雅文，
伊丹和子，出井テルコ，伊藤則子，伊東ひろみ，井上喜美子，井上鈴子，上田美智
子，宇高佳恵，内田輝和，内田成子，海野和代，裏山喜代子，江村朋子，太田敬子，
太田育子，太田とし恵，大月靖郎，荻野修，奥迪子，小倉浩子，小倉律子，小田泉，
小田訓示，小野田陽子，影山琢士，梶廣子，河口隆，川島通正，川場真理子，河原
圭子，喜多敦子，草野裕，國吉朋子，合田君子，小谷清，小橋珠子，小林辰朗，小
山康江，近藤久美子，近藤宏之，斎藤悦子，斉藤浩子，佐伯多喜夫，坂本富子，櫻
井桂子，笹岡はるみ，佐藤克子，佐藤淳子，茂川政子，白石聡子，白川卓，菅原明
美，杉本和美，鈴木志江，砂田貴美子，銭本功，妹尾美代子，千田康代，仙田正俊，
平和子，髙重昌子，高森淑子，竹内ますみ，竹中はつね，唯恵美子，田中愛子，田
中弘子，谷千鶴子，田原千代子，槌田玉野，時信礼子，友野孝敬，中村朱見，中村
彰男，中村修子，七村晴江，西村順子，西山久美恵，額田早苗，沼本暁子，橋田貴
代文，橋本正子，羽場美智子，浜田雄一，林栄子，林田佳子，平井桂子，平井順子，
平尾明子，平山弘子，福田房子，藤井栄，藤井順子，藤本ふたみ，藤原典子，文屋
雅子，逸見美枝子，前田小夜子，増田泰治，松浦昭三，松下美智子，松本凞，真野
孝子，丸谷治子，三垣正子，溝原庸子，道広明人，三十日美子，村上恵子，森山淑
子，八代文子，安井ひろみ，八幡泉，山内由美，山口喜久子，山崎寿美子，山田静
香，山田泰弘，山田路子，山本敏子，山本淑恵，山本千恵子，山本靖人，吉田妙子，
吉田泰子【笠岡市太極拳協会】浅野静恵，荒木真理，池田康子，石井理子，石井密
惠，今井郁子，今城勝子，上田君江，宇川武，枝木昭子，大内澄子，大島芙美子，
大月牧子，岡弘子，小笠原智子，岡本イツ子，海山かおる，木山洋三，木山多恵，
黒田純子，斉藤星子，坂本和美，佐藤典男，芝勢久代，白神清子，須田操，妹尾真
寿美，妹尾真寿美，谷本ミユキ，徳山圭可，鳥越成寿，鳥越いづみ，中川まゆみ，
中野とよ子，仁科茂子，西山豊，西山敏子，広恒裕美，藤井早苗，藤井洋子，藤井
ルリ子，古谷都，細川光子，松浦節子，松枝一恵，森仁美，森内キヨコ，山川忠徳，
山下清子，大和幸子，山本玲子，横山勝子，吉田幸子【倉敷市太極拳協会】青江正
子，青木眞智子，赤澤都，赤澤ナツコ，赤澤信子，明石精輝，明石安子，浅尾澄子，
浅野二三，浅野孝子，芦田美代子，安達正代，安藤久恵，伊賀巳起子，池内登女子，
池田昭子，池田アイコ，石井めぐみ，石井八重子，石井めぐみ，石野恒子，礒﨑輝
子，磯崎芳子，井上近子，井上美知子，今田喜美子，岩知道みち代，岩知道仲子，
上田聡子，上原幸恵，宇賀田美智子，内村寿美子，浦川廣代，江口澄子，江本昌弘，
大石美都子，大江滿貴能，大月初恵，大森雅弘，大森美子，岡将美，岡川二三，岡
田定子，岡田広江，岡田良子，岡田信子，岡野秀子，岡村順子，岡村公代，岡本桃
子，沖君，荻野修，奥田昱枝，押見淳子，小田幸枝，小野敏子，斧原洋子，斧原洋
子，小原春美，貝原悦子，柿原昌明，柏野妙子，梶本美智子，片岡伊佐子，片平英
人，片山正江，片山光子，片山香名子，勝田京子，門口時子，金光民子，金山眞由
美，金髙恵，亀田ひさゑ，亀山智恵，亀山秀明，唐井八重子，川井澄子，川井貞代，
川越洋子，川田紀代，河田栄美，河田幸，河田栄美，河原晃子，神田敏恵，喜多敦
子，北川清宏，北野祐子，木村操，木本尚子，草野智宏，楠戸政子，楠戸政子，栗
本絹惠，黒瀬智正，黒山富美恵，神足博美，髙馬貴子，ゴーマン瑞恵，小澤得恵，
小西寿子，小原正義，斉藤清子，佐伯弘美，佐伯弘美，佐伯弘美，桜川愛子，佐々

藤生幸子，本田和美，水島眞知子，森本節子，森本節子，山本範子，山本眞寿美【総
社市太極拳協会】秋山佐久子，秋山年子，生田洋子，池上美保子，石田まさ子，一
柳光子，伊藤睦美，入江光興，植田純子，上田照美，江口俊子，江原保子，岡本静
子，億野弘，億野千代子，小倉秀一，小野友恵，尾上君子，風早貴実，片岡康子，
川上春恵，河田節子，河原幸子，川辺道子，草野智宏，草野智宏，小西文子，島田
芙美子，水津慶子，高木記代，高橋利久，武本茂夫，田村弘子，中島純子，中島君
代，中瀬昌己，中村弘子，鍋島幸子，楢村清子，難波優美子，難波久美子，西嶋泰
志，西田道子，西山道子，長谷川利信，浜田あき子，樋口百合子，平井淑子，藤川
逸美，堀田志郎，堀田志郎，松清ミチ子，光畑信子，森園和子，守田久子，安田聖
子，安延嘉夫，山田孝江，湯谷克美，横田澄子，ラリーベル，若林絹枝，渡辺千恵
里，山手公民館やまて太極拳クラブ【玉野市太極拳協会】青山史津子，有信廣江，
伊川節子，池田浩子，石井京子，和泉俟子，磯野久美子，井手由美，井上典子，井
上豊子，井原恵子，岩崎均，岩崎寿美子，上山峰子，内田泰子，大田初枝，大塚千
恵子，岡野暁美，岡本則子，奥晴美，掛谷久子，笠井尋子，笠原キミコ，金広登世
美，川崎ひろ子，神達智子，城戸節子，木場浩子，小出光子，小出光子，河本孔子，
小山節子，坂井清宏，坂井清宏，佐々木敏幸，佐野敏子，下村富雄，下村恵，赤代
洋江，杉原福子，高橋昭子，立花喜代美，堂脇英子，中谷浩二，西谷正弘，西藤美
雪，平松賢治，平山弘美，広瀬勇行，広瀬信子，広田五十六，広畑武子，福田朋子，
福留博，福留玲子，藤原裕子，藤原住栄，藤原美津子，藤原多津子，藤原仁美，宝
蔵美智子，坊西実汪，坊西恒子，松田和子，松本千代子，簾長英明，光安喜子，三
宅英里子，三宅幾史，三宅恵子，三宅恵美子，三宅美清，三宅真弓，宮田祐美子，
宮本陽子，室井康子，森千春，森川教子，屋敷あつ子，山口幸子，山本由美子，山
本智子，吉元通栄【津山市太極拳協会】秋元るみ子，有元和江，五十嵐弘美，五十
嵐弘美，井汲美江子，池上美恵，池上美恵，石岡儀則，石戸富美子，井手和子，井
上達也，井上美穂，今井己喜江，上杉英文，浦山恭子，太田徳子，岡英子，岡英子，
奥谷義隆，小坂純子，小原幹江，角かよ子，川口博光，河内愛子，河原真弓，神部
芳子，百済芳郎，國富操江，國政正明，桑原由紀枝，桑原由紀枝，高本泰子，河本
幸代，國米信行，小島千代，古谷幸子，後藤正宏，小林鈴代，小林美鈴，小林典子，
小林鈴代，小林美鈴，小堀玲子，小堀玲子，小山朋子，重松勝江，澁谷恵美子，末
廣隆，杉岡恒子，杉岡恒子，高橋美佐子，高畑八重子，滝口洋美，田口睦子，田口
睦子，田外美幸，武川春子，武川美代子，立石多津子，田中均，谷口真知恵，田渕
智也，田渕智也，寺坂順子，徳田忠子，徳永實智子，中島邦子，中蔦久子，中蔦久
子，中葉万渡，鍋島和子，仁木陽子，西尾貞女，西森千恵，西森千恵，軌保香代子，
畑精子，秦野一葉，花房良子，原朝子，原田浩佐，原田敬子，番原尤子，番原尤子，
平山孝子，福田里美，福田早苗，藤山艶子，ボンドカレン，ボンドピーター，前原
洋子，牧野恭子，松井みどり，松尾公子，宮川和子，美若涼枝，美若涼枝，宗森昌
子，村上美代，森伊久枝，薮木敬子，薮木二郎，山田将夫，山田環，山中良昭，山
本裕子，山本尚子，山本裕子，渡邊恵子【新見市太極拳協会】礒田惠美，黒山富美
恵，中曽京子，船越勢津子，八木基次【福渡太極拳協会】安藤裕美，金畑恵子，鴨
井悦子，川島恵，川島通正，国忠成子，杉山典子，経広伊津子，長原美津恵，松尾
公子，三船洋子，三宅郁子【備前市太極拳協会】青山栄，赤堀和彦，安良田啓子，
荒手篤，石田節子，宇治橋美智子，浦上俊彦，浦上清香，大饗尚子，大西光子，大
西敏子，小栗智恵子，片山笑子，勝田孝之，河合嘉弘，川西正子，菊政良子，木村
千枝子，木村千枝子，窪田真希子，桑原智恵子，桑原佐代子，小引博美，金藤幸子，
作本町子，下林俊江，塩飽邦子，杉山綾女，髙原和江，瀧川八代維，竹内阿久利，
竹原稔子，谷本紀子，玉垣八重子，戸田敬子，永岡憲子，中本利子，延原玉雪，萩

木奎子，佐々木生子，佐々木奎子，佐藤仁美，佐藤尚子，佐藤登代，佐藤節子，佐
保鶴千代，佐保富子，澤根敏江，繁田晴雄，清水芳明，下川みつ代，白神恵美子，

原真智子，波多野博，平尾康裕，平田美津子，町敬子，光本知子，宗包光子，森本
信子，薮井国子，山賀昭治，山脇芳美，吉川美知代，吉延照代，流王富美子，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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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子【美作太極拳協会】青井弘之，明石幸子，赤堀英子，秋山英子，安東和子，池
田睦子，石浦万千，石川知道，泉三千子，内田三和子，遠藤翠，岡崎満寿美，岡田
洋子，長船智子，香川博子，神尾茂子，神田美里，神田道子，木原五子，黒澤満寿
江，光嶋すみ子，児玉秀子，小林佐知子，小林友世，小林大子，佐古真里子，下山
たづる，末菅満江，薄田宏子，駿河里美，瀬島淑江，高務瑛子，鷹取光子，鷹取富
美恵，高森紀代江，竹内美知子，竹内照子，竹内恭子，竹内民子，竹内達二，竹内
良美，竹花孝子，竹花光子，土居直美，東内寿枝，栃山敏恵，鳥越光子，中尾温子，
長尾睦，西浦弘子，西矢英代，花房典子，原口フミ子，小童谷孝子，福島和子，福
島加奈江，福田厚子，福元菜保子，福本和子，藤井浩子，藤内愛香，藤本準子，本
位田まゆみ，牧本千代子，松原和子，松原民枝，松本チヅコ，松本和子，水島典子，
宮阪和枝，宮本ひろ子，山下千鶴子，山本典子
【大竹市太極拳協会】市原慶子，今田年子，浴守明，
広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沖ウメヨ，神尾明子，川岡千賀子，河野和恵，栗
本佳織，河野育恵，児玉孝子，小守五恵，佐藤貴美江，清水文子，新川芳枝，須沢
典子，長野弥生，西辻久子，橋村ケイ子，原田博子，福岡美代子，藤田さおり，山
口恭子，山本節子【呉市太極拳協会】阿津地良子，安部和美，荒木陟雅，荒滝一枝，
荒谷ヒロミ，伊賀上節子，井口禎子，池内勝枝，池田明美，池本マリ子，石田恵美
子，石原起子，石本道文，井出陽子，伊藤睦子，伊藤清美，伊藤公昭，今井小夜子，
井村浩子，岩樋美子，上本珠恵，上本依里，臼井マリ子，宇吹悦子，梅次操，江川
若実，榎田伊津子，遠藤美栄子，追原久子，大木豊，大田一彦，大段孝子，大年ひ
ふみ，大橋百合子，大圃禅子，岡島晃代，岡田紘，沖山晴美，奥本瞳，小田順子，
重川和子，鍛次君恵，片岡清子，片山秀雄，勝典子，加藤香芳留，角野暁美，金子
克子，狩野泰江，釜山富久枝，神垣明子，上中富枝，亀井紀美子，川崎光子，川中
チエ子，北川ひろみ，城戸義照，久木田加代子，国狭洋美，国狭春江，国沢瞳，久
保鈴美，久保暑子，久保鈴江，久村輝雄，久留島峻一，久留島幹夫，香田淳子，河
野多喜子，小堀佐代子，是友桂子，斉藤淑子，坂村佳代子，佐々木徳子，佐々木一
子，佐々木総子，佐々木育子，佐藤秀美，真田寿子，澤博子，嶋田寿子，島田裕子，
島本美津子，下岡龍子，白形薫，鈴木國雄，砂本緑，世木田恭子，脊戸昭典，銭本
房子，蝉谷真理恵，曾我幸子，高橋智香子，高橋園恵，高村善江，瀧山信子，竹井
栄子，竹下久美子，竹中直登，竹中直登，竹中実結喜，太刀掛妃布美，立花敏枝，
田中婦喜子，田中孝子，田中真智子，谷明子，玉野文子，田村みち江，田村節子，
佃多恵子，手島治子，寺田テル子，徳井福美，徳田みどり，徳永英子，都合博，友
岡寿美子，虎尾俊彦，中澤信雄，中島茂子，中洲五子，中田次江，中田ユキ子，中
谷静子，中原文子，中村卿子，中森澄子，中山園江，西正枝，西岡桂子，西川八重
子，西﨑京子，西住照代，西田紀子，西本美津恵，西山操，新田秀子，庭月野誠，
野田小百合，野田幸枝，野田優子，野田洋子，野高善子，橋川淳美，畑本一正，花
岡永子，祝素子，浜本君恵，原順子，原田格，原山辰己，檜垣静子，福垣内光輝，
福永克枝，藤井久美子，藤田忠行，藤原建紀，藤原栄子，藤原正義，二神良子，佛
圓藤栄，堀部喜久美，堀部明美，前田あけみ，前田美智子，益村眞理子，松浦勝子，
松浦公子，松浦隆子，松岡喜市，松永智洋，松永智洋，松永佳子，松本幸雄，御厨
由紀子，水野秀子，見世佳美恵，湊近子，簀戸千津枝，宮野前一美，牟田眞由美，
牟田吉宏，村尾良子，村上京子，村重妙子，森瑞枝，安原昌子，屋祢下茂，山瀬房
枝，山田由紀枝，山本由美子，横川竝子，吉井英夫，吉井恵似子，脇田君子，渡部
ヤス子【東広島市太極拳協会】安岐憲治，安岐佳海，朝浪静枝，安部みのり，天野
壽，天野哲也，有田弥生，飯田晃弘，生駒朋子，石川直子，石田佐与子，井田智絵，
市尻ミツエ，伊藤京子，伊藤美由紀，伊藤幹枝，稲津洋子，井上由起子，今市圭子，
今岡恵，今村昭子，井村福美，岩土美孝，隠善佳子，上岡光子，上岡光子，上杉葉
子，上杉文子，上杉恵子，上田晴子，上中邦子，上野美貴代，上野千鶴子，植藤恵
子，上村良江，内山由紀江，宇根ウタ子，江藤京子，榎木英子，蛭子憲人，蛭子行
江，大石貞子，大出水悦子，大岡久美，大岡美惠子，大里照江，大杉保子，大塚雄
子，大平三千子，大政直之，大政節子，大見友子，小笠原裕美，岡田美代子，岡田
法子，岡田ユリ子，岡田友皆子，岡村節子，岡本ミカ，岡本房江，小川宏枝，小川
澄子，沖本啓子，沖本砂子，奥田恵美子，奥村博子，面地桐江，渡川隆憲，穏塚信
江，甲斐美代子，甲斐素子，香川美智子，香川敏子，角本松樹，角本敏江，角本登
喜子，樫原悦子，数本広志，方山政子，加藤英子，角西サダ子，金川富江，金原美
鈴，兼丸タツ子，金本ミサエ，上熊須国明，神信美鳥，上吉信江，鴨尾敬子，川上
由美子，河口良子，河口美保，川口幸江，川下美潮，川角新子，川野律枝，川本博
通，川本千代子，神崎法子，神成三平，岸本妙子，北川静江，北川晋，吉川明子，
吉川千代美，吉川静美，木村君子，木村洋子，木本奉江，木本秀子，久保あさか，
久保政子，窪田まゆみ，窪田まゆみ，熊澤千鶴子，倉崎妙子，黒川文子，元田國士，
河野八重子，高畑希美，小佐佐登子，小迫尚春，古島美穂子，古城雅子，小尻洋子，
五藤千津子，小中晴雄，小中マン，小林ひろ子，小林洋三，小林順子，児山洋子，
近藤登志子，紺野三枝子，斉原千枝子，財満智恵美，在間万里江，堺朱美，榊清香，
坂田光江，佐々木頼子，定末郁子，佐藤佳子，里川政子，下岡千代子，島本満喜恵，
清水美代子，清水迫京子，下末千穂，白石君枝，城林等，新開和子，新開昌子，新

長谷川房恵，長谷川英昭，花本美法，濱田路子，濱田康司，林巳佐恵，原田隆文，
久重百合子，日高真理，桧浜ルイ子，桧山弘子，平下富子，平田二郎，広兼優子，
広田久恵，広田久恵，福田八津江，福永信子，福永久枝，福浜百合子，福間玲子，
藤井智子，藤川敏子，藤本澄子，藤山文江，藤原幸子，藤原玲子，二神信恵，文田
敏代，細川澄子，堀井満由美，前田桂子，増田保子，舛田恵，増田恵，升谷美夕祈，
升森こずえ，松井みゆき，松井喜和子，松浦真知子，松浦ミエ子，松岡欣一，松下
千津子，松下博子，松田貢，松田こづえ，松場由美子，松村みち子，松本スズエ，
松本榮，丸岡信代，丸光順子，三木秋子，三木敏則，水野洋子，水野静子，光平多
美枝，南多寿子，宮崎勝子，宮崎久子，宮本真弓，向井一則，向井恭子，向井隆子，
村上すま子，村上京子，村上弘子，村上純子，望渓清子，望月多恵子，望月哲子，
桃井弘子，森洋子，森実洋子，森田享子，森行陽子，山縣道子，山崎裕美，山下隆
子，山下広司，山下香代子，山田留美子，山根純子，山本光子，山本しま子，山本
幸江，山本真由，湯藤知恵子，柚木登久子，弓場理絵，吉川信子，吉田喜美江，四
藤聖，寄田洋子，若林満子，若林満子，若宮菊枝，脇邦子，脇本敬子，脇本タキ子，
和田欣二，和田順子，渡辺達典，渡辺寿香，渡辺文子【広島県安芸郡太極拳協会】
青木康子，居村聡子，大前勲，岡村美江子，金高智之，神田美智子，北野小夜子，
高畑早苗，小島八世，坂村絹子，貞広芳江，清水聖，住吉美枝，高山貞子，竹本勝
子，杖口文子，寺西美喜子，寺西美江子，中曽エミ子，西岡るみ子，藤井一枝，藤
井ゆかり，藤崎君枝，藤原恵子，前川信義，丸本秀，水岡和子，三谷明美，宮原榮
子，宮本信子，三好智子，村越隆祐，森川多美子，森分陽子，山根瑞穂，横田泰行，
吉原満哉，吉村潤，米村英子【広島市太極拳協会】相原直子，青木祥子，青山道子，
赤川光子，赤木芳江，浅藤敬子，浅野孝子，東紀子，足立彰，足立慶子，足立ルミ，
足立敦子，安部保人，天野良子，有島喜久子，有田三重子，有原美鈴，飯盛シゲ子，
五十嵐敏恵，幾田亮子，生田清子，幾度まさ子，池内建夫，池尻愛子，池田明美，
池田由理子，石井岐江，石岡佳代子，石川絹子，石徳日出子，石橋仁江，石橋敦子，
石本正子，出野光江，和泉孝子，井田みや子，斎美代子，伊藤輝子，伊藤隆弘，伊
藤真由美，稲福由美，井上豊子，井上公子，井上悦子，井上睦子，指宿春子，今田
民江，今中啓子，今西民子，岩田由美子，上岡律子，上田八枝美，上田八重子，植
野由子，植原康文，上平優，浮田文子，氏原隆澄，後路成彦，内沖千保子，宇都宮
和美，内海すみ子，梅田良子，江口真智子，大木紀子，大重啓子，大下照枝，大下
こころ，大瀬戸君江，大瀬戸富久美，大田とも子，大立純正，大谷治美，大谷朝子，
大西順子，大呑礼子，大場敏弘，大橋妙子，大畠保子，大林尚子，大前一美，大村
恵子，大鷲哲郎，大鷲一美，岡田繁子，岡野一代，岡村テル子，岡本俊子，小川麻
美，小川久子，沖久美子，沖智子，沖美恵子，奥村友味子，小澤ゆかり，小田慶子，
小田恵子，小田享子，小田切吉子，小野紀美子，小野寺紀代，小原朝子，小原登美
子，尾山泰士，角屋弘，葛西由美子，梶村美恵子，上総信也，上総由利，片岡嘉代
子，片山育子，香月咲江，加藤敏枝，加藤光枝，上ヶ市洋子，亀澤悦子，烏田可子，
川井康文，川上洋子，川口茂子，川崎峰子，河崎澄恵，川崎ゆかり，川尻順子，川
野敏子，河辺豊子，河南久美子，河村良一，河村寿子，川本八代美，川本その子，
川本英子，神鳥静子，勘場圭子，菊田朋子，菊波紀美子，岸田安子，木谷礼子，北
野和博，北野次男，北藤美恵子，北山久仁子，吉川圭子，吉川圭子，木戸久江，木
村洋子，木村幸子，沓木美智子，国広智恵子，久保貞子，久保田たまき，熊本幸江，
蔵田桂子，蔵永和子，桒迫ユキエ，桑田玲子，桑原淑子，桑原清美，慶徳真由美，
古稲孝子，香口登代子，河野昭子，河野啓子，河本祥子，小嶋裕美，小谷収江，児
玉匡敏，兒玉淑子，児玉光恵，五反田忍，小西俊輔，小早川裕子，小林千鶴栄，小
林昭博，小林光子，小林ひとみ，小林文子，小原邦夫，小松保雄，小松房英，小本
恭子，小山千秋，近藤信子，近藤由紀子，斉藤操，斎藤瑞江，斉藤朱實，斉藤明美，
坂村昭雄，坂本公子，相良由美，先家年美，佐々木一枝，佐々木冨士子，佐島一枝，
貞清すみゑ，貞広真理，佐渡康裕，佐藤弘美，佐藤めぐみ，佐藤みち子，佐藤照，
重村充恵，志々田徳美，柴田早美，島田繁雄，島本英子，清水多恵子，清水佐千子，
下原啓子，下村一博，城西愛子，小路哲哉，白井佳代子，白砂貴久子，志和照美，
新家君子，新谷満知子，新谷遵子，末竹節子，杉本三枝子，鈴木みどり，鈴木ヒロ
子，鈴木直美，砂見みや子，須原実，住田智子，住野篤子，瀬川典子，後幸孝誌，
世良弥嘉子，仙光春枝，宋宏宇，宗森功，曽我部サチ子，太尾田登美子，田頭淳子，
高杉寛之，髙田すみ子，高野健治，髙橋博子，高橋咲恵，高橋真由美，滝和子，田
口智恵，竹田由美子，武田静香，武知千香子，武林一子，竹久弘子，竹本秀子，田
﨑幸惠，田中恵子，田中初音，田中良明，田中浩造，田中寿々美，田中愛子，田中
優子，田辺雅子，谷信宏，谷川定美，谷川メリンダ，谷口玲子，谷本正恵，谷本浩
子，田場川玲子，田村ミユキ，爲井里子，張敏，塚田悟，筒井安子，津戸輝子，寺
内龍二，天満惠美子，土井英子，土井好美，東岡綾子，東家幸子，堂上みのり，東
野三和子，堂脇佳代，俊成妙子，戸田美子，土橋夏江，富岡美枝子，富田初音，友
重博子，豊田公子，豊田章生，鳥井原清子，永井榮子，永井洋子，永井典子，中池
早苗，中尾量子，中川啓子，中川義子，中島文英，中田惠美子，中田悦子，中司成
子，中野蓉子，長浜晴美，永濵磨里子，中前とき代，中村ヒサ子，中村尚子，中村
美栄，中村与佑子，中村武彦，中村千代子，中村礼子，中本味津江，中本晃弘，中

谷奈穂子，末田紀子，杉山浩之，鈴木美穂子，鈴光幸子，隅田康子，関幸子，田浦
ひとみ，髙井明美，高田清子，髙田登代子，髙田惠子，高橋奈央，髙橋光昭，高橋
奈美，高原恵子，高原恵子，高原和江，髙山照子，田口淑恵，竹内章，竹田弘子，
竹元弘子，竹本嘉文，田坂泰子，辰田孝子，立石義隆，立石孝子，竪本理恵子，田
中福美，谷川義孝，谷川ハルミ，谷川みどり，谷廣晴美，田之上豊，田之上豊，玉
守勝司，玉守貴子，丹下繁子，辻かず代，津田百合子，筒本扶知子，寺尾由美子，
土井光義子，栂尾泰子，猶木和子，仲尚美，中尾澄江，中島緑，中谷三鈴，中野絹
江，中原悦子，中原公子，永福芳江，中村トモ子，南新悦子，二川佳子，西岡儀文，
西野芳夫，西村徳子，西村康英，西本弘三，新田恵子，延清ヒナ子，橋本三枝子，

谷久美子，中山朋子，中山静香，中吉久枝，鍋島敏子，南條弘子，難波健三，西惠
美子，西岡美智子，西川鈴子，錦織博美，錦織松子，西諏訪恵美子，西村美千代，
西村卓世，西村ユミ子，二反田恵子，沼口靖子，野口康子，野田まゆみ，野中厚子，
信田瑞穂，野間﨑義子，野村由起子，土師春子，橋本光恵，橋本三智子，橋本勝子，
橋本静枝，長谷川穂美，花岡喜代子，馬場義宏，馬場貞子，浜井貴代子，浜川広子，
濱田美津子，浜部友子，林那智子，原田和惠，原田五月美，坂東橋善子，東美智子，
久村友枝，久山恭子，日高孝子，飛戸弘子，陽岡繁子，日用陽子，平井君子，平泉
美智子，平岡多恵子，平野由美惠，平野万貴，広沢節子，広瀬伸枝，広瀬博子，廣
田健吾，福垣内奈々美，福重由梨，福田邦子，福原宏子，福本悦子，藤岡京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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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真弓，藤木なるみ，藤澤康之輔，藤島貞江，藤田裕子，藤田真澄，藤田悦子，藤
田利子，藤田民子，藤谷寿子，藤谷真由美，藤中興子，藤永隆司，藤永京子，藤本
真由美，藤本ミヤ子，藤原治子，船場由美，船山ヒロ子，古川禮子，古田信子，古
田洋美，古谷千鶴子，古谷澤子，細井明子，保手浜和泉，堀内弥生，堀江滝子，本
毛純子，前反美砂子，前田忠彦，前田淑江，前原啓之，前山公美，槙尾正代，牧本
みのり，正木順子，増井博明，升岡直美，増田節子，升本美代子，松石幹子，松岡
瑛子，松田康子，松田文子，松田守生，松谷由紀美，松野佐代子，松村京子，松本
勝人，松谷映子，的場美智子，馬明安子，丸岡純子，丸山治美，萬ヶ原るり子，三
浦智恵子，三浦須美子，三上恵利子，三田祥子，三滝尊幸，光宗明子，光永道子，
水戸房代，三保千鶴子，宮川恵子，三宅洋子，宮崎恵子，宮崎正子，宮馬文哉，宮
馬淳子，宮脇桂子，向井史子，向井和子，向井武子，麦田英子，宗像美奈，宗正恭
子，村井紀子，村井美子，村上明子，村島榮子，免出夕実，本嶋栄，本山照子，森
千賀子，森幹雄，森川恵美子，森國マサエ，森島絹子，森田谷まゆみ，森野淳子，
森山陽子，森山寿夫，柳生小恵子，屋敷まみ子，保岡明子，柳草子，矢野敬，山岡
祥子，山岡ワカ子，山口宏子，山口悦子，山口修司，山崎紀子，山﨑恵美，山崎美
智子，山﨑蔦枝，山城敬子，山田枝里，山田恵子，山田恵子，山田清美，山田末子，
山田澄子，山名まるみ，山根宣子，山根ミサ子，山根民子，山広久仁世，山本節子，
山本恭子，山本信子，山本秀子，山本恵子，横尾光枝，横田道枝，横田靖子，横地
明，横地林子，横溝倫子，芳川さと子，吉川佳代子，吉田朋子，吉田和人，吉田順
子，吉田和子，吉政隆子，吉村敦子，吉本雅子，吉本敏子，吉山君子，依田弘行，
米田正子，和田静子，渡辺節子，渡辺量子【福山市太極拳協会】赤石啓子，明野亘
男，淺津早苗，網干悦子，荒木一枝，池尻吉子，池田典子，池田益子，池田基子，
石井信夫，石井幸子，石川美根子，石川京子，石田辰恵，石田ハルミ，石元早苗，
和泉ともえ，泉粋子，礒合里美，礒合房江，市川泉，伊藤寿美子，伊藤由美，井上
智恵美，井上サカエ，今野治子，井元美恵子，岩城多都美，岩本圭子，上田和子，
上田美鈴，植田絹子，上本喜代子，上森冨江，牛尾典子，宇田美智子，宇田悦子，

田都，渡世優子，尾道向島教室，太極拳因島教室，太極拳向東教室
【岩国市武術太極拳協会】浅田まさ子，稲生尭子，
山口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上田典子，岡本睦子，岡本佳郎，片岡敦子，兼重
加津子，河井千鶴子，河村邦子，木谷順子，木村雅子，黒木佳代子，権田和美，佐
伯治子，﨑本広美，志賀美子，高島美枝子，滝原扶佐子，武清さよ子，田嶋恵理，
野原初江，林敏江，弘津須奈恵，広中郁子，藤井ヨシ子，藤岡泰枝，藤崎由紀江，
藤田知子，藤高春子，前重孝子，牧野恵子，松浦ひろ子，松下光恵，三原彰子，村
上逸子，村上八重子，村中芳子，村本久美子，村木よね子，森本久子，山口良子，
山崎節子，山崎むつみ，山近真由美，山根京子，山福禪，山本和子，山本紋子，吉
澤友子，吉田かよ子，脇由利子，岩国太極研究会，岩国太極拳錦陽会，岩国太極拳
同好会，岩国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錦太極拳同好会一同代表者岩佐良子，萩原太極拳
【下関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木公子，秋元克子，網村佐和子，荒上喜代子，有吉猛，
池田宏子，石川八重子，石黒悦子，市川美知子，伊藤秀樹，糸永由紀，今井小夜子，
今中由美，入谷典子，岩崎愛子，石見静子，樹木伸子，上田勝恵，上田節子，植野
喜久代，上野多美子，氏家幾代，薄墨泰子，内田静代，浦永子，江村智子，江里口
啓子，大井一子，大串礼子，大淵康子，岡博子，岡ミネ子，岡田美子，小国芳子，
奥村令子，門田住子，金田美枝子，兼近明子，鹿丸眞弓，亀島順子，河添民子，河
添隼人，川浪恵美子，河村嘉江，河村良江，木谷涼子，北原敏子，工藤康子，久保
田幸子，倉橋扶美子，桑嶋茂，桑原恵美子，幸田和子，郷田妙子，河野智恵子，越
澤咲子，小柴妙子，児玉多美恵，小林亜季，小林文江，小松和子，権代富司栄，近
藤勝子，相良豊子，桜井智恵子，佐々木キクヨ，佐藤治子，里谷繁子，佐原英代，
塩田文子，重田妙子，静間浩，品川小夜子，篠田久美子，清水麻代，下田美恵，白
岩喜美江，新谷純子，新谷信子，末岡初江，菅智子，椙雅子，杉山千代子，杉山淑
子，角井万利子，炭村昭美，清木美紀，関谷桂子，髙橋洋子，財部伊津子，竹田千
代子，田中菊枝，田中幸子，田中信夫，田村百合子，津次悠紀子，土井多恵子，土
井としみ，徳永義子，徳本貞子，戸田江理子，登根孝子，冨田京子，豊川まゆみ，

内山美智子，内海裕子，内海弘子，浦野納穂，占部紀美代，大久保邦生，大窪律子，
大越徳子，大下弥生，大谷喜代子，大本美保子，大森菊子，岡靖子，岡田直美，岡
田勝子，岡原淑子，岡本京子，岡本加代子，小川隆子，沖本良子，奥田友子，小郷
栄子，小田垣邦子，小田原眞由美，尾美康信，表原美保，加賀恵美子，垣井義弘，
垣井比呂美，柿原香奈枝，掛谷佐知子，影山八重子，笠間さなえ，柏原世津子，鹿
島逸子，柏原本子，片山登貴子，門優子，加藤富美子，加藤礼子，加藤博美，門野
雅子，金平京子，金松正子，加納恵，釜本恵美子，上戸勝則，上戸葉子，神村良枝，
河相睦子，川口寿美子，川﨑寿磨子，川崎基子，河田世津子，河原明日美，河村淳
子，川本愛子，河本英子，川森美千子，冠野恵子，木頃和子，木曽倫子，木谷寿美
子，木谷栄美子，北村明美，橘髙のり子，木津和信子，衣笠悦子，木原真理子，木
原幹夫，木村幸子，木村恭子，久田見照子，工藤紘一，国重幸宏，国友喜久枝，国
広房枝，久保トミコ，久保豊，黒飛耕造，桑木光信，小内湧子，高野里美，河野裕
子，児玉加代子，児玉純子，兒玉博恵，児玉節子，児玉英子，後藤千尋，小早川愛
子，小林奉子，小林安子，小林英夫，小林光子，小林ミヨ子，小林久雄，小林公子，
小林峯子，小林八重子，五郎畑良治，坂井禮子，阪本利恵子，坂本頼子，坂本勝，佐々
木英子，佐々木みづほ，佐藤尚美，佐藤恒子，佐藤尚子，佐藤敏恵，実兼敏信，実
兼清子，澤山忠子，七川美枝子，島田恒子，島田喜代美，下石敏明，下石幸子，首
尾木多喜子，首尾木朝恵，白井博光，白川利道，白須愛子，白須清子，白木理香，
新舎チエコ，杉原弘子，杉原幸夫，杉原太郎，杉原美保子，鈴川明美，鈴木幸子，
砂田博子，砂田若菜，須波好美，諏原洋子，隅本俊子，脊尾かずみ，妹尾ヤエ子，
世良享司，空本宣子，田井和子，多賀良子，髙雄美恵子，高垣邦子，高木京子，高
桑サツキ，田頭幸枝，髙田定代，高橋芳乃，高橋佑理，髙橋幸子，高橋信子，高橋
登美子，髙橋光則，高橋小夜子，高橋千代江，瀧口義将，多久美幸子，竹内靖子，
武田邦彦，竹田和恵，田谷正文，多々良幸江，立花智保，田中智文，田中雅子，田
邉ふじ子，谷戸由美，為下圭子，壇上眞由美，力石卓藏，力石惠子，塚本洋子，津
田淳子，津田早苗，角田令子，坪田まゆみ，出木浦幸，出張秋夫，寺地洋子，土井
完治，土井秀子，徳永厚子，徳永孝子，徳永勝子，戸田チエコ，栃本妙子，豊田奈
津子，豊原宏実，仲あけみ，永井澄夫，中石春美，長尾保子，中川洋子，中川勝子，
長澤明，中下蕗子，中島信子，中島洋美，中田迪子，永谷京子，中西時江，中根尉，
中前清子，中村芳子，中村隆子，中本陽子，縄稚清美，西井和子，西村美智江，西
本裕，仁田峠典子，新田敬子，二宮佐和子，庭月野京子，野吹千代子，野宮正明，
野村章子，萩原久美子，橋本文子，橋本信子，長谷川敏代，鳩野登茂江，鳩野哲史，
花岡桂子，花咲千加子，花森満恵，羽原直子，羽原久子，浜岡綾子，早丸萌子，原
充代，原田栄子，春木美香，半田早苗，日浦由美子，東屋隆三，樋口保子，日暮秋
子，平木毬子，平原和子，平原茂子，平原ヨシ子，平原久美子，平松朝美，広川香，
広瀬節子，廣田万知子，広中尚子，樋渡経子，福島洋子，福島久美子，福田妙子，
藤井敏子，藤井文枝，藤井滋子，藤岡明美，藤沢恵理子，藤野幸子，藤本幸子，藤
森津代美，藤原泰江，藤原淑子，二川まり子，帆足安佐子，細谷和江，堀真弓，前
岡理恵子，牧平智惠子，益原久枝，桝見寛，桝見文子，松井翠，松浦美佐子，松岡
千枝子，松下節子，松嶋照代，松村治代，松村三貴，松本有里，松本英子，松本陽
子，真辺都，真鍋トミ子，三川敏江，三阪マサエ，三島貞子，三島康代，水田照子，
水成吐毛子，三田邦子，光成秀子，三原サツキ，三宅光直，宮崎敏江，宮地一恵，
宮本小夜子，宮本紀一，椋木康博，村上理恵，村上清子，村上安子，面谷勝子，毛
利和義，森とし子，森川洋子，八杉紋子，矢原牧枝，山内和子，山内節子，山岡カ
ズ子，山崎純子，山崎和彦，山崎滋堯，山下英子，山田英美，山中香代子，山中敏
枝，山久恵子，山本田鶴子，山本譲，山本順子，山本義之，山本喜代子，油井幸恵，
柚木倫子，横山直美，横山美紀，吉井律子，吉川智恵子，吉田佐恵子，吉廣芳江，
吉村薫，吉村智恵子，吉本博子，若月誠，若月三千恵，若宮千枝子，和田悦子，和

鳥元公子，中越美千代，永田幸雄，中谷明子，中谷佳子，中津美津子，中司伸枝，
中野郁子，中村㐂代子，中山さだこ，名倉ヤス子，花岡由起子，浜祥子，林恭子，
林澄子，原田浩子，春木屋民子，樋口紀子，久野尚子，日吉禎子，平田啓一郎，平
永雄三，平山稔子，弘重和恵，廣田妙子，弘中淳美，廣政美智子，福井捷枝，福山
アサコ，藤井郁代，藤井政子，藤岡恵子，藤田紀子，藤野京子，藤村貞江，藤村登
希子，藤本明義，藤本小夜子，古川清，堀江秀幸，本田律子，牧野妥子，松本貴子，
三国訓子，水谷晴子，三井ツチヨ，美間芳正，宮原和子，宮本美佐子，三好多恵子，
三好雅子，三輪ミヨ子，村岡靖子，村瀬ひろみ，村永加代子，本村輝美，森羊子，
森下千鶴代，森東美津代，柳千代子，山崎美智子，山﨑良枝，山下ケイ子，山田惠
子，山田ひろ子，山田美枝子，山根織江，山本俊子，山本恵美子，横田穗美，横手
多鶴子，吉武律子，呼坂美佐子，渡辺恵子，渡辺静香，渡辺千佳子，渡邊美由紀【周
南武術太極拳協会】石田喜美子，市川良子，笠本政子，糀谷加世子，髙橋尚明，陳
作榮，道源美幸，堂山宜江，中村多美子，野坂清子，橋本温子，橋本洋子，広谷忠
雄，藤井清子，舞田清子，柳原悦子，脇野倭子，陳作榮太極拳研究会【東山口武術
太極拳協会】安達長敬，安達美代子，磯村智子，井上昌子，今田毅，驛津江，浴美
恵子，小河原匡子，岡本澄子，沖永三貴子，小田明美，片山慶子，桂俊哉，兼本美
奈子，上村哲史，亀田登美子，河村千恵子，北谷伊久子，木原義子，怱那多美子，
國政三千代，栗本省二，河内信子，近藤笑子，斉藤久美子，佐々木玲子，貞末満子，
属義信，属朱實，進藤信子，角井久子，澄川幸子，髙井美弥子，高橋英子，竹吉三
智子，谷房子，田原裕子，玉林智美，土井江津子，豊嶋マサエ，中井綾子，中島昌
子，畑恭介，林山文子，原田さゆり，東勝，東美千子，福永恵美子，福山悦子，藤
村洋子，藤山京子，松村央美，松本秀則，見口秀子，水村澄子，村尾十世子，村下
信枝，村下実希，森末紀子，安本明代，山口早苗，山本志保子，吉田孝志，匿名６名
【香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香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香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香川県太極拳協会】青井律子，青木眞由美，明
石英子，赤松道子，浅倉智恵美，朝山紘子，芦原玲子，天弘明子，安藤伸子，安藤
和子，生田寿恵，池尻スミ子，池田いく子，石川幸夫，石原美佳，出石亜紀，泉宮
和子，磯崎篤江，磯崎鈴子，一宮花子，一宮太郎，泉八重子，糸瀬香代子，井上信
幸，井上芳子，井内洋子，井下智代江，井本恵子，井本由紀子，岩崎良則，岩澤一
子，岩部モト，因藤美恵子，植田義之，植村さとみ，内田正夫，江戸桂子，榎並佳
代子，大井敏子，大井理恵子，大垣洋子，大川利行，大久保律子，大嶋啓子，大嶋
留美子，大瀬戸光代，太田公子，太田豊子，大西綾子，岡祥子，岡川昌枝，岡田登
志子，荻田悦子，奥山則子，小田原悦子，小野坂加代，笠井明子，笠井朱実，笠井
幸雄，加地理一郎，金谷フミ，金本鈴江，河合照子，川上裕子，河崎寿美子，川染
浩美，川田孝子，川端英旦，神髙豊，神髙淑子，北尾香代子，北村光裕，木村真由
美，木村豊，久保田直子，久保トシヱ，熊本和代，黒川和代，合田愛子，合田久美，
合田純子，合田通恵，国生和子，小坂通子，小塚剛三，小西宏子，小西嘉一，小林
芳子，米崎千枝，齋藤育枝，坂本眞理子，佐々木昇，佐々木昌子，佐々木美津子，
寒川信子，篠原美津子，柴村賢三，島川真寿美，白川文子，菅谷加菜子，圖子幸子，
鈴木孫衛，清家素子，瀬尾嵯杏子，十河俊司，高杉義雄，髙橋光子，高畑裕子，滝
内利幸，武内和子，多田昭美，龍野敬子，田中啓子，田中敏子，田中友子，田中善
一郎，田中芳子，田邊和子，谷澤信子，玉井眞之，玉尾春美，近森三栄子，中條照
江，天雲蓉子，土居喜代美，徳永愛子，豊田祥士，豊田千秋，豊田秀子，中川真理
子，中野百合子，中山久代，西田敏雄，西谷佳子，西野薫，西本タミ子，波多敏子，
八田繁子，林正勝，原倫代，平木久美子，平田千代子，平田裕子，平山洋子，広瀬
千鶴，廣瀬悠子，備酒フミ子，深見孝治，福島保，福田みつる，福田一惠，藤井和
代，藤井佐枝子，藤澤輝美，藤澤美々，藤田香代子，藤本睦子，藤原由美子，北條
弘子，堀内貞夫，本多さよ子，前川明子，前川英子，牧野易子，舛形澤子，増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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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間瀬英昭，松井まゆみ，松川恭子，松木節子，松永幸子，松原正明，松元香織，
眞鍋健也，真鍋順子，三木恵子，溝内由理，三谷真市，湊美智子，宮脇敏充，三好
照子，村井順子，村井照代，村上聖子，村川房子，村田淳子，元家寒山，森清昭，
森真喜雄，森真由美，森下礼子，守屋ハナ子，柳原万里枝，矢野喜代子，矢部浩美，
山口順子，山口美智子，山下京子，山西久仁子，山本和代，湯川信義，横田梢，横
田小徑，横田渉，横山博子，横山峰子，吉澤典子，吉本和子，ルチル，ルビー，脇
幸代，渡辺清美，渡辺真理，渡辺光晴，匿名２名，NHK文化センター高松太極拳
講座，香南町太極拳同好会，古髙松同好会【香川中国武術協会WUSHU】泉清章，
泉憲佑，上原範子，香川洋子，栗生優，佐藤清美，新川弘彰，竹内千枝子，多田憲
市，田中節子，永木敏子，名和京太郎，森康代，渡辺美和子，さぬき市寒川町太極
拳同好会【太極拳若葉の会】天野桂子，石丸洋枝，上枝幸子，上枝千代美，植松富
子，内海静子，樫春子，梶河静子，加島照子，金丸恵子，鎌田峯子，亀山克子，川
西公美，塩梅厚子，砂子義徳，十川光子，竹内幸子，田中壽子，谷照代，谷川淳子，
長尾輝士，長尾信子，福井由美子，細川敬子，松本照子，松本香代子，三崎清美，
溝渕善子，宮地キヨミ，明星きよこ，村上和子，森野文子，山崎芳子，山内光子，
竜吐規子【武術太極拳朱鷲の会】阿賀笑子，池田恵子，池端三千代，磯﨑正夫，大
久保邦子，大谷真喜子，岡村豊子，香川栄子，鎌野正和，河田由美子，窪田惠子，
桑原キミヱ，後藤香織，後藤満，小松通代，坂口英子，坂口善市，杉本定子，十川
恵子，髙尾利江，高橋祐，武田和美，田多則子，谷本美雪，田村貢，塚田満里子，
冨家由美子，長尾美千代，中川正孝，長田信子，長田広子，中山一正，中山タミエ，
平池道子，藤岡園江，本條正行，松永弘子，松本雪愛，宮田香代子，宮脇邦子，村
上喬子，本常和子，森真弓，森川修二，森川ますみ，柳厚子，簗瀬潮，山内笑子，
山下真佑美，横田勝彦，吉田一美，和田慶，渡辺靖子【香川武術隊】香川武術隊会
員一同
【太極とくしま】天羽恵子，池田七重，井上武久，
徳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内野眞智子，内野森，枝澤カナエ，大橋祐子，岡
部晶子，小川明美，笠井明美，笠井祐里，笠井亮佑，木下愛，木下実，久保福子，
黒川享子，小西まつ子，近藤佳代，近藤智恵子，斎藤陽子，佐光明子，椎野由美子，
柴田典子，芝原弘子，竹中真由美，谷崎由子，津村順子，手塚順子，寺内政雄，寺
内美代子，中川明美，中西省吾，中西洋恵，中野竹子，西広子，濱井洋子，福島英
理子，福田栄子，福田整子，槇本美代子，増田富佐江，美谷千代子，南章子，盛和
代，森容子，森田貴子，矢田直子，山田容子，山本悦子，湯之上啓子，吉田祐子【徳
島県太極拳協会】相原千恵子，赤川正男，赤川美津代，秋山清，秋山英毅，浅井千
代子，浅野マサ子，阿部さつき，天羽真寿美，飯田喜代子，泉谷千枝，伊東徳美，
伊藤秀文，稲室勝彦，猪子仁美，今倉ミヨコ，入江千恵美，岩朝武子，上田佳子，
江東俊子，遠藤禎子，麻植信一郎，大西美衣，大宗裕人，岡幸江，岡妙子，岡島良
子，岡本敏江，小川恭史，小川信子，沖かよ，小倉万佐子，越智和子，越智誉敏，
香川ミサ子，笠井史，加地幹夫，樫山恵子，桂幸江，加藤育代，金磯由美子，金子
博明，釜内正子，鎌田尭文，鎌田美紗子，鎌田侶子，上谷俊太，河上美代子，河野
美和子，川端信子，川真田幸子，川村英人，川村美佐子，川村美佐子，岸ひろみ，
北島佳子，木村洋一郎，清田由美子，久次米知恵子，久米泰代，黒島功司，小亀め
ぐみ，小天かずみ，小林昌栄，小堀幸恵，小山絹代，近藤真由美，西條富久代，酒
井千恵子，坂野幸子，桜木マユミ，佐野孝志，塩田昭，塩田ひろ子，篠原美貴子，
四宮亜樹，四宮美恵子，柴田史，地福啓子，渋谷志津子，清水寛，杉本敏子，鈴江
道子，鈴江佳子，妹尾節子，宗美津子，高野朱美，高橋陽子，武市賢子，武市ツル
子，武市迪也，武村佐江，多田糸図，谷村幸子，谷本ひさ子，玉津照美，田村キク，
田村富子，千川マチ子，中條テルミ，月本初子，都留早苗，出村正弘，東條陽子，
徳島ゆかり，徳永洋子，富川友子，中久保純子，長富福美，中野伴子，中村弘子，
長山玲子，新居知恵子，仁木覚，西野宏美，西平和代，野口シゲ美，長谷川逸子，
畑岡久子，畠中洋子，林恵子，板東義博，広瀬雅史，廣橋ヨリコ，福永加代子，藤
仲ひろ子，冨士平雅則，藤森敬子，細川美穂子，堀尾明美，前田桂子，前田幸子，
前田民樹，前田義秋，増原節子，松浦町子，松浦しのぶ，真鍋雅代，萬藤武德，萬
藤保子，三浦雄司，三上洋子，水本智恵子，宮井洋江，宮内千賀子，宮北サチ子，
宮本秀子，宮本安子，宮本喜子，村田香，村田美代，森カツエ，森沢子，森富美子，
森寿美，森令子，森れい子，森下祐子，森田敏恵，森本貴美江，矢上喜子，矢川愛
子，柳生富江，安田智子，安好敏子，柳原朗伸，矢野政規，山口眞代，山住隆子，
吉岡広子，吉﨑友美，吉田香都子，吉田新子，吉田光子，吉田芳市，吉永八重子，
米田光恵，渡辺順子【徳島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相木重之，天羽恵子，一楽睦子，岩
田万寿美，梅津真砂子，大角悦子，大西和代，大野清美，小久見千恵子，貝出節，
金山節子，加納むつみ，鎌田砂百合，神原芙佐子，岸本佳実，木村郁代，木本登根，
久保幸子，小西君代，近藤幸子，澤井英子，志度谷たか子，高橋桃子，多喜貞男，
谷口丸子，田村ひろみ，田和恵子，寺島民子，寺橋妙子，東條洋子，徳山常子，仁
木幸子，仁木敏之，野村玲子，間久子，長谷部華子，濱口令子，濱本敏子，林秀子，
平岡節子，平野恵里子，廣岡まり子，福井美幸，福島初子，細川鈴恵，桝田淳子，
松崎寛子，松葉晃，万石弥生，美馬かおり，宮美紀，村上比奈子，村田美佐子，森
美音，森井真理子，森上栄子，矢田益実，山下叶子，山田勝恵，山田益子，吉岡美
代子，吉成由利子，吉本和子，米本和佳，渡部貴美子，徳島市武術太極拳連盟
【いよ太極拳倶楽部】稲葉美子，大西信子，
大西光，
愛媛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岡﨑啓子，河野ツユ子，白潟聰子，髙市清則，田
部和子，田部要，西山一郎，早田和子，原口英子，三栗野妙恵子，森田秀美，芳之
内喜久代，渡辺洋子，いよ太極拳倶楽部【愛媛少林武術団】越智健太，河端美代子，
黒田伸二，清水太陽，中田真由，渡瀬利香【風早会太極拳倶楽部】青井義人，一色
節子，井上美千代，井上潔子，太田芳枝，大野明美，岡野敏恵，越智梢，菅澄葉，
菅洋子，小池節子，白石勝美，白石利美，白石信子，住田和子，田中久美子，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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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玉井香代，寺井 子，寺尾信子，道後美幸，長野康子，西原田鶴子，野村由
紀子，浜田敏子，松島幸子，松本いせ子，松本道明，山本保子，横田冬子，吉井律
子，渡部富貴子【まつやま太極拳研究会】佐長与司恵，上堂光子，周防睦子，高橋
多美子，田村トシ子，西原伊津子，細田悦子，丸山キヨ子，光宗和子，村上泰三，
山本清美，渡部正枝【悠悠太極拳くらぶ】石崎光枝，宇高靖恵，大西稔子，大政真
弓，大本初美，小笠原淳子，尾﨑タカ子，川口富美，川﨑厚子，窪田百子，篠崎一
美，白石直美，神野恵子，高橋栄子，永木久美子，永田逸子，新山悦子，二宮ミツ
子，福島和子，本多静子，宮﨑イトヱ，山田房子【リー・ステーション太極拳教室】
伴敦 他
【NPO法人福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伊藤美貴子，
福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浦了，浦上久美子，川原惠子，篠崎しのぶ，清水
美智代，冨田一彦，中村洋一，平塚アケミ，三船英，宮地完治，吉田林之【ありあ
け太極拳クラブ】青木輝子，井島征子，石丸和代，井手口二代，井山憲子，上野和
子，上野カツ子，内苑秀司，上口チヨカ，枝村由美子，大佐古信子，大坪徳子，大
出恒子，大西マサミ，梶原晴美，樫本キヨ子，鐘ヶ江久子，川口貴代子，川口幸子，
木田啓子，木下勝，草津節子，後藤康子，堺扶二子，坂口典子，坂口義雄，佐藤美
緒子，柴原絹子，白谷恵子，杉谷ヒロ子，杉野美恵子，田内律子，高橋恵子，田尻
礼子，田中勝子，友善夏子，中川原千鶴子，中嶋恵美子，中島澄子，中冨春美，長
南扶美子，中野元子，永松紀沙子，中村邦子，中村夏子，西原チズル，西村悦子，
野口八重子，野口凛子，野中琳津子，原麗子，原田誠一，半田照枝，半田利江子，
比嘉清枝，藤木なぎさ，藤木恵，藤木香津子，船江昭広，古沢奎子，前原康夫，前
原清美，増田典子，松尾弘美，松尾俊子，松田寿子，松永久代，松村静子，溝口ま
り子，溝口知子，宮﨑静香，宮﨑みどり，森啓子，森邁稚子，森山寿子，山下愛子，
山下小津枝，吉川鈴子，吉田弘輝，吉田武幸，吉田弘輝，脇本志雅子，渡辺ミヱ子
【北九州太極拳普及協会】赤木和江，秋満新太郎，東八十子，阿部紀子，有吉猛，
淡野かずよ，伊井秋子，池松房子，石田禮子，石原佳代子，石山初子，泉フミヨ，
猪俣善朗，今井多九郎，今永正雄，井村隆，伊与田利子，上村たか子，臼井志津子，
梅林信子，榎園敦子，遠藤けいこ，大浦豊子，大隈正登，大嶋千代子，大津久善樹，
大庭斡子，大林るり子，緒方恵美子，岡本峯子，小河原功，奥昭恵，小沢文子，小
田好子，小田久子，梶原弘子，金丸清子，兼田キミ子，椛島あけみ，川崎加代，川
島洋子，川島美登里，菊本由美子，北田忠男，木野純一，木下真知子，木本正子，
栗崎暁子，桑原タミ子，幸田知佐子，郷田妙子，香原砂智子，小島小夜子，小住洋
子，小寺純子，呉藤ヨシ子，後藤八千代，米谷マユミ，近藤和恵，西条圭位子，西
頭ツヨ子，酒井俊一郎，酒井香代子，酒井俊一郎，坂本ゆき子，坂本由美子，迫博
幸，佐々木実，貞包正則，皐月美江，椎葉トミ子，繁永孝子，重松まき子，清水桂
子，下田利文，霜手節子，城敏子，白石栄子，白石百合子，進悦子，末光文子，菅
智子，菅京子，杉谷幸子，杉村吉輝，杉本笑子，住田悦子，副島民雄，高津千恵子，
高野千代子，髙橋達子，高橋春美，田上スミ子，竹内公代，竹田陽子，竹本登美子，
田嶋美智，多田康廣，田中政巳，田中和恵，田中照美，田中ミユキ，谷本勇，田野
裕子，土川勝美，土川恪子，土谷清雄，土屋接子，堤悦子，都留八重子，津留あさ
子，手嶋佐智子，豊増芳男，中尾昌子，中川京子，中川千津子，中島公子，中島浩
子，中島早苗，永末初子，長友博子，中野美智子，中野律子，中村タズ子，中村ム
ツ子，中山真由美，中山和子，新田敏勝，沼口康子，野田勝利，野村洋子，橋本英
俊，畑野美紀子，服部陽子，花岡利子，馬場英子，原田桂子，原野早苗，東睦，久
澄明美，樋渡千加子，福田智子，藤澤典子，藤林良子，古長早苗，帆足幸子，堀龍
彦，堀徳子，堀尾妙子，前田景子，前田香代子，前田美幸，松尾妙子，松下千秋，
松永弥生，松本美代子，水田澄子，水野元美，水野美知子，溝尻和子，滿生美加，
三村サヨ子，宮崎武人，宮定玲子，向井英子，村瀬直子，村田博之，村永加代子，
目坂康子，籾井多美子，森敏子，森井文子，森岡春子，森渕秀子，森本良子，山内
邦恵，山崎孝，山崎桂子，山下良子，山下ヒロ子，山下光子，山下律子，山田泰子，
山田ナガ子，山地寿美子，山地寿美子，山本喜代子，山本梯子，山本久美子，横山
久枝，吉川且子，吉田佐記子，吉田満利子，吉田百合子，吉原直，和田康彦，渡辺
るみ子，渡辺百合子，渡辺久子，渡辺喜代美【健しん会久留米】秋山玲子，秋山さ
つみ，秋吉佳子，阿津坂初江，安納妙子，飯田行雄，五十嵐勇，五十嵐勇，石井ミ
ヱ子，石橋定美，一ノ瀬誘子，井上安子，井上礼子，今村眞弓，入江恵美子，岩村
直実，岩村美和子，内田すなを，内田作，内田美智子，梅本典子，江上京子，江上
健策，江上成子，江藤三都子，大石容子，大隈衣子，大藏敬子，大曲孝子，緒方紀
美子，緒方三千代，緒方晟子，岡村あや子，岡村美穂子，小川陽子，甲斐田宏子，
甲斐田誠二，加藤和子，金子孝子，金子眞百美，鎌浦信子，川口久美子，川口佳子，
川口トシ子，菊池純子，北島裕美，木原喜博，木村恵美子，藏谷利恵子，古賀ひろ
子，古賀綾，古賀政子，古賀藤子，小坪裕子，古園井賢，許斐孝代，小林弘子，近
藤清美，最勝寺スエ子，坂井律子，坂井律子，坂梨和代，佐藤智子，佐野恵美子，
猿渡早苗，下田博子，末次範子，末松薫，杉山亜津子，杉山亜津子，杉山英美，髙
岡典代，高野茂子，高橋俊子，田川マサ子，竹之内朋子，田代瑞穂，田代麻美，田
中玲子，塚本初恵，堤玲子，鶴静子，鶴廣子，鶴廣子，手島いつ子，寺﨑浩一，銅
子チヱミ，仲澄江，中島昌子，中野瑞子，中村慶子，中村恵美子，中村優子，中山
よし子，鍋島秀子，難波彰，難波トミヨ，二志親子，西田ユキエ，西田ヤス子，西
本昭子，野口京子，橋本栄子，簱﨑惠，花田ミサ子，花田雅美，原ミチヱ，原口緑，
原田スミ子，稗田芙美子，樋口泰將，平石慈子，平田順子，平塚アケミ，広重寛子，
廣瀬純偉，藤川律子，藤木加寿美，渕上信子，堀江みどり，本田喜代子，前原和子，
馬田穂波，松石徳秀，松尾美代子，松田たつ子，松野紀久子，丸山佳子，丸山三男，
三木ふさ子，宮成知良，宮原喜美子，宮本若枝，村上晴代，本山和代，森原陽子，
安井マサ子，安富信子，柳瀬いづみ，矢野廣子，山口サツキ，山下紀代子，山田純
子，山田徳子，山ノ内賢子，結城美津子，笠チヨカ，劉鳳齢，渡邊安子【太極拳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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ラブ弥生】青山寂子，安部千鶴，池松美澄，池松康子，石橋治男，市川敏枝，伊藤
智恵子，稲永マサ子，井上英子，今林幸子，井本喜久江，岩下由美子，岩下由美子，
内田千秋，内場美津夫，江﨑征二，江島由香，大西啓子，大野美知子，大庭悦子，
大庭政子，緒方政子，緒方敬子，小副川時子，甲斐成子，掛橋泉，神尾幸枝子，川
原葉子，工藤美智子，桑原みどり，古藤絹子，小林京子，小柳佳子，斉藤信之，酒
井裕子，佐々木ツルコ，塩田賀子，篠原幸恵，柴田節子，白川博子，調眞知子，新
川千寿子，筋田かよ子，高岡寿美子，髙倉悦子，髙瀬明世，高橋幸子，高増ケイ子，
竹崎秀資，田島智代，立花はる美，長幸子，津田ツギ子，連尾営次，藤寿美子，徳
田ツヤ子，鳥越鈴子，中江シヅ，中里佳代，中島康子，中園昭代，中野智子，中村
真子，奈倉順子，箱島照子，早見艶子，東島美代子，日平すみえ，平川好久，廣川
浩，藤山佳子，二塚寿子，渕上フミ子，増本美樹，松二郎，松尾陽子，松嵜紀久代，
松本チヨ子，三嶋真澄，三苫温子，三村佳代，三宅澄生，宮地麗子，宮原慶子，村
田幸子，元木久美子，百田聡子，森都子，森都子，森田知恵子，諸岡加代子，安河
内光代，安武博子，安武博子，安松義勝，矢田一枝，山鹿進，山川亜希，山崎映子，
山田靜子，吉田静子，吉鶴宏子，吉村照美【太極養生会】赤井進，穴見信子，有江
和久，有冨テルヨ，有富照代，有吉佐和子，飯塚よし子，池田公子，池富智子，石
井康子，石川幸子，石田勝代，石田勝代，板垣幸子，伊藤正子，稲田斉，井上信子，
井上貴美代，今泉美智子，岩崎千恵，後田悦子，宇野銑二，梅田廣美，江﨑八郎，
大池佳子，大池佳子，大里孝子，大嶋三男，太田冨美子，大庭八重子，岡本美保子，
落合眞理子，甲斐英俊，加唐ノリ子，鹿島フサエ，片桐智子，加藤幸子，金田たか
え，河野愛子，川村高，川村たみ子，菊池和美，岸原喜久代，木村キミヱ，草野幸
子，楠田靖子，久米律子，黒木加久子，黒木美智子，黒田美枝，郷右近洋子，後藤
朗子，後藤美砂子，在国寺弥生，斉田豊子，才津君枝，榊原陽子，坂口松代，坂本
トシコ，﨑田義則，﨑田弘美，崎田義則，佐藤君子，執行昭子，実松英敏，柴崎由
利子，渋谷三枝子，白神智子，新開恵美子，末永幸枝，末松淳子，杉浦美音子，鈴
木中，須藤健二，隅岡紀子，関山巖，宗富美子，添田優子，髙田稔，立川和子，田

松岡通子，松岡芙美子，松隈早苗，松原厚，松本貴久子，松吉知橿，松吉美和子，
溝口初美，光井隆，光井一美，光延久二代，三宅幸子，三宅佐代子，宮﨑潤子，宮
里佳代子，宮里璋，宮原夕子，宮本昌子，向井孝子，村岡孝子，村岡力，村上フミ
子，村川ミチ子，村松佐代子，本岡啓子，本松美緒，籾井景子，森とせ子，森道子，
森チヱ子，安武景子，安永彰子，柳井絢子，柳本好子，矢野択子，八幡和子，山口
治子，山下孝代，山本隆子，吉田林之，吉田美智子，吉田洋，吉竹孝二，吉竹サチ
子，吉水陽子，頼金みな子，若松久子，和田政子，和多ひろ子，渡辺真勇美，渡辺
レイ子【中国武術新風拳社】井上透，祝原正典，宇野隆史，大野哲平，岡澤浩和，
薄祐司，田原正裕，冨永崇之，中原慧美，中原健志，永吉信太郎，西山大輔，原田
大地，松田侑，三宅希来，俗多佑美，森久記，山田真己，山本勇太，若林恵里【飛
幡太極拳協会】青木悦子，明石美智子，秋山幸子，安宅昇子，安部サダメ，安東信
孝，石垣由紀美，石田三千枝，石田澄江，石原佳代子，石松喜美子，猪俣宏子，今
田豪助，岩田八千代，岩永喜久子，上田富子，上野敏子，内田順子，宇津木範子，
海老原弘美，大塚哲雄，岡裕美，岡淑子，岡﨑京子，緒方恵美子，岡部法香，沖田
加世子，小澤美智子，小野てるみ，皆尺寺紀子，加來雅夫，加來雅夫，金子チエ子，
川野節子，河野やす子，川村千鶴子，川村富美子，河本美津子，北岡アヤ子，木村
恵美，久我紀美子，楠本直美，工藤和子，國竹文子，黒岩佳子，黒岩登志子，黒川
機江，小出和子，神山しげよ，小永吉美千代，小比賀留子，小南紀子，小山イソミ，
佐々木ひとみ，貞方敏子，里田久仁子，澤田明美，式町公枝，執行美恵子，品川征
子，柴田紀世子，新粥幸子，杉崎由里子，杉崎奈緒，杉崎洋，杉本みどり，清家美
知恵，宗文子，空谷妙子，髙崎松子，高野政子，滝キミ子，竹中セツ子，田中美智
子，田中かず子，田中美千代，田中真木子，谷口安代，田上欣也，太郎丸せつ子，
土田圭子，坪田直子，鶴田淑子，徳永栄子，友定素子，朝長綾子，永井道子，永末
良子，中須賀紀代子，中須賀和子，中須賀和子，長田知子，中野悦子，中野芳代，
長野久子，中村浩子，並木道子，西上朋子，西本清子，野見山貴美子，芳賀蒔子，
馬場保博，馬場英子，林宏子，平野真弓，広谷せき代，福井秀美，福井晃，福井晃，

中君子，田中惠子，棚瀬マスヱ，谷口雪子，谷口慧榮，手塚ひとみ，土居しなえ，
党裕子，藤満世，東野順子，土岐美佐子，徳重嘉子，徳田フミ，徳永三千子，中尾
ひろ子，長崎紀子，永田かず子，中富美恵子，永松比呂子，中村宏，中村信榮，西
島節子，西村眞澄，野口富子，野田和子，野田和子，野田織恵，長谷川栄里子，早
坂武志，原民子，原口久子，火山ひさ子，平岡みさ，平山ヨシ子，平山トモミ，廣
石かおり，藤園美香，藤波三重子，古川邦子，古川クニ子，古川正子，古川正子，
星下紘六美，本田里美，前田紀美子，前田キヨミ，前田早苗，増見瑠美子，松井千
春，松浦信子，松尾直枝，松尾サナエ，松重淳子，松田佳子，松田玲子，松村道代，
水原公子，満生静江，満生みを子，村岡善子，村上英幸，村上美代子，村田裕子，
森米美，森清子，森永富枝，安武国太郎，山下照子，山田弘子，山田道子，山本純
子，山本和恵，山本澄子，吉村町子【筑後川太極拳クラブ】市丸和子，上田映子，
久保山きみ子，沢田瑞枝，重松惠子，辻いちえ，星野享司，柳須賀子，脇田恵子【筑
紫龍安太極拳クラブ】石川恵子，井手美智子，今永千恵，今村香代子，上田富子，
内木場えり子，内田朝子，内田至，内村喜代子，占部恵子，永楽哲司，緒方道子，
岡松正臣，奥野雄大，尾崎恵美子，小野道子，風間廣雄，瓦田こずえ，菊次英子，
黒木公子，小若女美恵子，斉藤鏡子，佐伯喜代次，坂本清美，柴田香津子，高田孝
子，髙山惠子，徳永饒，中川康一，中西眞由美，中野昭子，永松髙明，中村美恵，
中村章子，西内美代子，萩尾知子，花田晴美，花田英喜，藤木末子，渕上治子，堀
崎憲太郎，松原メイ子，松原文明，松本綾，三浦薫，三角勝江，三角典子，宮森静
枝，用松静香，森部尋子，諸留嶺子，安川洋子，柳日登美，山口絹子，山﨑守，山
崎美津子，山田みどり，山西笑子，結城一代，横山清子【筑豊太極拳協会】相緒綾
子，相緒啓子，赤木裕子，明石孝子，芥川幹子，浅田美波，東くみ，跡部静代，天
野美砂子，荒浪裕子，有川善俊，安藤むつみ，石井辰子，石田澄枝，一塚カオル，
伊藤伸子，伊藤幸子，伊藤静恵，伊藤啓江，井上あつ子，岩見和子，岩見節子，岩
見利一，岩見利行，岩見サト子，印藤初恵，臼井照子，梅木歳子，浦野裕恵，江藤
さゆり，大神輝寿，大神元子，大澤スミ子，大嶋速己，太田すみよ，大塚ひとみ，
大村人美，大屋隆博，岡松淑子，奥田美枝子，落石幸子，小賦政子，小山実子，小
山菊子，小山田峰代，梶原京子，梶原郁代，金丸マサ子，金子加津子，壁屋美代子，
鎌田壽子，川崎泰子，川原寿江，川原田榮子，岸清子，岸川勝代，岸本美代子，北
村美佐子，木下セツ子，草野敬治，國武文代，久原寿子，熊崎由紀子，黒土サダ子，
黑山タカ子，国府寺幸子，合屋孝子，後藤ノブ子，許斐照美，小林信代，権藤信子，
権藤しげみ，斉藤志津子，斉藤美代子，酒井ヒロエ，坂口登志子，坂田喜美子，坂
本玉子，坂本朝子，坂本しのぶ，迫惠美子，笹栗千加子，佐藤ミヱ子，佐藤保子，
実藤良枝，佐野浩子，塩崎陽子，重谷郁子，重松紀久子，篠田由美子，地福サエミ，
嶋本啓子，清水紀美子，白石裕江，白土正代，新開篤子，末永邦子，末原由加利，
杉山ゆかり，杉山和子，関口信子，善福千枝子，髙﨑英子，高崎知賀子，髙島紀子，
高津嘉子，高津サヨ子，高橋よしえ，滝本桂子，竹井スミ子，竹内節子，竹下千衣
子，田才八寿代，田尻睦子，田中喜代美，田中はや子，田中マサ子，田中かず子，
田中理恵，谷幸子，谷口富子，谷口信男，千々谷美津子，蝶清美，塚本不二子，柘
植良子，友清啓子，仲上佐代子，中川春子，中須サカエ，永末欣一，中園保子，永
冨秀美，永冨加代子，中野淑子，中野弘，長野潮美，永光祐子，永光静子，中山雅
代，波止容子，成松恵子，西澤優子，西園博子，西田孝子，西田和代，西村道子，
西村恵美子，野﨑豊吉，野﨑六子，野中勝美，野見山カズ子，橋垣ひとみ，橋口繁
喜，橋本富子，花田浩次，花村百合子，濱﨑由巳子，林とよ子，林田尚枝，原政子，
原木寿江，原田智子，原田久美子，原野ツヤ子，樋口君子，樋口観台，日野初美，
平井美紀代，平澤晴美，平塚道子，平野春恵，平埜幸子，福田美和子，福永綾子，
福永典子，藤井千恵子，藤嶋千枝子，藤田多記代，藤田シズ子，伏貫チヨコ，伏見
登志子，藤本優子，藤本妙子，本田モモカ，松尾美咲子，松岡ツヤ子，松岡敦子，

船津夫佐子，水口義夫，水口玲子，水町千鶴子，溝渕総子，三井アサ，湊和子，南
とし子，美根明子，宮原弘子，森重瑞恵，森戸加代子，森部カヨ子，森脇千津子，
安田登美子，柳瀬恭子，薮田和子，山口爽美，山並君子，山本幸男，横山登志子，
和間京子【中間太極拳教室】浅田邦子，安部清美，石橋洋子，石松千束，一丸妙子，
伊藤幸子，稲垣江美子，今田武士，岩崎理和，岩崎リュウコ，岩崎康子，岩﨑三智
子，上田勝夫，大司榮子，岡部英凰，奥園末子，小畑秀子，梶原ノブ子，鹿末みえ
子，川副圭子，河原文子，木内信子，木坂美津江，木原満里子，熊谷裕子，蔵重ト
キヨ，栗本真智子，栗山暁子，郡司新次，桜井逸子，佐藤妙子，篠崎美紀子，清水
武，清水美智代，白井正明，白井敬子，白井たか子，白井正子，杉浦芳子，杉田さ
ゑ子，空幸子，髙木ケイ子，高野浦まり子，田上京子，竹中睦枝，田中ミドリ，田
中ヤス子，田中千代子，谷川綾子，堤雪子，鶴田雅晴，寺上慶子，天満紀子，東木
勝治，藤内弘子，戸田恵美子，友納文子，永野清香，中原禮子，中牟田眞一，仁木
イク子，野中静枝，野村春子，則松千惠子，橋口啓子，浜地八代子，樋口紀代子，
日髙千津子，福田素子，藤満邦子，法﨑睦代，松栄紀子，三重野邦子，水上ひとみ，
宮野由紀子，宮本桂子，向坊弘美，村本貞子，本山澄子，森田真子，安田テル子，
吉崎萬里子，和田幸代，渡邊貴子【福岡県健康太極拳クラブ】青影芳子，浅尾京子，
安高寿枝，穴井敬子，安部千枝子，荒井征雄，有角靖子，安東ヒサコ，井形邦子，
池田美穂子，石川美津子，石川美和子，石橋和子，一肩スミ子，伊藤利博，稲葉嘉
恵，井上静子，今村美智子，今村敬子，岩佐郷子，岩田和子，岩村タミ子，植田敏
子，上村一惠，内田節子，漆谷幸子，江口範子，江口君枝，衛藤恵治，衛藤哲夫，
衛藤トミ子，榎田康世，大賀典衣，大蔵純子，大野クミ子，大畑弘子，大平フミ子，
大森彰子，岡田博子，岡田清子，緒方幸枝，岡本澄雄，岡本茂子，小倉澄江，小副
川千寿子，乙川聖子，尾上斗使子，加来瑞枝，加来啓子，角谷裕見子，笠井宮子，
笠村美智子，柏原千恵子，鹿島美登利，兼竹久美，椛田藤枝，鎌田ユミ子，川久保
芳子，河野今，河原眞理，来住幸子，岐部永子，木村智子，木村幸子，清田真寿美，
桐木平恵子，工藤操，久保田美和，久間稔子，栗原久代，黒木義信，黒塚昭子，黒
野登美子，小泉艶子，古賀幸子，古賀志津，古賀朝子，古賀美佐，小島学，小坪カ
ズ子，小永吉雪子，小森敏子，是永孝子，坂村勝子，坂本良志美，坂本芳子，佐々
木智世美，佐々木征子，佐藤さち子，佐藤由美子，佐藤元子，椎野三枝，繁冨千佳
子，柴田マキ子，志水鶴子，下澤幸子，庄﨑礼子，白井千奈美，白石啓子，白土ノ
ブヨ，真井都美子，陣内逸子，末次玲子，末藤京子，膳所陽子，田浦康子，田浦マ
サ子，田浦恵子，高木祥子，髙野京子，高橋美知子，田北通子，竹内道子，竹下睦
子，竹下征夫，武智隆子，武富てつ子，竹之内乃生子，田代照予，立川愛子，田中
ヒロミ，田中真子，田中裕子，田中弥生，田辺久子，田原栄子，田渕和子，田村信
子，丹下貞代，徳弘エミ子，富永恵子，長岡洋子，中門紀子，中澤八重子，中島恵
子，中島よし子，永田富子，永田裕子，永田栄子，中野節子，永浜和行，中原眞由
美，中堀広子，中村悦子，中村和恵，中村鈴子，中山邦江，永吉久美子，西一枝，
仁科康子，新田純子，沼田耕子，野口友子，野間千恵，野見山博子，橋口サチ子，
畠中晴美，畠中ひろみ，服部佐智子，濱田英子，林真里子，日置元子，東島浩子，
姫野節子，平田佳代子，廣渡映子，福永陽子，福山美津子，藤井美也子，藤井加代
子，藤本敬子，藤原紀子，堀禎子，堀内玲子，前口キヨコ，前田尚代，牧あきえ，
馬込惠子，升井峯子，松尾良子，松尾しず子，松岡巨子，松本繁美，松尾久香，溝
上智津恵，三田貞子，宮崎和子，村上澄子，村上友江，村上日佐子，森田良子，森
本千鶴子，安田幸子，安仲幸子，柳井さわ子，柳和子，八尋弘子，山内久美子，山
浦ゆかり，山上邦子，山木美代子，山口恵子，山田弘子，山田将史，山本伸子，弓
削夏子，横矢新一，好井すみ子，吉田順子，吉田愛子，吉田美佐子，与田シゲ，龍
角光子，和田ふさ子，渡辺芳栄【福岡太極拳協会】愛甲實，青木玲子，青木和子，
青柳キヨ子，赤星和子，赤松政枝，赤松公子，秋満光江，秋本元代，秋吉ハ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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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川あつ子，浅田ケイ子，安都間明，麻生政代，麻生キヌ子，足立美晴，渥美育子，
穴井義男，穴井洋子，阿部八重子，阿部佐和子，安陪マスミ，阿部紀代，安部洋子，
安部奈々子，阿部仁，安部桂子，安部輝彦，阿部智子，阿部晴美，天野良子，天野
文子，綾戸静子，綾戸政治，荒木瑤子，荒木邦恵，荒木脩志，荒木順子，荒木孝子，
荒巻サダ子，有田光生，有田みつ子，有吉佐和子，淡地マサ子，飯田妙子，伊香賀
保一，五十嵐美穂子，碇貢，碇山恵子，井口佑三，池美惠子，池千尋，池口紀久子，
池田礼子，池田義實，池田孝子，池野定行，池辺幸次，生駒麗子，石井文代，石井
はるみ，石井ミドリ，石井紀子，石川麗子，石田幸子，石田善敏，石田勝代，石田
宣子，石瀧佳代子，石津隆稔，石橋京子，石橋逸子，石橋潔尚，石橋満恵，石橋喜
美代，石松房恵，石丸純子，石丸豊美，石丸富美子，井筒スミカ，伊豆丸雅子，泉
富美子，磯野嘉数子，磯村多美恵，板井綾子，一枝博子，市川和子，一ノ瀬多美子，
一ノ宮照子，井出渕厚子，伊藤純子，伊藤由紀子，伊藤登美子，伊藤博樹，伊藤徳
子，伊藤スエ子，伊藤サツキ，伊藤鏡子，伊東眞知子，伊藤道子，伊藤真由美，伊
藤利明，伊藤紀子，伊藤浩子，伊藤豊年，伊藤節子，稲角哲也，稲葉由壽，稲葉由
美子，稲葉キミ，戌亥正弘，戌亥敦子，稲永徳子，稲永稔，井上恵津子，井上慶子，
井上忠久，井上秀子，井上千賀子，井上康子，井上まゆみ，井上八重子，井上眞児，
井上幸子，井上悦子，井上久美子，井上泰治，井上鶴美，井上よしの，井上雅恵，
井上韶夫，井上照代，井上峰子，井上マコト，井上正孝，井上まゆみ，井口慶子，
猪ノ口美保子，猪野元美代子，今井由美子，今任恵子，今徳和也，今西ひろ子，今
林美智子，今福仁臣，今村実子，今村朱實，今村麻子，今村ヒロ子，井村晴代，井
本保子，入江テル子，入江敏夫，入江さよ子，入江大二郎，入江章憲，岩木征子，
岩城嗣郎，岩城正博，岩倉みゑ子，岩佐美都子，岩﨑元昭，岩﨑シマ子，岩田美佐
子，岩田惠，岩坪トキヨ，岩永くみ子，岩永展寛，岩根留美子，岩室フジヱ，岩元
美紀子，因嘉基，植田慶子，上田登志子，上田洋子，上田富子，上田陽子，上野悦
子，上野秀敏，上野礼子，上原清子，魚住昶子，牛尾美代子，内野順子，馬越圭古，
梅津まさ恵，梅田則之，梅津トキエ，梅野豊子，浦了，浦上久美子，浦志ミサ子，

口公敏，坂口和子，坂下行夫，坂下昭代，坂田順子，坂田初枝，坂田ゆみ，坂上万
里子，坂本幸代，坂本孝子，相良高子，﨑野昭市郎，櫻井靖子，櫻井道明，桜木ミ
ヨ子，桜澤サツキ，迫田美智代，佐々木泰子，佐々木輝子，佐々木園子，佐々木友
子，佐々木俊子，笹原直子，笹原泉，佐藤康子，佐藤陽子，佐藤正紀，佐藤廣子，
佐藤秀子，佐藤米子，鮫嶋律子，鮫島孝子，佐守一英，澤崎貞子，濱村アケミ，椎
山ツヤ子，塩川英子，塩月恵美子，塩満弘子，塩屋小夜，執行恭子，重藤理子，重
松キミ子，志田千恵子，舌間美千代，実渕泰子，篠﨑敏子，篠﨑輝子，篠田恵子，
篠田公孝，柴戸こずえ，柴戸和代，柴田安子，柴田一夫，柴田美樹子，柴田弘行，
柴田節子，柴田小夜子，柴田謨嘉，柴田冴子，柴田育代，柴田香子，柴藤弘子，柴
藤弘子，柴藤太郎，柴本隼太，渋田康憲，渋田由紀子，渋谷三枝子，島才子，島崎
最，島田節子，嶋田邦子，嶋田金子，嶋津登三，島藤房枝，清水裕子，清水直美，
下田文子，下野美恵子，城アツミ，城享子，上口妙子，正嶋文子，城台順子，庄野
靖子，定免芳子，白井文子，白石義行，白石慶子，白神美保子，白川誠一，白澤芙
美，白濱豊子，白水惠美子，白水房子，白水シズエ，塩飽るみ子，進久代，秦僚子，
進初代，新谷絹子，陣内紀子，末次ヒサノ，菅文子，菅志津子，杉野茂登，杉野寿
美江，杉野勝利，杉野桂子，杉村邦子，杉山千賀子，杉山禎子，鈴木久美子，鈴木
賢司，鈴木秀子，鈴木哲夫，鈴村節子，須原静代，関修一郎，瀬口知枝子，瀬口タ
ミ子，瀬戸好子，銭本敬子，瀬良紀子，世良君芳，瀬立恵美子，副島信，添野香代
子，曽川牧子，園田和男，園田節子，園田良枝，髙木良幸，高木俊一，髙木公子，
髙倉清，髙倉マチ江，髙﨑一恵，髙崎鈴子，髙瀬清美，高園邦子，髙田圭子，高田
マス子，髙田昌幸，髙田文子，高田一誠，髙田千代子，高田恭子，高津美恵子，髙
野桂子，髙橋英人，髙橋時子，高橋伴明，髙橋佳子，髙橋博美，高浜仁志，髙原サ
ナヱ，髙松由貴，髙見よし江，髙光己代子，高村三枝子，髙栁詔一，髙栁詔一，髙
栁陽子，高山邦子，髙山達也，田川のり子，滝口美津子，瀧本麻衣，田口美代子，
竹石和徳，竹内敬，竹内弘之，竹内伸枝，竹内泰子，武末和美，武田智子，武田京
子，武富雷助，竹中昭子，竹野和子，竹之下玲子，竹之下玲子，竹林博子，竹森直

占部スズ子，瓜生叶，瓜生豊子，瓜生房子，江頭幹子，江口加恵，江口恭子，江口
幸一，江口富士子，江籠徳子，江越和子，江藤都子，江野まゆみ，江見洋美，遠藤
知子，遠藤紀代子，追鳥恭子，大石文代，大内田静子，大浦則子，大賀トシ子，大
賀忠子，大賀則子，大神治之，大川内ハツエ，大久保久子，大倉郁夫，大坂美紀子，
大里俊彦，大里みち子，大沢ますみ，大沢勝，大澤武，大澤たか子，大島和子，大
嶋るり子，大嶋くに子，太田まゆみ，太田まゆみ，太田かおり，太田育子，大塚茶
織，大塚邦子，大塚茶織，大塚ハルヱ，大塚美香，大藤絹代，大成明美，大西建男，
大西晋太郎，大野美和子，大野フサエ，大野マスエ，大野竜二，大庭耕一郎，大庭
美弥子，大庭依子，大部由美子，大見一敏，大村艶子，岡井セイ子，小笠久美子，
岡崎陽子，緒方尚子，緒方寛子，緒方芳江，尾形和子，岡野喜久代，岡野美登里，
岡野美登里，岡野弘法，岡部築夫，岡松正敏，岡村藤雄，岡村絵美子，岡村正子，
岡本久美子，岡本尚子，岡本房江，岡本松江，小川久喜，小川錦子，小川正人，小
川美智恵，小川秀治，小楠徹，奥村雄一，桶田正子，小坂道也，尾崎小夜子，尾崎
えり子，尾﨑多江子，長田フジエ，尾下広美，小田益子，小田由里代，越智和子，
乙木文江，音成幸子，音部靖子，鬼城佐代子，鬼木サヤ子，鬼塚和子，鬼塚和代，
小野千恵子，小野裕純，小野節子，小野末広，小野真喜子，小野木裕子，小野田澄
子，小幡澄子，尾畑秀美，尾山清，小山田実樹子，甲斐澄子，貝原美恵子，我有憲
子，柿添清子，賀来絹江，角田久子，梯美喜枝，鹿子木幹子，加治真由美，梶栗英
正，梶原紀子，花多山トシ子，勝目艶子，加藤洋子，加藤典子，松門恵美子，金丸
勝幸，金子信子，金子法夫，金子ちよ，兼田郁子，樺島恭子，椛島フクヱ，椛島毅，
鎌田久子，蒲地玲子，上塩佳子，神山博子，鹿村龍正，亀井悠規子，亀井千代子，
亀井恵美子，亀石ひとみ，唐金稔郎，狩俣淑美，川合房子，河内美津子，川勝順子，
川勝順子，川上幸子，川上一成，川口フクミ，河口静江，川口隆広，川口ふみ子，
川口和代，川﨑博志，川崎美芳，川島津多江，川嶋美雪，川嶋和恵，川嶋裕子，川
添千枝子，川田直子，川谷桂子，河内美佳，川野義雄，河野照恵，河野稔子，河野
マミ，河野侑月，川野葉子，川畑道江，川端隆之，川端芙美子，川原将男，川原博
惠，川辺光子，河村民香，河村幹雄，河村恵子，河村京子，河本津多子，神﨑進，
神﨑道子，岸岡あけみ，岸原喜久代，貴島順一郎，木田和子，北岡アヤ子，北島よ
し子，北嶋美恵子，北野善一郎，北野寿榮，北原京子，北原文子，北村好子，木戸
敬一，城戸タミ子，衣笠悦子，喜納清子，木下マユミ，木下さとみ，木下盛夫，木
原清美，木原マキ，木村紀子，木村八生子，木村信子，木村悦代，木薮道仁，木薮
珠子，清原滋子，吉良道子，吉栁勝秀，桐生千鶴子，木立昭子，金城和美，金城春
清，久我真理子，久我陽子，久我百合子，久木田洋，日下智恵子，日下部清子，草
場悦子，草場勢津子，草場雅子，具嶋チヨノ，楠和子，楠田恵，楠本和子，工藤豊
利，久原美恵，久原恭子，久保幸江，久保奈実子，久保京子，久保貴美子，久保田
裕美子，窪田涼子，久保田サトミ，久保田光子，久保山八重子，熊谷彩子，倉田憲
悟，蔵元和代，栗崎久美子，栗林昌子，栗原ユク，栗山宣子，呉章子，黒岩弓子，
黒田昭夫，黒田正司，黒田まり子，黒土武義，黒土節子，黒水モモ代，桑野昭，桑
野あつ子，桑野千江子，権丈ひろえ，小磯里美，小井出ミエ子，郷司澄子，江田啓
子，江田幸徒子，河野秀子，河野芙美子，河野みよ子，合原紀子，合屋冨美子，合
屋茂子，高山ひとみ，高山ひとみ，髙良ルミ子，古賀啓子，古賀ひさみ，古賀洋子，
古賀好美，古賀直子，古賀靖夫，小金丸陽子，國部恵美子，小﨑禮子，越野敬子，
児嶋成子，小嶋セツ子，児嶋律子，児玉洋子，児玉秀美，児玉悦子，小寺久子，後
藤徳子，後藤ゆかり，後藤助栄子，後藤恕，後藤栄子，後藤和子，後藤真紗子，古
殿悦美，小長谷雄祐，小西一子，小林名美子，小林昭，小林敏子，小林正子，小林
しのぶ，古淵良美，駒田洋子，駒田禮子，小松佳子，小味山君恵，小味山靖武，小
森敏子，小森千鶴子，小山美代子，近藤スミエ，権藤茂美，西条照子，齊藤晴美，
斉藤冨美子，佐伯トク子，境美智子，境芙美子，酒井冨美江，榊和美，榊原香，坂

子，武谷信子，田篭清子，田才道子，田坂能雄，田坂ユタカ，田里清美，田島直美，
田島照代，田島直美，田島ヒロ子，田島ゆかり，田島千里子，田島晃，田代典子，
田代和夫，田代武寛，田代厚子，田代満智子，多田千代子，立花雅子，立石幸子，
立石尚，立野重記，立野邦子，立道照子，田中アキ子，田中英子，田中留美子，田
中弘子，田中康子，田中詔子，田中福美，田中妙子，田中敏枝，田中音枝，田中睦
郎，田中亨，田中弘子，谷川照子，谷口眞樹子，谷口泰子，谷口アイ子，谷口弘子，
谷口典子，谷﨑達夫，谷島ミチ子，谷道信代，谷村涼子，種田美佐子，田端信子，
田原和子，田原禎子，玉置佐和子，田宮芳美，田村直子，太郎良シズエ，築城道子，
竹馬英子，長和代，長洋子，長スミコ，塚本美恵子，津川薫子，築地邦子，築山節
子，筑紫和子，辻あつ子，辻千恵子，辻寿恵，津髙通子，土橋正子，辻村照幸，筒
井京子，堤トミ子，堤辰雄，堤裕彦，堤清博，角田友美，坪田桂子，津村和世，釣
谷恭子，鶴省子，津留﨑照子，鶴崎クニ代，鶴田静子，鶴田順子，鶴丸美弥子，出
畑三枝子，寺崎美智子，寺島美代子，寺本智子，寺本時世，出利葉幸子，杜君燕，
藤武子，藤美智子，藤八重子，藤州子，藤美代子，藤順子，堂薗道子，堂薗榮一，
塔野賢一，東江洋子，土岐邦子，徳重俊治，徳永強子，徳永レイ子，徳永強子，徳
永みさ子，徳永親樹，徳永由紀，徳永美佐子，徳永和夫，徳丸かつ代，都合スミ，
戸田キシ，刀禰圭子，舎川美喜，富田信雄，富田尚加，冨田一彦，富永雄策，冨永
和子，富安米子，友永正枝，豊増敏子，砥綿一美，内藤政治，内藤良枝，内藤正子，
仲美智子，長井洋文，長井博子，永井郁子，永石美香，中尾和美，中尾淑子，中尾
久美子，永尾明美，中仮屋律代，中川晴美，中川澄子，中川園枝，中川京子，中川
光代，中里雅子，永里和子，長澤政子，長沢喜美子，中島洋子，中島昭子，中島陽
子，中島雅江，中島一郎，中島暎子，中島喜美代，中島喜美代，中島義文，中島令
子，中島静子，中島文子，中島正義，中島エイ子，中島利子，中島忠男，長嶋正美，
長嶋かほる，長嶋かほる，永島薫，永島桂子，中須安，永末典子，中薗勝洋，中田
光枝，永田慶子，永田俊光，長谷良弘，永留八智枝，仲西信，中野フチ子，中野い
つ子，中野シゲ子，中野由紀子，中野啓子，中野芳乃，永野恭子，長浜正人，中林
孝治，中間明美，仲間忍，仲光康子，中牟田徳子，中村由美，中村富貴子，中村賀
代子，中村幸孝，中村万千子，中村国利，中村信子，中村征治，中村康代，中村和
子，中村清子，中村キヨ子，中村玉恵，中村加代子，中村己智子，中村征治，中村
良輔，中屋トミ子，中山豊子，中山熙江子，中山たまき，中山栄子，栁楽ミツル，
梨田良子，名嶋照代，鍋田シノブ，名本七重，楢﨑チヅヱ，楢﨑裕子，楢崎文枝，
楢原保文，成田寿磨子，成瀬幸子，南里裕子，西香織，西尾美枝子，西住絹香，西
谷ひろ子，西原敦子，西原和枝，西原直子，西原廣治，西原茂子，西村康子，西村
久代，西村世紀子，西村章子，西村恒和，西村勝代，西村和子，西村康子，西村文
子，西村康子，西村倫子，西本弘志，西本圭子，西本久美子，西山洋子，仁田修，
仁田アキ子，二宮里美，沼島道子，沼口宏，沼口三重子，野上信子，野上俊介，野
上久美子，野上信子，野口レイ子，野口富久子，野口和子，野口登美子，野崎恭子，
野島静子，野瀬利明，野田紗智子，野田清昭，野田部和子，野村尚子，波賀桂子，
萩尾睦子，萩尾紀代子，萩尾日出生，萩尾和子，萩尾和子，橋口美智子，橋本康代，
橋本尅古，橋本洋子，橋本恵子，橋本潔志，蓮尾静香，蓮尾恵子，長谷恵美子，長
谷リエ子，長谷川宏子，長谷川佳代子，羽多絹子，秦好史，波多江美鈴，波多江和
枝，畑田暁美，畠中和子，八谷久美子，服部慈，鳩野カズ子，花田由喜子，花田秀
夫，花登みずほ，羽野妙子，馬場セツ子，馬場宏子，浜崎久美子，濱里豊子，濵田
長司，濵田孝子，濱田幸子，濵田裕子，浜田實，浜高晃美，浜地敏弘，浜地千草，
濵地祐子，浜地千草，林育子，林敬子，林香代美，林幸子，原京子，原孝子，原常
一郎，原弘二郎，原朱實，原鈴子，原清子，原井孝子，原口里美，原口幸子，原口
美幸，原坂孝子，原島俊彦，原田キヨ子，原田利江，原田早苗，原田弘子，原田武
彦，原野佳子，原野つる代，原野芳子，半田俊幸，半田史代，桧垣哲哉，東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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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島弘，樋口富子，樋口美佐子，樋口悦子，樋口文恵，樋口則子，日隈カヨ子，久
冨久美子，久本小夜子，日田加代子，日髙靖子，日高真紀子，人見篤子，日比生喜
美子，姫野敏枝，平井紘正，平居麗子，平江教子，平尾アサエ，平岡洋子，平川京
子，平澤俔子，平島由喜子，平田恭子，平田瑞夫，平田加代子，平田幸子，平田ま
さえ，平谷貴邦，平塚愛，平野静子，平野スヱ子，平野友枝，平野聡子，平松公代，
平山澄惠，蛭川裕子，廣眞理子，廣池茂子，廣川輝子，広渡清香，廣渡たつみ，広
渡容子，樋渡まさ子，深浦湖，福井千歳，福島玲子，福島泰子，福島厚子，福田桂
子，福田和代，福田稔，福田博美，福田佐和子，福谷悦美，福永礼子，福永叙代，
譜久村享子，福元良子，福山富美子，藤井八重子，藤井えり子，藤井淑子，藤江文
子，藤岡とみ子，藤岡由美子，藤木多江子，藤﨑博子，藤田喜久恵，藤野ヤエコ，
藤村和子，藤村知子，藤本芳子，藤本ゆり子，藤本久美子，藤本佳子，藤本真由美，
藤原俊廣，藤原純子，二神八重子，二又美登里，札本寿波子，藤野妙，佛坂和彦，
舟木佳代子，舩津夫佐子，船本冨美枝，古市真弓，古川敬子，古川敬子，古川富士
子，古島純子，古田雅子，古館佐和子，古野由美子，古味嘉谷子，別府武，別府洋
子，坊野邦子，坊野政信，星輝明，星子芙沙子，星野繁代，堀勝司，堀和子，堀弘
美，堀裕子，堀尾敏明，堀田かほる，堀田恵子，堀部純枝，本田二二子，本田由記
子，本田艶子，前川圭子，前田美代子，前田陽子，前田さゆり，前田豊，前田チカ
エ，前田光久，前田光久，前田英理，前田勝，前田春彦，前田明美，前田島江，前
ノ園辰雄，牧野礼子，真﨑英子，増田登喜子，益田慧子，増田喜代美，増田陽子，
松浦敏子，松尾綾子，松尾美代，松尾ヨシエ，松尾妙子，松尾令子，松尾みどり，
松尾勝徳，松尾サナエ，松尾登志子，松尾美智子，松尾芳子，松尾ハルミ，松岡元，
松岡徹，松岡英美，松岡元，松岡敏子，松岡信子，松川洋子，松崎美智子，松﨑ト
シ子，松田八重美，松永浩子，松永明子，松永竹美，松原もと子，松藤美枝子，松
見美生子，松本典義，松本幸子，松本久美子，松本広子，松本裕子，松元本惠，松
本協子，松本美智代，松本まさみ，丸岡照子，丸山田鶴代，三浦ナオミ，三嶋よう
子，三島憲子，三島達夫，三島光代，水城節子，水城敏雄，水城敏雄，水口秀人，

英子，新谷節子，陣内茂，杉園秀美，杉園セツ子，杉園奈緒子，鈴木美智子，鈴木
美智也，瀬川敏子，瀬戸口啓子，素村広子，竹下美代子，武田令子，竹中嘉子，田
中昭代，田中清美，俵光江，辻村千代美，土谷富美子，鶴村均，寺西晴美，寺本桂
子，都甲和代，中野スエノ，中村信明，中村喜代子，中村晴恵，永吉タツ枝，縄井
ひとみ，西村幸世，西山信男，野内和子，野口加代，野口幸惠，野中慶子，野村美
紀子，長谷川陽子，羽根田嫩子，早川洋子，林操，林勝弘，早田賢子，原口眞理子，
日小田美都子，久野玲子，平井惠子，平岡友枝，廣瀬弘子，福田陽子，藤井祥子，
藤原弘美，二川芳子，古川勝世，古野静江，堀口順子，前田ミユキ，枡﨑琴代，増
田瑞代，舛友啓子，松尾敦子，松岡釣，松永三千代，松村豊子，松本満智子，松吉
トシ子，水本恵子，光安チエ子，宮崎千枝子，宮永和子，美山清子，向坊龍爾，村
上ちえ子，村田享子，森岡裕子，守田美佐子，森藤マス子，矢田晶子，矢野浩志，
矢野由美子，山浦恵美子，山﨑正人，山崎トミエ，山崎美代子，山田すみえ，山田
敏子，山手幸枝，山中和子，山本清，山本悦子，結城信夫，吉田須美恵，吉田ユキ
ヱ，吉田房子，吉武知佳子，義経澄子，吉野知子，四角タツ子，賴永笙子，渡辺嘉
子【福博太極拳同好会】足立智子，阿辺恵美子，井上一江，猪原良子，井本恭子，
江藤真砂美，大橋熊雄，緒方寿美子，奥村雅恵，小野希素子，垣本千鶴子，加峯登
代子，茅嶋綾子，茅島美智子，茅嶌恵美，河下千晴，木下神子，草薙博子，古賀澄
江，小西順子，近藤博美，斉藤輝二，相良吉之助，柴田伸子，澁田広子，下川紀美
代，白石慶子，白壁洋子，月元健二，中島洋子，中野博子，中牟田惺子，中山悦子，
成田美代子，姫野京子，平山まゆみ，平山房子，藤井三沙子，藤井和子，舩越聖子，
堀咲子，前川由美子，的野マユミ，水田哲夫，三岳寛卓，宮崎朝子，矢澤ツギ子，
柳田元子，山口多美子，山本良子，吉儀隆浩，渡辺道代【武術研究会MARS】合澤
伸哉，浅井宇蘭，浅井佳苗，浅井夢空，安達謙治，阿部香織，網野淑子，新生哲朗，
飯田和子，池田悦子，伊豆恭子，板野博子，井上望，ウィムヘンドリクス，植村喜
代子，牛田智美，牛田雅弥，江島純子，江島俊朗，江島博美，江藤久美子，江藤拓
海，江藤拓也，江藤瑞姫，大内田晴俊，大平卓志，緒方由美子，小田祥子，金子美

水谷洋子，水波純子，水摩秀子，三角悦子，三角優子，溝口誠治，溝口せつ子，溝
田惠美子，三谷美智子，満潮律代，満島誠一郎，三ツ橋美津子，三苫ミヨ子，三苫
哲夫，峯尾千津子，蓑田淳子，蓑原徳子，三村佳代，宮井冨美江，宮井昭代，宮尾
節子，宮川美智子，宮﨑千景，宮崎加代，宮崎周一，宮﨑友子，宮崎芳枝，宮崎久
子，宮下美喜枝，宮嶋邦子，宮園恭子，宮田睦代，宮田千恵子，宮田恵美子，宮野
憲二，宮野恭子，宮野真也，宮野華奈，宮原菊子，宮原早由美，宮原貞子，宮原靖
子，宮部武治，美山弘美，宮本泉，宮本絹子，宮本謙吾，茗荷ヒロ恵，三好さゆり，
三善史江，三輪満子，迎正人，向本明子，牟田恵美子，牟田口直子，睦本和江，無
津呂善江，武藤睦子，武藤民子，武藤勝春，宗雪育子，村岡敬子，村上恵子，村上
義秀，村上多磨美，村上千鶴子，村川京子，村瀬秀幸，村田トミ子，村田フサ子，
村田純和，村山純子，村吉美惠子，望月智子，持永志津子，本告慶子，元松智美，
本松千雪，本松錠二，本村公子，本村勝代，本山文子，百々勍史，百田貞夫，百田
國玉，百田由子，百田眞彦，森俊子，守多恵子，森實，森淑恵，森カヨ子，森内信
行，守岡陽一，守岡三千代，守川トモコ，森川利津子，森下順子，森田敬子，森田
千賀子，森田峰代，森田範子，守田和子，森武幸代，森塚恵，森永重德，森永恵美
子，森本貴美夫，森本勝子，森本洋昭，森脇厚子，矢ヶ部洋子，八坂美佐子，安河
隆子，安川華子，安川孝二，安河内雅子，安河内リュウ子，安河内多栄子，安武三
維子，安武智子，安永たまき，矢田隆子，矢田順規，八児洋二，八藤丸勝基，梁井
淑子，栁田まき子，柳原敦子，矢野和枝，矢野静香，矢野弘，矢野勝子，矢野タカ
子，矢羽田美佐子，八尋玲子，山内利恵，山川かほる，山口千代香，山口廣子，山
口きみよ，山口礼子，山口紀世子，山口朝子，山口勝代，山口敬子，山﨑節子，山
崎よし子，山崎ミチ子，山﨑和子，山﨑正美，山﨑武司，山崎玲子，山﨑登喜子，
山﨑健太郎，山﨑愛子，山下洋子，山下千登世，山科恵美子，山田和夫，山田和子，
山田美幸，山田和夫，山田いつ子，山田敦生，山田智子，山津和子，大和日出子，
大和美由紀，山名昌代，山中敏子，山根義彦，山根恵美子，山野ハツミ，山辺登代
子，山村照江，山村隆道，山本多恵，山本南海子，山本雅子，山本陽子，山本知美，
山本昌子，山本雅子，山本博資，山本仁美，山本京子，山本良子，山本康子，山本
初枝，山脇雪江，行武一子，横尾文子，横尾玲子，横田ミナ子，横山たか子，横山
チヨ子，横山美和子，吉川信子，吉川加代子，吉川ミドリ，吉住洋子，吉田邦子，
吉田精宏，吉田貞子，吉田陽子，吉田マサ子，吉田芳光，吉武より子，吉富信子，
吉冨城月，吉冨康子，吉永アケミ，吉原邦裕，吉原珠英，吉満尋子，吉村貴子，吉
村洋子，吉村啓二，吉村輝子，吉村順子，吉村育子，吉村勝，吉村都有子，吉山清
子，淀川孝造，淀川峰子，米田しげ子，米谷美代子，龍周子，龍静子，龍里実，龍
和歌子，和田由紀子，和田康德，和田美佐子，渡辺イチ子，渡辺健治，渡辺洋子，
渡辺安子，渡辺尚子，渡邉民代，渡橋米子，渡部マサイ，渡利由美，渡利寿美子，
匿名，福岡太極拳協会第15回協会まつり義援金募金【福岡太極拳練会】青栁和美，
安部小夜子，安藤美奈子，池上久子，池田惠子，石田愛子，石田節子，石松暢明，
井芹美沙子，伊藤介瀚，伊東澄江，井上清美，井上幹子，妹川伝子，岩尾富士子，
岩坂美恵子，岩阪哲子，上田睦子，上田静香，上田道子，上原慎二，上原ゆかり，
上原久仁，宇髙雄司，宇髙弘美，内木場裕見子，梅田しげみ，江口えい，江内田政
子，江本由紀子，大薄順子，大石智子，大野鏡子，大庭チトエ，大山恭子，大山ア
ツ子，大山博史，岡﨑主真子，岡田清子，緒方百合子，小川竹子，奥村緑，尾崎愛
子，尾関むつみ，音羽八重子，甲斐和子，垣原洋子，角畑伊都子，影山由紀子，片
峰和彦，香月いつむ，桂和代，川崎典子，川田節子，河野信子，神崎良枝，北里加
代子，北村博之，木村直代，木本博子，久保田敦子，桑野加世子，小池節子，高律
子，古賀典子，小嶋房江，後藤良子，後藤良子，小林ハツヱ，斉藤良子，坂本久子，
坂本律子，櫻井愛子，佐々木すみ子，佐々木由紀子，指山守男，佐藤京子，佐藤美
和子，佐藤さち子，塩川安代，柴田利恵子，嶋村晴美，清水れい子，首藤文子，城

佐緒，ギヴォンラヴィッド，桐原清美，桐原大樹，桐原妃奈乃，桐原満衣子，日下
部幸枝，黒江佳子，鴻上雅仁，児玉みどり，古中康一，榊原ツル子，榊原正典，先
山武志，白石浩，末吉夕起子，土橋益子，寺尾和之，中尾真奈美，長尾美和，中島
剛，中村清枝，中山富代，新居恵里子，新居政幸，西元邦雄，野元明香，野元秀幸，
野元海凪，橋本愛，林和子，林直大，原勝利，原ユリ子，廣渡愛，福井貴々，福井
友也，福田由美子，藤野達也，二村きみえ，船瀬大吾，桝田純子，松田美智子，水
野大智，水野武昌，村上由美子，持主敏和，森寿子，山田省吾，横溝佳史，吉田佳
代，渡辺美奈子
【伊万里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岩永明彦，牛島和代，
佐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梅﨑とし子，梅﨑八重子，小島利津，近藤義和，
佐伯眞弓，柴田美保子，條島眞，副島能里子，曽我宥子，西裕美子，西畑しおり，
藤笑美子，藤本喜代美，古里ヒデ子，前田富美子，牧瀬和幸，松尾恵美子，松尾フ
サエ，松本松子，武藤タカ子，武藤キミエ，山下巖，山田万里子，吉田みずほ，吉
永雅子，吉原和子，力武タチ子【唐津市武術太極拳協会】朝日正子，井手孝子，伊
藤保志，伊藤長子，井上民子，井上克美，岩本喜代美，岩本亨，宇野銑二，江下レ
イ子，大塚澄子，大友法文，尾野田凌子，片峰千鶴，嘉村栄子，河内野知津子，菊
池啓子，北島恵美子，古賀和江，西久保ハル子，木場睦子，小松恭子，近藤良子，
佐伯すみえ，酒井惠美子，重松米子，清水八惠子，須佐美清香，高藏智子，田上安
子，竹下恵美子，田代敬子，田中千代美，千々岩昭子，靏智恵子，通山キミ子，通
山千代子，冨永すが，鳥越美保，中川順子，中野知恵子，中村聡子，楢田恵子，成
瀬サエ子，西川悦子，西隈秀子，新田峰子，野﨑訓子，野村恵子，長谷川治，平田
恵子，平野則子，廣渡奈保美， 井道子，藤田智保美，藤山千房，増富敏明，増本
洋子，増本寿美子，増本きみ子，松隈由紀子，松田和子，丸林一枝，三塩恵美子，
宮﨑育子，迎井美千子，村瀬佳子，山口紀子，山口利子，山下志満子，山下啓子，
山下洋子，吉岡貴代子，吉田紀子，米丸洋子，脇山直美，渡辺泉【基山太極拳協会】
天本順子，天本静代，天本恵子，石川勝，泉朋子，井上小代子，今古賀環，今古賀
陽介，岩下誠一，上杉シゲ子，埋金洋二，太田正子，大竹良子，片岡史子，北島淑
子，久保山美津子，倉成富香，古賀利子，小西ノブ子，小柳久枝，柴尾文，城本美
智代，杉山吉子，園田ムツヨ，園田幸代，高橋京子，竹森直子，田中みゆき，田中
寛子，玉置美智子，長芳子，長野千鶴子，長野満津子，中原睦子，中村美代子，西
依光子，仁田坂初枝，野田ツタ子，原恵美子，平川照代，平野啓子，藤竹司，前間
直美，松隈正子，村山照美，諸江實，山田芳江，山本寿子，山本晴絵，油布良子，
３区公民館教室【佐賀市太極拳協会】井上章，井上和代，今村千恵子，岩田和夫，
岩田久子，植本玲子，大石廣二，大石早苗，大塚陽子，大塚健吾，大塚亜耶，大塚
せつ子，軽部久美，記伊善幸，記伊賢子，木原瞳，草場順子，小栁みとえ，小栁信
夫，佐尾真由，菖蒲恵美子，白井玲子，玉浦睦子，東郷美紀，中島久代，西村菜穂
子，西山智博，野口かよ子，野本ひとみ，花島英子，久恒弘子，福永裕一郎，藤井
泰代，松尾末人，松嵜栄子，宮川八重子，森永玲子，吉永美紀【武雄市武術太極拳
協会】荒川ソデ，荒川利子，池田真知子，石井民子，石川幸子，石橋倫代，一ノ瀬
直子，井手敬子，井手保子，伊東恵美子，伊東真由美，上里謁子，大川内豊子，大
串洋子，大曲香，大宅寛子，小熊シズエ，小田みどり，織田由美子，小山由美子，
甲斐民子，貝原恵，片山守一，蒲地弘康，川上芙代子，川副李恵，岸川たか江，岸
川秀昭，木村洋子，草場八千代，国清順子，倉成皓二，古賀君枝，古賀厚子，古賀
光子，古賀奎子，後藤布美子，小林陽子，小松多美枝，小松由紀子，貞包由美子，
篠原よし子，下平明，下平キサ代，新開桂子，杉谷育子，瀬戸口久美子，高岸睦子，
高橋勝代，田代順子，田中美津子，田平肇，田平エイ子，塚原緑，冨永糸子，中島
恒子，中島マツヨ，永田ツルヨ，中村ミヨ子，中村奈美，中村シゲヨ，中村美津子，
中村昭代，中村美代子，中村ミサヨ，中村容子，中村桐子，西俊宣，野田守，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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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東島五月恵，樋口富美子，廣島幸子，福田ヒサ子，藤瀬弘子，藤森和子，保坂
英子，真﨑千恵子，増田博子，松尾アツ子，松尾和子，松尾和子，松尾美智子，松
尾弘美，松尾康子，松林美代子，光武美千枝，峰﨑智恵子，百崎まさ子，森八重子，
森松子，森羊子，森りつ子，森恵美子，諸井ノリ子，山口弘子，山﨑志賀子，山下
ひろ子，山田由貴子，山領京子，吉原泰子，太極拳 “ひまわり”【鳥栖市太極拳協会】
荒巻裕子，有馬みちよ，安東政江，井川睦夫，池尻淳子，石川光子，泉田教子，伊
藤実千子，井ノ口豊子，上田友子，埋金清子，大久保契子，大澤美枝子，緒方セツ
子，緒方典子，小川敏江，奥戸タツ子，音成栄子，小野君枝，加藤ルミ子，嘉村澄
子，木下睦子，木下純子，木村清香，楠田悠子，久保多恵，倉光登紀子，古賀とし
み，古賀ヨウコ，古賀聰子，児玉栄子，小峯敏子，近藤裕子，権藤美子，阪田智子，
佐藤千里，佐藤けい子，菖蒲一久，陣内みち子，菅初代，杉岡英憲，杉森智子，関
照子，多賀富士子，髙尾シツカ，髙木邦明，髙木理美子，高木武彦，竹下博子，田
中正枝，田中照子，田辺郁夫，築田正子，徳渕嘉範，徳淵みか，轟輝子，冨トシエ，
友清桃江，豊住多美子，仲真利子，永石積，中島幸子，永田顕子，中野澄子，中原
元子，長廣葉子，中村武雄，成冨恭子，西久保公重，橋本靖子，橋本洋子，馬場綾
子，原マスミ，原菊子，半田重子，東田清子，樋口美智子，日山サチヨ，平山初代，
広尾えい子，廣松敏生，藤田美津子，古川淳子，星野貞之，星野節子，堀和美，牧
野豊，松岡佐知子，松隈眞理，丸山政子，溝尻国寿，森千鶴子，森山ちずみ，梁井
公美，弥永真由美，山内より子，山内智加，山﨑ミツコ，山田啓子，吉川加代子，
吉田英子，吉竹愿子，吉原正明，吉松春香，檪村春江，匿名２名【弥生太極拳協会】
池田百合子，石崎好子，一ノ瀬ミヨ，井上カズ子，井上絅子，井上政子，井上紀代
子，江口珠江，江口隆一，大隈スギヨ，大坪輝久，柿本良江，北原澄代，桑野潤一，
興梠美津代，小山タエ子，最所奈美代，貞富惠子，佐藤泰代，佐藤たづ子，陣内咲
子，武智正臣，津留崎洋子，長尾富子，中島俊子，中牟田清子，中牟田久子，西河
睦子，納富美智子，橋本テルヨ，濱立子，原ひろみ，原由紀子，原野八重子，東内
啓子，古舘敏子，堀田智子，眞崎スヤ子，増田和之，松尾寛子，松尾洋子，松尾千
恵子，宮地佐智子，武藤君子，山崎みえ子，山田純子，米光浅子
【諫早太極拳明明会】相田憲子，内嶋雅博，久保
長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健一郎，篠崎あずみ，田中順子，平野裕美子，福
島佳子，溝上綾子【彩和会】相川ユカリ，今村キヨ子，井村容子，岩崎美香，岩崎
幸子，梅原チヅヨ，浦上裕子，小川みゆき，亀井志保子，久保田節子，黒田良子，
斉藤和子，坂口桂子，柴田雅代，末吉則子，薄栄子，谷川百枝，出口雅子，冨永キ
ヨ子，鳥巣京子，永田冨佐子，東川まさみ，三田村直子，宮崎昭子，山崎マサ代，
吉岡弘子，吉田和子【佐々太極拳かんわ会】天羽美鈴，浦田満由美，相知律子，鴨
川昭代，北川ユキ，島村節子，下條恵美子，菅貴美枝，富場拓文，永田ハルエ，長
峰和子，林和代，福田トモ子，古川登美子，古野明子，古野恵，前田和子，松尾延
子，松本早苗，宮村博子，村越玲子，村田良美，森永久美子，山口幸子，山崎千恵
子，林枝恵子【佐世保太極拳百華会】一木由紀子，井上幸子，岩崎淑子，岩田寛子，
内野真佐子，加嶋澄子，金山美恵子，川島スズエ，神田八千代，貴島和子，清島津
登美，下條照幸，下條敏子，下村美代子，鈴木紀美子，帖佐幸子，豊川マサヨ，永
松大樹，中村美恵子，西照子，広瀬正美，古川恵子，松本髙枝，光武時枝，安田智
子，山川タミ子，山口年子，山口珠美，吉田美恵子，吉永幸代【四川武術クラブ】
赤城節代，赤瀬ケイ子，芦塚きよ子，麻生美代子，安達税子，有馬克子，碇静子，
石丸はるみ，石本志緒子，和泉好子，磯部幾代，井手貞子，出田明子，井原タキ子，
岩永誠樹，内田佐和子，江上静枝，江島ミヨ子，榎並由利子，太田結子，大嶽美代
子，大栁文代，緒方多美子，奥山和子，小関信代，音辻時枝，音辻加代子，尾上マ
サエ，尾上佐恵子，甲斐陽子，蔭平暢子，加藤敏，門脇和彦，金丸冨美子，兼松た
かね，河合敏子，川上敏清，川崎緑男，川崎キヌ代，川下敏雄，川尻幸子，川内ハ
ルエ，川原惣子，願能良一，岸川博子，北川富子，木村春代，桐妙子，楠本キヨミ，
楠本照美，小泉さつき，古賀志真子，児玉知明，小辻梅子，古野ヤス子，小林八重
子，小松桂子，才木美穂，坂田玲子，坂田文子，坂野奈都代，坂本陽子，酒見友梨，
里道子，佐藤葉子，沢井伊津子，澤村美和子，塩塚顕，繁田正子，渋谷美津子，渋
谷幸子，清水厚子，下釜スミノ，下川京子，城野陽子，白石初，白川恵美子，新宮
子，鈴木アキエ，瀬川早美，大祥夏代，髙谷栄，髙橋隆子，田口ノリエ，武田ノ
ブ子，武分晴美，田添アキヨ，田中喜代子，田中榮子，田渕ヒロ子，戸川孝子，朝
長政枝，豊嶋節子，鳥越三智子，中尾淑子，中島律子，中嶋順子，中島絹子，長島
種縄，中田由美子，長田由美子，永田佳代子，永野申一，中原澄子，中村久美子，
中村康博，中本早由美，中山タツ子，中山聡子，西靖宏，西二三子，西村末行，丹
生綾子，野田エミ子，野中弘子，畑中朋子，馬場五月，濵﨑マサ子，浜田ミチエ，
林俊一，林由美子，原口加代子，原田紀子，東川未香，樋口峰子，久富サヱ子，平
野直美，平山眞立子，平山幸子，平山房美，深川喜代美，福田文子，福田万範，福
田妙子，藤下泰世，藤田洋子，藤本治，古川章子，堀田正子，本田五月，眞木斐沙
子，真木斐沙子，眞嶋久子，松尾公明，松尾朝代，松尾やす子，松下久美子，松田
司，松野栗，松林房子，松本エミ子，松山満恵，松良チエ子，峯サカエ，峰千恵子，
宮嵜朋浩，宮崎さつき，宮地弘道，三輪メイ子，三輪美佐子，迎宏，村田みどり，
本村佳子，本村恵子，百衣純代，森政行，森孝子，森美恵子，森佳子，森美恵子，
森田英治，森田直美，森谷知子，八ヶ代容子，山口久美子，山口重信，山口博子，
山口千恵美，山﨑祥弘，山﨑美穂子，山下千恵子，山田友子，山田豊，山田和子，
山本浩司，横尾広美，横尾香織，横山久世，吉川由美子，吉田邦子，吉羽正俊，吉
羽由起，吉原静子，米倉千歳【世知原太極拳かんわ会】芦塚順子，緒方智子，久住
呂保子，楠田美代子，世知原和子，竹下英子，田澤ハルミ，田中廣子，種田恵美子，
徳田文子，長嶋榮子，中野昭子，中村登美子，長与美智恵，西山安子，平松則子，
宝亀洋子，森田恵子，森山峯子，山元アサ子【太極拳ＨＡＯグループ（Ａ）
】安芸律
子，秋重多津子，穴見圭子，飯尾洋子，石川典子，入井八重子，入江マサ子，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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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都子，岩永理恵子，岩村サチ子，岩本芙美子，梅本紅，小池芳弘，小森妙子，坂
田忠興，高木政子，田中喜久子，辻登志子，寺田千代子，永松美年子，西島礼子，
法村正子，畠本政江，馬場紀子，原本康雄，藤原佳子，増本靜子，松本みか子，豆
谷啓子，宮本美枝子，村松富子，森岡信子，山本道子【太極拳ＨＡＯグループ（Ｂ）】
石川綾子，石村幹代，井手口万里子，井上美保子，岩永恒雄，岩松満代，牛島香，
大小瀬節子，小田弘子，北原トヨ子，楠本千津子，小柳萌美，里和子，菅みどり，
張真弓，辻岳洋子，永尾あつ子，中村雅子，中村公子，中村澄子，西澤貞子，花園
悦子，平山美智子，福地テル子，福元栄子，松尾ミツ子，水谷広美，村山マリ子，
森田千春，山中芙美子，吉田めぐみ，和田直子【太極拳ルネクラブ】岩切安夫，岩
崎カズ子，金田巻枝，川上カズ子，川畑津儀子，久保田ヨシエ，桑原レキ子，古場
三代子，竹尾トヨ子，田中道子，塚本佐保子，津野恵美子，仲尾幸子，備前美代，
平田順子【長崎県太極拳友好会】石丸栄子，井上房子，川口セツ子，川野カズエ，
木下健一郎，久保雅義，小林良一，鶴橋加代子，𡈽嶋孝文，野口敏子，野口のり子，
福田直代，増田義子【長崎県太極拳友好会海燕支部】岡田栄二，海原一博，空閑次
男，野見山多恵子，平道和穂，光武須美子，峰正代，村上京子，山本由美子【長崎
県太極拳友好会島原支部】伊藤官治，井上康子，小笠原孝子，北田雅英，木下桂子，
古瀬多嘉子，古瀬政子，酒井勇子，坂田治雄，下田信子，末吉優子，杉元鈴子，高
橋ツヤ子，土井雅子，中川寿子，永田千秋，福村和子，本田徳義，本田春美，前田
敬信，三浦輝子，森野みち子，矢加部七重，山下津代子，山本栄一，山本孝子，吉
岡夏枝【長崎武術隊】井上由梨，井上善弘，井上悦子，岩﨑円，岩永李子，小関貴
人，小関久美子，小関桧衣，木村美香，藏三和，藏千恵理，末永慶子，前田紗希，
本石剛志，森瑞希，山口愛美，山口園子，山口美弥【花みずき太極拳倶楽部】倉富
真理子，小谷正貴，小森英子，田口としえ，鶴田滋子，野口敏子，服部祥子，松村
タヨコ，森山洋子，山口チヨ子
【健康クラブ孔子の里】岩﨑廣喜，上村國之，浦
壁環子，緒方まゆみ，川上富久子，木原美智子，
葛巻雅佳子，田上昭子，平川マキ子，松村好幸【さくらの会】内田妙子，江藤俊子，
緒方弘美，奥村雅代，甲斐民子，川越よしみ，川波悦子，川畑美知子，小宮淑子，
齊藤純子，茂長汲子，下城ひで，下田卓哉，園田正子，園田小百合，髙木幸代，高
木紀久代，髙山トヨミ，田中朝子，手島セイ子，戸上敬子，中野英代，永廣節子，
永広由紀子，西和子，納江優子，藤原清子，古庄則子，松尾豊子，松岡鈴子，松田
直子，松本嘉美枝，宮崎紀子，宮本佐代，森ふみ子，森下義国，横田量子，吉田敏
子，吉村八千代【太極拳川の会】安達優子，井芹春美，上村妙子，大園よし子，川
上房子，河上順子，河上洋子，桑名清美，小出悦子，笹川アキエ，島村美知子，髙
田千惠子，竹中忠一，竹中豊子，田上久男，那木百代，東恵子，藤本郁雄，南佳津
子，峯知子，宮﨑純子，山口美代子，山下幹郎，𠮷田千代子【太極拳練武向日葵の
会】井公男，井副トムカ，浮節子，筌場美代子，大川すま子，鴛海加代，上林雅子，
倉原由美子，黒川泰行，小清水節子，𠮷田千代子，阪本雅子，迫田民子，品川ルミ
コ，下田民子，下平淳子，菅野明子，髙木眞里子，髙田裕子，竹上裕之，田代菊代，
田中道代，冨田智子，長尾多恵子，中島輝雄，中村恵子，西島登代子，原田教二，
東原康子，平岡洋子，福田セキ子，堀憲子，前川美代，松吉初代，松吉裕子，松吉
紗千子，宮本キミヨ，村上冨美代，村上和成，山崎笙子，山本当【武術こぶしの会】
池田加代子，池田聡美，石村節子，稲﨑まち子，井村絹子，岩村孝子，植田逸子，
上野淳子，上村京子，上村幸枝，梅田清子，浦上伸子，大谷千枝子，緒方博子，緒
方淳子，岡村愛子，勝間田巳喜生，河野公子，木﨑春代，木野恵，木下久美子，古
賀敏子，島村優子，城本貴美子，新垣有美子，副嶌悦子，髙田孝子，髙橋隆子，立
川陵子，谷川トヨ子，徳永美幸，豊田巨子，豊田和子，中石いつ子，中石伸，中川
やつの，中原知代幸，西田安江，西村敏子，橋本清子，浜坂浩，浜坂恵美子，濵田
絹子，浜中恵美香，林田由子，肥合妙子，福島和恵，福嶋景子，福島洋子，福田明
則，藤本政俉，藤本範子，外村のり子，星田誠子，星田リツ子，松岡尚子，松本佳
子，宮地敦子，村上美津子，森本道子，山本美代子，渡邉眸【武術太極拳優駿】阿
部政順，飯田アヤ子，池上礼子，井村法子，岩崎良祐，岩﨑明乃，大久保小夜子，
大崎秀子，太田千秋，緒方弘子，奥村由美子，川上直之，川上菊子，川上富美子，
川村豊子，北川ちぐさ，北川英之，北原かおり，橘髙桃江，木原美由樹，国武ヨシ
子，小林滋樹，猿渡和子，外越広美，髙田昭子，竹田仁美，田中凉子，谷山幸子，
鶴幸代，靍節子，鶴田隆史，土居久子，中川キクエ，西森愛，野見山良子，馬場泰
彦，平川曉子，古澤カズ代，前嶋初美，前田躬千子，前畑末子，松岡悦子，松永八
重子，松本啓子，水永久子，宮本リツ子，宮本幸代，向坂文子，森川暁子，吉武な
おみ，渡辺澄子【みつわ太極拳協会】東和美，安達康子，安藤千代子，行田まさ子，
池添和江，池田絹代，伊沢直美，石橋靖子，井上瑞代，岩井弘，岩元克雄，上田茂
美，宇髙弘子，江尻靖子，大﨑伸子，太田雅子，大塚和子，大野玲子，小田原ムツ
子，小野雍子，尾山竣子，貝嶋澄子，片山清香，河上ヨシエ，川谷ちづる，川原洋
子，木野和子，栗山幸雄，小崎修一，小寺義昭，後藤タヨ，坂井明美，坂井美千代，
坂下和，阪田律子，阪野進，坂本節子，迫田健太郎，佐々木和江，佐藤サワ，佐村
理江，澤本晴美，重松明子，柴田アツ子，島田稔，島村けい子，下園妙子，正源司
千歳，白石篤子，管貞子，須田靖則，瀬浜久仁子，千場昭与，園田ふき子，髙木ム
ツ子，太刀川秋子，田中省一，田中文代，田中千惠子，田中馨，田原えみ子，千原
幸子，朝永則子，永井納子，中尾千惠子，中嶋いつ代，中嶋時子，中嶋まり，永田
秀代，永田美代子，永利菊代，永利菊代，永沼和美，永畑邦子，永山玲子，鍋島小
百合，西洋子，西出美保子，西村美香，西山洋子，幟川洋子，萩原加奈子，橋本良
子，濱名由紀子，浜本文子，林弘美，林きみ子，林千加子，林田サナエ，久野和江，
平野恵美子，廣瀬満，広田芙美子，深迫春美，福江眞知子，福岡いく子，福田栄介，
福山小夜子，藤村悦子，別城美知子，細井美雪，本田信一，前田美雪，牧明子，牧
野祐子，益田日出男，松岡洋子，松下英代，右田三代子，光永洋之，宮川蕉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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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牟田浄子，池田早苗，漆野貴子，黒木トシ子，四位みほ子，四位達生，四位企公
子，竹原美保子，中別府倫子，温水敦子【西都市太極拳協会】相澤ゆかり，青山久
子，壱岐和代，池田数美，石井昌子，石井紀道，井上輝，今井優子，上岡直子，鵜
川実穂，江藤芙美子，大久保晶子，大坪ミヤ，緒方千恵子，緒方メイ子，鎌田節夫，
川越あや子，河野満子，木村藤子，黒岩正丈，黒木ゆみ子，児玉せい子，坂口千代，
管原タミ子，管原昇，杉田ツタ子，清悦子，高市フミ子，高橋勝美，竹之下裕子，
冨山由美子，中瀬三千子，丹羽省五，丹羽芳子，沼口兆子，水沼君子，山田詔子，
山田辰馬，吉田茂善，吉野悦子，吉野哲子【新富太極拳協会】大神憲子，島崎絹子，
武田ミツエ，永友夏代，永友和子，根井幸恵，坂東篤子，三好悦子，村中千恵子，
梁瀬澄子【高鍋町太極拳協会】荒川容子，岩切二三子，上原蓉子，尾崎順子，黒木
悦子，税田幸代，髙木良典，高橋紀子，原田鶴子，三摩やよひ，与那城耐，与那城
とき子【延岡市武術太極拳協会】赤井照子，赤木エン，赤須静子，赤星洋子，荒木
静江，有馬裕人，粟田恵子，岩村マチ子，梅野法子，大賀春枝，大岐ヒサ子，甲斐
千里，甲斐睦子，甲斐由美，甲斐利博，片伯部征子，川田秀雄，神田征子，工藤洋
子，工藤節子，久保田かめよ，窪田朱実，黒木昭子，黒田敦子，佐々木和子，定政
芳子，佐藤敏子，佐藤令子，佐藤眞里子，佐藤洋子，佐藤松代，佐藤良子，汐川佐
和子，塩月明子，志野崎育子，島沢織江，髙橋由美子，髙橋明子，田中澄子，近田
律子，遠山鈴江，戸高久，豊満隆子，奈須ケイ子，西田幸子，橋口緑，橋口和雄，
橋口君子，花岡喜代子，濱田英子，早田益子，原世津，日髙佐由美，前山洋子，牧
野サヤ，松井美和子，水永アツ子，三角千種，見山幸江，柳田房子，柳田梅子，山
口由美，山本勲，山本行一，山本ケイ子，吉田和男，吉田信子，吉田幸代，吉田信
子，米田紀元，渡辺文子【日向市太極拳協会】朝田クラ子，淡島靖子，石川安雄，
石田小夜子，石田幸代，一政久代，一政静枝，稲田義隆，上村輝義，内田京子，緒
方ミサ子，甲斐定子，甲斐信子，川島裕子，岸本一郎，木田絹代，木村恵美子，黒
木セイ子，古賀恵里子，児玉フクエ，児玉マキヨ，児玉伸子，後藤康弘，駒田久美
子，小宮正勝，小宮千年子，近藤敏子，坂本洋子，佐藤美智子，佐藤米子，嶋田欣
充，白石伸子，図師恭，鈴木美恵子，鈴木秀和，関本かず子，高山とも子，辰己安
与，田中京子，寺町セツ子，友清初音，内藤寿美子，内藤イサ子，中尾宏子，長友
善一，長友康代，奈須ツイ子，浪波和子，成合伸子，羽田扶美代，畑中泰子，浜端
親志，早川昌子，葉山万里子，治田君子，火宮美代子，日吉健児，藤光富子，本田
節子，松岡貴代子，松田光子，柳田良子，矢野智江，山内芳人【宮崎市太極拳協会】
有馬勝代，有水洋子，飯森徳美，石田賀寿栄，磯上美紀子，今和泉幸子，大山光代，
岡田愛子，小田千恵，鬼塚恒幸，小野満スミ子，小畠淳二，小畠浩子，小山田弘子，
甲斐利博，甲斐春子，甲斐信子，梶原厚子，加藤典子，門川とも子，川口ヨシエ，
川添順子，川畑春子，木村洋子，窪田修一，黒木圭，黒木信子，黒木トシ子，小坂
多美恵，佐藤ヒデ子，柴田徳子，白神比佐子，新垣末子，杉谷淑子，妹尾哲，高橋
輝，高橋揚子，田﨑栄子，田崎恵子，田中公子，田中須美，谷川節子，谷口亮子，
徳丸睦夫，富永一弘，外山光代，長野ミフジ，永岑弥生，長嶺悦子，中山安子，西
村光夫，丹羽芳子，温水敦子，野辺多賀子，橋本眞弓，服部悦子，濵砂佐代子，浜
田英子，東別府つゆこ，兵頭三郎，福留敏子，舟井照代，本部敬子，増井白子，松
浦裕子，右寺紀子，南村トキ子，宮部博子，矢野千恵子，吉川育代，吉川博子，吉
永貞子，吉村信一郎，渡辺朱実

山美子，森山多恵子，安武恵子，山口洋一，山口ミツ子，山中小代子，吉澤亮子，
𠮷村紘一，若松美枝【やまが太極拳愛好会】相葉左由里，青木博人，青木ふみ子，
朝倉和代，朝倉チエ子，荒尾智恵子，荒木都，荒木子末，新綾子，飯川敏夫，飯川
栄子，伊織和代，石田由美子，石原一代，石原明子，泉ミトリ，磯野八惠子，一森
寿子，井寺悦子，伊藤節子，伊藤昌之，今井治，今田松江，井村芳枝，入江チズ子，
上田律子，上野ヨシエ，内賀島和代，有働真澄，有働誠子，耘野由紀子，江崎靖子，
大川直弘，大久保ツタエ，大古閑あけみ，大坂厳士，大林エミ，大森禮子，大森禮
子，岡礼市，緒方理恵子，緒方史子，緒方純子，岡山徳子，小田スエ子，小野弥，
小野美穂，小原フミコ，小原佳苗，小原ミツル，柿山悦子，片瀬恵美子，加藤操，
金森菊子，兼武千文，川畑明美，川原佐智子，神崎光子，北井和子，北川まさ枝，
北島 乃，君恵セイ子，木村みずえ，木村悦子，木村繁子，清原唯夫，隈部良子，
倉原友子，栗原孝之，栗原りゑ子，栗原ツヤ子，黒岩治邦，黒田順子，合志一雄，
古閑ヒロエ，木庭眞弓，小林君江，小林峰洋，小原幸子，斉藤洋子，坂口暉英，坂
口弘子，坂口幸裕，坂田幸子，坂田弘子，坂田美恵子，坂梨あけみ，坂本詔子，坂
本幸子，坂本トヨ子，坂本典子，猿渡清子，塩山登代子，白石サチヨ，杉尾貞敏，
平コウ子，高木誠也，高巣恵子，高田みさ子，髙田日出彦，高橋和子，髙橋ヱツコ，
高松ヒデ子，髙峰京子，竹下鶴美，竹下玲子，竹下惠美子，竹下富智子，多田隈恵，
田中美知子，田中弘継，田中みえ子，田中そめの，月足敏子，月浦原一，築山みつ
代，辻サチ子，堤スエ子，角田鈴江，角田頼子，角田雅美，寺地喜美子，戸上博，
徳永美伸，戸㟢峰子，富田恭子，冨田好美，富田アツ子，富田節夫，冨田好美，外
山英子，外山太茂，内藤ケイ子，中島知子，長瀬共栄，中原隆夫，中原メイ子，中
満正一，那須良一，西田佐代子，西守喜志子，新田由美子，長谷川セイ子，花田香
枝子，林次夫，林弘子，林田富美子，林田静枝，原正子，原令子，原充子，原田由
紀美，原田敏子，原田成治，東山静代，平木祥代，平野直美，福島紀二六，福島崇
実，福田ツヨ子，福田京子，福田京子，福田紀夫，福田和子，福山広子，福山恵子，
船津京子，古家ヒサヨ，古江弓子，戸次絹子，星子加代子，星子キヨコ，星子福代，
星子久典，星子栞，堀征喜子，堀聖也，本田ヤスヨ，本田由井子，本田直子，本田
初恵，前川シゲ子，前川鈴子，前田シマ子，前田源司，前田セイ子，前田富美子，
増田トシ子，松本秀子，松本博子，三嶋三重，御手洗智嘉子，三森ミサヲ，宮田カ
ツ子，宮本竹子，迎田益子，棟京子，村上君代，村上フミヨ，村川幸子，本村エイ
コ，森仁美，山口静子，山下富美子，山下三千代，山品スマコ，山部勝子，横田明
子，横田郁子，横手静代，横手和代，吉岡孝子，吉川清美，吉川忠寛，吉里イサホ，
吉里惠子，吉里芳子【悠遊太極拳】一ノ宮直子，内田眞利子，大塚ひとみ，岡田ひ
とみ，神代悠子，黒田勉，後藤みどり，喰田惠美子，武原京子，田上満代，玉城法
子，鶴山わかば，徳永惇一，中村祥子，野尻博美，濱嵜英子，百束セツ子，開田秋
穂，鉾之原美代子，宮薗アヤ子，森キヨ子，芳野隆行，米村由紀子
【大分市太極拳同好会】池田伸吉，石井かづ子，
大分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石井ヒサヱ，宇都宮淳子，大野美恵子，柏徳子，
梶原登美，木村チヱ子，久慈徳行，後藤由里子，小西登茂子，相良啓子，佐藤貴美
子，佐藤美恵子，髙山忠子，佃弘子，日小田誠春，藤本憲正，古川溱，松尾英子，
三浦昭子，矢野サチ子，山田八千代，山村邦夫，山村隆子【大分太極拳関翔会】池
田美奈子，岩川節子，上野博子，浦辺ナツ子，江藤ツキ子，大本康美，大本末美，
菊池智恵子，木村喬子，下郡久子，首藤廣子，須川眞代，袖岡幸造，袖岡郁代，姫
野由美子，姫野寿美子，藤沢恒喜，牧野典子，宮本英子，山田和子，和田経子，渡
辺美佐江，渡辺洋子【別府市太極拳朋友会】秋吉眞枝子，浅井恭子，麻川和子，安

【鹿児島県太極拳連盟】赤井田好子，赤坂妙子，
赤瀬久子，安達トミヱ，荒瀨文惠，有川泰廣，
有島一美，有島一美，有馬惠美，有村悟，庵地美代子，安藤眞理子，安藤サツキ，

達綾子，足立弘子，安部正勝，安部純江，荒金房子，池尻富枝，糸長佑希ヱ，稲月
しげみ，岩男和子，岩男益子，江藤富子，衛藤弘子，大石真由美，大谷知可子，金
澤晋，川底きよみ，川染美千代，岸川豊子，北原冨美子，桐生正子，熊谷ヒロ子，
桑崎勝治，桑野弥生，今朝丸ナヲミ，小池光枝，小池博子，児玉洋子，笹原美保，
佐藤久子，佐藤初美，佐藤よしみ，汐月睦子，塩月康弘，首藤秋美，末永勇，髙倉
京子，髙橋八重美，立澤佐千子，為清悦子，中川波満，中鶴雅代，羽野朝香，福泉
みどり，福田スミ子，藤原和子，藤原幹子，渕野ケイ子，古野和子，古野茂富美，
舞邦子，増永照子，松岡和子，舞方和子，三重野しずか，溝口礼子，南川純子，村
本昌子，八川幸子，山岡友子，山崎のぶ子，山村カツ子，吉冨シズ子，渡辺牧枝【三
重町太極拳クラブ】赤嶺由紀，伊東民子，甲斐智子，川野富子，川野智子，神品實
子，後藤紀代美，後藤美智代，須藤良三，須藤淑子，田向英子，徳丸映子，丹生ア
ヤ子，原田節子，原田恒男，藤川ヒデ子，三代香世子，安田千代子，渡邉一富，渡
邉順子，渡辺ハマ子【由布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麻生博子，麻生タキ，安部英子，天
辰裕子，荒金小夜子，岩田正子，内山嘉矩，甲斐昌子，栫井紀子，葛城美富節，国
枝展子，栗本充代，後藤道江，後藤桂子，小山美惠子，佐々木里美，指原一人，指
原春代，佐藤きみ子，真田忠彦，真田博子，志柿陽子，宿利清美，白石直子，髙橋
律子，土屋和子，長尾シナコ，中村久美子，林一枝，東邦子，彦久保千代美，平野
タミ子，藤川カツヨ，益子絹子，松岡芙紗子，三雲夏江，水口真澄，山本京子，吉
田穰治，吉田洋子，若松和江【ゆのか太極拳クラブ】荒金敏子，板倉コズエ，伊藤
浩子，伊藤泰臣，岩田守，上田安子，丑木まさ子，大塚しずみ，大塚美佐子，大野
澄子，小田照代，小野田八重子，加藤和子，辛島ツヤ子，河野邦子，河村和子，黒
木セキヱ，桑原喜美子，児島登志郎，後藤直美，酒井シマ子，坂井紀子，桜木君子，
佐藤孝子，佐藤千笑，首藤田鶴子，秦洋美，高橋恵子，谷村慶子，辻チヨ子，恒松
夫巳子，藤内早苗，豊田末子，中島博子，永松恵美，西山静子，二宮顕司，二宮よ
しみ，二宮宏子，野村京子，畑山英子，服部晴希，福田剛宏，細川澄子，堀正子，
三浦智子，美濃加津子，村上克明，村上裕子，森梢，矢野恵子，山口好子，山口貞
義，湯沢愛子，吉用和史，若杉幸子，脇いつ子，渡辺かすみ
【門川町太極拳協会】河野芳子，菊地淑子，奈須
宮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美佐子，橋口總子，山下則子【小林市太極拳協会】

安楽博和，飯田敏子，壱岐克子，壱岐節子，石田徳子，石原素子，石原節子，伊集
院恵子，板坂和子，市坪勝江，稲森久子，井上霞，猪八重郁子，指宿一文，入佐嘉
子，岩﨑富美代，岩室絹，岩元幸男，上田平惠次，上野泰子，上野真理子，上村幸
子，上山久美子，臼田玲子，内博迪，打越えい子，内田澄子，内田充弘，内野優子，
榎木徹朗，榎木紀子，榎本万里子，大磯和子，大久保みどり，大庭悦子，岡崎しよ
り，岡山聖智，小川ふみ子，奥田睦子，押明子，尾立豊子，尾辻美智江，尾辻美智
江，笠原和子，笠毛チエ子，加治佐幸治，梶原政子，鍛冶屋真理，勝田和子，勝田
和子，勝田伸久，加藤小夜子，門松桂子，上林章一，上林章一，亀澤佳代子，亀澤
佳代子，川井田敦子，川路代志子，川畑秀子，川原ヨシ子，川原泉，神田橋條治，
木田明子，木脇明子，楠原敏子，久保矢，久保田修，隈元和子，倉村富子，黒江一
子，桑畑米子，五位野恵子，小園昌子，児玉美智子，児玉道子，後藤敏文，木場隆
司，木場隆司，権現民子，坂口郁子，坂之上スミ子，坂本啓子，楸原ちず子，酒元
彬子，佐々木修，佐多江智子，重信裕子，下入佐忠志，下須和子，下原節子，下堀
一子，白濱京子，新門京子，末野キミ子，菅裕美子，菅昌昭信，鈴木衣江，関山恵
理子，妹尾勉，高崎のぶ子，髙田たつ子，高畠芳子，瀧聞敏子，田口耕，田口義子，
武節恵，竹尾浩一路，竹尾たち子，竹上弘道，竹迫文子，田尻久美子，田中敦子，
田中咲子，谷口靖子，椨昌代，政節枝，辻恭子，寺下昭吾，寺田悟志，寺田喜子，
堂原あけみ，堂山洋子，遠矢洋子，徳本友子，泊典子，富永秀文，外山由美子，山
下ナガコ，中城カツ子，永田圭子，中野正子，中野洋子，中村スミ子，中村昭子，
中渡瀬美千代，新留ちえみ，西良子，西歌子，西映子，西ゆかり，西田多美子，西
野和久，野田眞智子，野村豊子，野元芳子，萩原春子，櫨場敦子，畠中ミチ子，八
田麗子，馬場節子，浜貝和子，浜貝和子，濱崎祥子，浜園周子，濱田節子，浜田德
二，浜田鈴代，浜田栄子，濱田容史子，濱元光代，林人美，原口栄子，原口サワ子，
原園義勝，原田久子，原田照子，原田知子，春山ナミヨ，春山紀生，春山亮，春山
建，春山理江，春山ナミヨ，東悦子，東多美子，肥後枝里子，久留洋子，久永美智
代，日髙勝子，日髙礼子，平川加代子，平田鈴子，平野久代，廣橋義子，日渡廣，
福島淑子，福元美智子，福元とし子，福元由美，福森高，福山和代，藤井みどり，
藤川清，藤川タカ子，藤崎佳子，藤山恵三，藤山壱子，二ツ木綾子，古園弘子，古
園和子，穂満真知子，本坊悦子，前野和子，牧秀子，桝村惣之助，松尾好就，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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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代子，松尾貞子，松崎系壱，松村基子，松元幸枝，松元悦子，松山美智子，真部
美和子，丸山紘子，彌榮みどり，水溜タミ，溝神きよこ，南いくえ，宮路凪子，宮
下留美子，宮下エチ子，宮野道子，宮之前照代，宮原頼子，村中利也，森眞智子，
森和男，森邦子，森ルリ子，森園マリ，森田久美子，森屋静子，山王総子，山方い
き，山口真知子，山口美代子，山崎美知子，山下浩子，山下ふくみ，山田恵子，山
中真知子，山之内あゆみ，山元まち子，横山佳子，吉迫幹子，吉田光雄，吉留悦郎，
吉満かおり，米原丈将，米盛由記子，米森洋子，若松大展，和田啓子，和田真由美，
渡辺德子【鹿児島太極拳協会】愛甲恵子，青木幸一，青木洋子，朝照雄，浅井益男，
安達栄，安倍松悦子，荒川珠代，有馬泰子，有馬勝博，有馬靖雄，有村カツ子，有
村桂子，安楽由紀子，飯田淑子，池田朋子，池田昭，池田昭，池之上了子，池之上
了子，池之上良子，池元諭，石原のぶ，和泉田みち子，市来正史，壱崎博子，井手
三郎，井手弘子，伊東久美子，稲留哲子，稲村勝，稲村美代子，井ノ上広子，岩川
裕子，岩切文代，岩切智佐，岩崎とし子，岩崎勝子，岩戸祐子，岩元妙子，岩元イ
ツ子，岩森ヨリ子，上園紀美子，上ノ町初美，上原イツ子，上山泰子，内志恵子，
内門理恵，内倉みつ子，内村幸子，宇都宮弘子，宇都宮弘子，閏民子，栄多教子，
大川喜代子，大浦秀子，大窪春子，大澤タエ子，大渕智美，大山啓子，大脇茂子，
岡留敏子，岡村テル子，小田重子，鬼塚勝子，小野美和子，小幡羊子，小幡羊子，
柿元祐子，梶山あけみ，柏木美子，勝目小百合，加藤キヨ子，金村淑恵，要みどり，
鎌田文二，鎌田裕子，鎌田裕子，神野淳子，上橋昭男，唐鎌活，仮山由紀子，川枝
スエ子，川上良子，川窪忠浩，川窪忠浩，川畑馨，木佐木功，木下次男，北薗祥子，
肝付千鶴子，久木田久美，久木田千賀子，久田恵子，窪田久丸，蔵ヶ崎光子，黒木
瑠美，黒木彩子，桑水流紀子，桑水流紀子，検見崎隆，検見崎理恵，江夏芳子，幸
原啓一，国分美那子，小窪正文，小齊平圓子，小斉平幸子，コジュヨウ貞子，小薗
郁代，小薗喜美子，児玉昭子，小玉さとみ，児玉美寿江，児玉純子，児玉日出子，
小濱朝美，小山護，斉藤たみ子，済藤洋子，齋藤幸子，境田鶴子，坂上とし子，坂
口孝子，坂下ヒデ子，坂元玉子，坂元清美，迫田睦子，迫坪和子，佐々木佐希子，
定松アサ子，佐藤紀子，鮫島とよ子，鮫島敏子，篠原涌子，篠原恵津子，篠原恵子，
芝生礼子，下西晴美，下野イク子，白桃順子，新さつき，新牛込久美子，陣ヶ尾ゆ
き子，新川美代子，新名主律子，末永カズ子，末廣久美子，杉園満子，杉山澄子，
鈴木政子，須納瀬康子，寿山りわ子，瀬戸口律子，瀨戸口睦子，瀬戸口仁子，瀬戸
山千鶴子，園田英子，染川さおり，高岡たつみ，髙橋洋子，竹中典子，竹之下ナチ
子，竹原昌子，田尻順子，田尻夏子，田代典子，田地行文子，竜野てるみ，立石昭
平，立石みち子，田中サダ子，田中キミ子，田中ミキ子，谷文子，谷山のりえ，種
子田一子，中馬昭男，常田和子，鶴窪光子，寺崎久子，寺村洋子，唐仁原ふく江，
堂園イサ子，東穂礼正，土岐敬子，徳尾妙子，徳田みゆき，徳留伸親，徳永房子，
徳永房子，徳永道枝，戸床安子，富永真佐子，永池貴子，中尾幸子，永﨑以津子，
中迫康子，永里洋子，中島珠美，中島敬子，中島久美子，中島勝子，長瀬真由美，
永田篤子，永田篤子，中野アヤ子，中野洋子，中野康子，永野ヒロ子，長野純彦，
長野美千代，中名主和子，中村道幸，中村文子，中村ミチ子，中村ヤス子，永吉良
子，中脇重夫，楢原恵子，新原昭子，新原明美，新穂フサ，西清一，西川路ミチ子，
西窪奉子，西園クニ子，西種子田和子，西原まき子，西牧京子，野島憲子，野村典
子，野元イツ子，野元イツ子，萩原まゆみ，枦山慈子，枦山智昭，畠野法子，花田
玲子，花田美津枝，馬場千代子，羽生勝利，浜崎直樹，浜田三保子，浜田晶子，林
サチ子，林絹子，原えつ子，原田照子，東芳子，東加代子，東和子，東久子，東上
床静子，樋口ツユ子，日髙イツ子，日高典夫，日高イツ子，日高二三代，平石千世
子，平岡愛子，平川正子，平田典子，平田美智子，平松初子，平嶺富子，平嶺綾美，
尾留川はつ子，広森保子，福崎賀子，福島なり子，福田守，福留タヅ，福永淳子，
福原正子，福元栄子，福元鈴子，藤井洋子，藤田悦子，藤田育男，藤元美保子，藤
屋律子，二川洋子，渕之上繁子，渕脇弘子，船脇紀子，古田エミ子，外西美子，星
倉梅子，星原美智子，堀之内ミツ子，堀之口行子，本地よしえ，本地よしえ，本田
都矢子，本田都矢子，舞田律子，前田あけみ，前田嘉子，前田ヨシ子，前田玲子，
前原愛子，牧瑞子，牧美恵子，増満絹子，桝村惣之助，松尾和代，松ヶ迫フミ子，
松留むつ子，松元博美，松本則子，松脇弘子，丸山真理子，三坂正明，美里初美，
水間憲一，三ツ村和夫，南律子，南郁子，宮迫京子，宮園龍子，宮園幸次，宮田喜
美子，宮田勝子，宮地伸夫，宮地玲子，宮原洋子，宮本益江，宮脇美代子，宮脇美
代子，宮脇由紀子，村田恵美子，村田直美，村山養代，本蔵美代子，本山光枝，森
美代子，森園涼子，盛満教子，森山貴美子，薬王寺由美，薬丸イツ子，保田礼子，
安田ひろみ，安田洋子，安永久子，山内節子，山内治雄，山口久美，山﨑アサエ，
山下宏美，山下洋子，山下久美子，山田みずえ，山元美保，山元ササヱ，山本隆男，
山本隆男，湯野純敏，吉國繁篤，吉﨑寛子，吉田道子，吉田加代子，吉富道子，吉
留茂幸，吉留芳子，吉留喜久子，吉留喜久子，吉永文子，吉満照子，吉嶺キミ子，
米倉千束，米澤慶子，米山恭子，若松幸子，脇田悦子，脇野了，渡辺マリ子，甲東
友好会一同，姶良さわやか教室，隼人同好会，横川教室【南日本太極拳クラブ】春
田牧子，あもり教室，アリーナ教室，うきしま教室，えびの教室，Ｏ・Ｈ教室，祁
答院教室，コスモスクラブ，垂水マイペース教室，福山教室，本部教室，真砂教室
【糸満市太極拳同好会】稲嶺英子，上原涼子，上
沖縄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原恵子，上原エミ子，大城恵美子，金城順子，金
城道子，玉城美枝，玉元早苗，宮城初子【うるま市太極拳協会】石川清智，大城善
彦，大城ヒデ子，大嶺清徳，金城早苗，知名レイ子，比嘉代利枝，森本裕二【沖縄
市太極拳協会】安里正子，新垣トシ子，新垣淳子，新垣枝美子，新崎盛喜，新崎米
子，伊佐正子，伊集紹子，稲福正子，祷美根子，伊波洋，上地頼子，上間和枝，榮
野比常子，大城孝翔，大城八重子，小渡キヨ子，翁長盛夫，垣花米子，神村政江，
嘉陽美沙子，喜納政宥，宜野座真弓，金武廣子，金城八重子，金城末子，金城照子，
国仲スエ子，桑江和子，小谷智恵子，作下和子，里平清勝，島袋哲子，島袋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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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間エミ子，瀬名波敬一，瀬名波初子，瀬名波敬一，平良和子，平良郁子，高宮城
直樹，髙吉トシ子，玉城富男，玉城政子，玉城律子，知花美恵子，津嘉山利子，津
波古保，照屋サチ子，天願京子，桃原和子，渡口政美，富山ゆり子，富山ゆり子，
富山恵美子，トレプカ佳津代，中島アキ子，仲宗根修，中曽根恵子，仲宗根和義，
長田武雄，長田武雄，中地節子，中地弘一，中村トミ子，西田マツ子，八幡和子，
濱﨑悦子，浜元澄子，比嘉光雄，比嘉初江，比嘉静子，比嘉幸代，比嘉章，辺土名
秋子，又吉菊子，屋宜ひろみ，屋宜盛徳，山内小夜子，山内和子，山川康政，山田
光一，屋良朝信，与儀実章，沖縄市太極拳協会【沖縄武術太極拳協会】安座間美佐
子，東美貞，新垣星子，新垣進，有銘貴美子，池原喜英，池原通子，井上智子，大
澤秀子，小倉滋子，兼城喜美子，兼城詔子，嘉陽邦子，儀武安子，儀間つる，喜友
名茂子，金城仁太郎，金城孝子，金城順子，具志堅ナエ子，幸喜純夫，小橋川和子，
佐原直志，佐原清子，島袋トミ子，城間幸子，瀬名波敬一，瀬名波初子，平良克次，
高良敏江，高良勲，玉那覇ヨシ子，津波真一，當間恵子，徳田英義，渡口政健，渡
久地みよ子，渡慶次るみ子，豊田真由美，内藤道江，内藤正樹，仲田八重，仲村實
清，根間正枝，野原純子，鉢嶺廣子，花城登喜，濱川初子，比嘉順子，平田英子，
舟越千代子，前楚キク，前田初枝，前花冨士郎，前原美代子，真喜志道子，美底政
廣，宮城昌子，宮良信詳，宮良麗子，安田のり子，栁澤千恵子，山城正邦，與儀實
善，吉本保，四元睦子，湧川千賀子，沖縄武術太極拳協会【北谷町太極拳協会】相
澤悦子，稲嶺節子，嘉数久子，神田勝江，岸本紗智子，久志仁美，祖堅洋子，照屋
ケイ子，渡慶次美恵子，富川栄子，名嘉真愛子，浜元澄子，比嘉和子，ブレイクリ
ー美佐子，宮城宏子【名護市太極拳同好会】阿波根美奈子，新垣涼子，生田容子，
伊芸秀信，伊禮代莉子，上原涼子，宜保早苗，桐本節子，具志堅秀雄，具志堅安子，
島袋恵美子，城間教子，玉木美佐子，玉里みつ子，当真美加子，豊里友英，仲村智
子，仲本礼子，比嘉順子，比嘉健治，比嘉美奈子，平野元子，藤戸昭造，前原信俊，
山城キミ子，屋良まり子【西原町太極拳同好会】新垣初重，新垣秀子，池村和子，
稲福芳子，大城栄子，小禄良一，川満光江，小波津タエ子，迫田いつ子，平良律子，
平良サキ子，髙良美智子，中下幸子，長嶺のり子，仲村美津子，禰覇徳子，宮城み
どり，山城シズノ，屋良悦子，與那嶺喜美【八重瀬太極拳サークル】赤田淳子，伊
福正春，伊禮義信，川田園子，金城幸子，平良盛信，玉城美栄子，長浜テル子，長
嶺シゲ子，仲村實清，中村禮子，野原勲，八幡和子，比屋根成男，松村光枝
【国際基督教大学太極拳倶楽部】小原有加，下
山菜穂，増田文子，山口ひかり【聖心女子大学
太極拳部】栗林亜衣子，杉田信子，山田真緒，山内ももこ【中央大学太極拳同好会】
太田航平，加瀬悟志，片山雄介，齊藤一則，中谷康司，長谷川萌，林謙太郎，真柄
佳明，養祖貴之【早稲田大学太極拳クラブ】井上智之，春木豊，平賀悠斗，増田勝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石原尚，石原泰彦，稲垣八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 千代，孔祥東，菅野淳子，鈴木綾，東嶋健一，村岡
久平，村岡茂子，保村恵，渡辺敏雄，渡辺雅人【第19回ＪＯＣジュニアオリンピッ
クカップ大会】上り浜功一，上り浜由香里，朝倉優，あべこうき，井尾千代子，井
口浩，井口誠，石内美咲起，石内柾翔，石内萌菜美，石原泰彦，石原尚，石山雅志，
泉昌弘，泉信子，礒野信，磯部かんな，磯部かんな，稲垣八千代，井花寧音，植野
泰生，植野樹，植野寿己，及川佳織，大塚麟太朗，大塚暁子，大塚剛志，小川律子，
奥真美子，奥谷伶央，小田武志，小畑康隆，筧ゆかり，梶上正毅，勝又千恵，金澤
慎治，金澤慎治，神庭裕里，家門俊平，家門由美，川上景子，川﨑雅雄，川鍋圭吾，
川原一修，川原桂子，木内更紗，喜多忍，木田正宣，貴田菜ノ花，北澤晃也，木村

日本学生武術太極拳連盟

英樹，久保恒美，毛塚来美，毛塚教子，毛塚貴子，毛塚猛大，甲田一希，小林克海，
小松資，小松光代，小松資，小柳諒太，近藤剛史，阪上重信，坂本蓮，佐々木ゆか
り，宍倉龍空，志波重忠，渋谷拓未，庄司佳子，庄司博，白栄拓也，白木悠五，菅
野淳子，菅原麻里子，菅原麻衣香，鈴木綾，隅谷賢二，曽我部篤爾，孫悠然，髙浦
猛，高橋拓夢，田上遥華，武井悠朔，武井明子，谷川大，谷口泰祥，反田琉菜，陳
静，塚本右京，塚本玲王，塚本右京，辻本三郎丸，津田孝司，友正慧，中井薫，中
西啓子，中村武子，中村海里，西坂瑞紀，西野一美，西村誠志，橋本久美子，橋本
俊一，畑中孝太，濱慶子，濵崎美扇，濱松あゆみ，濱松ルリカ，林杏奈，原田将司，
東嶋健一，菱山恵子，平野由里子，廣江道子，藤原紳也，堀田真奈実，堀内愛斗，
堀口誠史，本多康乃，増田佳洋，松島菜々春，松本叡，松本鷹仁，萬木萌香，三浦
芽農，満留博文，三船陸，目原純，森重淳子，森高千晶，森高菜月，森本茂子，安
井陸，保村恵，山下和代，大和照美，山名功起，米澤竹美，李自力，渡辺雅人，渡
邉俊哉，白龍武術隊【2011年全日本武術太極拳競技会】内田広幸，小野恒治，加藤
幸雄，川﨑雅雄，河原美紀，岸真優，紀本真由子，坂本蓮，嶋村照子，孫悠然，髙
田大三，竹中保仁，辻本三郎丸，冨澤孝子，友正慧，中村剛，中山美咲，中山弘子，
中山美咲，西村誠志，藤宮英子，前東篤子，松田隆吉，松田三枝子，松本高次郎，
松本航太郎，三船英，宮澤茜，山名功起，山本はるき，米本二一，渡辺敏雄，㈱島
村商店，㈲肉専内田勝利【本部研修センター太極拳教室】安倍宏之，石渡幸子，大
森作代，須賀かず恵，髙橋早苗，高橋千恵子，滝克之，中川佐代子，長谷部ゆみ子，
福田美子，槙村睦，丸山たか子，柳沢国男，山口伊佐男 初級Ａ１太極拳 阿部佐
代，伊東惠美子，植木敏子，大谷環，大塚隆三，尾形理香，鬼沢悦子，北川美津子，
北島萬喜子，斉藤和子，中台けい子，松野正美，森岡みな，矢作ゆみ子，山本しづ
子，余野久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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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東日本大震災）武術太極拳義援募金

第２次募金

芳名簿

【赤平太極拳協会】相澤博子，麻生節子，虻川ク
ニ子，荒木美智子，池田和子，池田房子，伊藤弘
子，稲場スミ子，岩間玲子，上杉和代，上野トミ，鵜野敦子，太田菊枝，大西利子，
岡下愛子，小貫実菜，加藤敏子，加藤友子，金子敬子，楠田千恵，工藤悦子，小見
山芳子，佐々木英己子，佐々木洋子，佐藤美智代，佐藤律子，品川和江，菅原静子，
鈴木和恵，鈴木節子，其田ユキ，竹田仁美，田島恭子，多田富代子，谷藤末江，土
田トメ，出家康子，中畑佐和子，畑沢礼子，濱本孝子，藤門三枝子，藤島安子，藤
原文枝，堀束幸子，本田マサ，前田久子，松井良子，松岡叡子，三浦勝子，三谷ひ
とみ，持田美津子，養田節子，横山マツ子【札幌太極拳協会】菊地栄子・他【札幌
中国武術協会】阿部春子，有馬睦子，石倉ひろみ，岩倉保夫，及川紘子，織本英子，
鎌島純子，河村トシ，神田志津子，喜久田昭枝，喜多忠幸，久保逸子，午来信子，
酒井保子，佐々木正夫，佐藤恵津子，佐藤幸子，信太順一，七戸雪子，白川千恵子，
白倉智子，高倉祐子，高島泰子，高山ちゑ，竹好子，千葉京子，寺嶋テル子，富樫
智恵子，徳池陽子，豊原和子，中祐子，長尾典枝，中村博子，永森靖子，西根妙子，
温井敏子，野口澄美恵，能戸千世子，畑美智子，畠山千代子，福井美恵子，福田昭
子，藤田節子，藤田峰子，藤信美佐子，堀澄江，堀田優子，松浦寿男，松岡洋子，
森豊貴，山本幸子，吉川陽子，吉田明美，渡辺キヌ子，渡部順子，渡辺政子，渡辺
美和子【中国武術気功亮鳳会】秋葉大地，有路恵美子，伊藤大道，浮田和子，内海
佑貴，内海佑貴，宇山大河，遠藤アサ子，大野耕司，小笠原健悟，岡田佐智子，斧
ミワ，海谷忠弘，金内ユキ子，金子美里，上口幸子，工藤光貴，黒滝秀子，後藤高
明，斉藤貴子，佐々木颯斗，島貞子，上甲大煌，関野陽日，関野陽太，高橋晴美，
高橋晴美，中田聖美，中野元登志，中村泰子，名畑宏一，鳴島世那，西野圭織，早
坂郁瑠，半田博保，姫野史風，平島美恵子，舟橋弥々子，舟橋柾，宮森創大，森田
剣士朗，森田剣士朗，山中まり子，渡辺美和子【別海太極拳研究会】松寿佐智子，
中河恵，山崎十子江【北海道日中友好センター太極拳部会】青山典子，阿部明子，
阿部要，阿部禎子，阿部佐代子，阿部秀夫，阿部美知子，荒川洋子，荒木彩織，荒
木美恵子，荒澤時彦，伊賀小夜子，池田和子，石栗雅子，石戸谷町子，石森宣男，
石森宣男，井田明美，市川睦子，一星尚美，伊藤寛希，稲垣るみ子，稲葉三重子，
井上恵子，芋沢真美子，岩谷恭一，上田ひろ子，宇佐美彰子，蝦名祐子，近江ナヨ
子，大須賀千津子，太田和子，太田真理，大橋奈緒美，大味晃，岡久征紀，奥山良
子，皆藤弓子，梶博子，角谷恵美子，金子るみ子，川口裕子，川奈野るみ子，菊永
倫子，木髙久美子，北川ひとみ，北村紀代子，木谷秀男，楠瀬志津子，工藤昌子，
久禮加世子，黒川美津恵，小平孝夫，小林和佳子，小山真理子，今伸子，今野テイ
子，斉藤君子，斉藤友子，齊藤實，佐伯栄子，佐賀花代，榊茂，坂下健治，酒巻樹
三子，阪本照子，桜井百合恵，笹幸男，佐々木博志，佐藤姫子，佐藤みね子，沢部
勝，志尾敏子，下山康子，氏名不詳，下澤由美子，末永奏美，菅野道子，杉町文子，
鈴木町子，諏訪フミ子，関原勝子，千代峯子，染谷光子，髙橋真理子，瀧澤恭子，
田口和子，竹内利奈，武隈花枝，武田久子，武田冨美子，竹本カナ子，田崎敬子，

北海道武術太極拳連盟

田中勝彦，田中富士子，谷内美智子，塚本絢子，土井るり子，道場昭子，豊島恭子，
長尾久美，中舘幸子，中出佳操，成田満旗子，西尾菊美，野口一郎，野坂洋子，野
村正樹，橋本千枝，長谷健治，長谷川節子，早川尚良，原田英子，原田恒也，原田
哲男，原田律子，飛ヶ谷美穂子，日髙晴美，深井満貴子，深澤洋子，福井尚，福島
君子，藤井邦子，藤田公也，藤田百合子，藤塚レイ子，藤原真知子，府録弘幸，細
田勝子，細谷のり子，堀洋子，前田伸子，牧野洋子，松田久仁子，松永隆久，松本
敦子，松山智子，三浦育子，三浦優子，水上協子，宮坂信子，宮澤アサ子，宮沢礼
子，宮野真利恵，三好くめ，村フサ子，村山實，室舘和子，森桃子，盛石田昌宏，
森内光男，谷地孝子，山田克夫，山田平九郎，吉岡道子，吉川茂子，吉田裕子，若
原勝利，和田裕子，大麻太極拳同好会，北区体育館木曜クラス，北練習会金曜午前
クラス，手稲区体育館，道新文化センター札幌太極拳講座，西福太極拳同好会，東
区体育館木曜クラス，東区体育館太極拳クラブ，真駒内屋外競技場教室，南区太極
拳愛好会，山鼻太極拳サークル有志一同【稚内太極拳協会】安達育子，足立恵，天
野清江，荒井容子，荒瀬房子，池田杲子，池田京子，石原昭子，市川裕子，市田陽
子，稲原幸子，岩泉順子，大江キクヱ，大友カヨ子，大平寿江，沖野淑江，小尾悠
子，雄谷道子，葛西進，葛西勉，加藤孝子，加藤武，兼丸ヒロ子，金村恵美子，河
合久美子，川島三千代，川端スミ子，北崎洋子，工藤繁子，久米谷恭子，越戸ハル
子，小島登喜子，後藤月光子，小室郁恵，今野幸子，佐久間真弓，佐々木良子，佐
藤誠子，佐藤真砂子，佐藤信子，佐藤八子，沢木陽子，清水目冨士子，新堂博子，
菅原清次，菅原文子，相馬佳子，大聖ハツエ，高岡紀恵子，高橋智枝子，竹内幸子，
竹内靖子，立川澄子，田中由美子，塚崎政子，綱淵節子，寺井梅子，富山陽子，中
川昇，中畑暁子，成田由記，成田セツ，西川律子，丹羽泰子，野澤幸子，長谷智恵
子，濱田春子，日向寺富子，藤島幸子，藤森克枝，宝達良子，本間ミツ，本間三枝
子，前田悦子，町口美代子，松本弘子，三国稔，村井安子，村上恵子，森澄子，盛
田啓子，横山孝，渡部和江，渡部美栄子，渡辺レイ子，渡部久子
【十和田市武術太極拳連盟】五十嵐富美子，五十
青森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嵐摩利子，市ノ渡節子，五日市勉，蛯名明子，大
嶋典子，岡前トミ，荻沢イネ，角タケ，川村徳，木村てつ子，木村友，木村乃り，
木村弘子，久慈巌，工藤祥子，久保田みどり，坂本ノリ，佐々木いち子，佐藤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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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谷章子，鈴木信子，鈴木美津江，高橋真池子，竹井睦子，種市敬子，種市平治，
田村恒子，佃和久，佃妙子，堤弘子，中野たづ，鳴海ミキ，橋場範，古里貞子，松
橋恵子，柳町友子，横内典子
【稲川武術太極拳協会】麻生恵美子，阿部タツ子，
阿部良己，池部テイ，板倉厚子，岡田悦子，小河
原浩之，加藤郁子，加藤久恵，沓澤和子，後藤康子，近野紀子，佐々木昭二，佐々
木リエ子，佐藤弘美，佐藤ミツ子，佐藤八重子，柴田恵津子，鈴木京子，高久いく
子，高久幸子，高橋明美，高橋寿，高橋より子，谷藤則子，新山京子，藤原淳子，
藤原寿子，藤原敏子，三春恒子，山田ミサ【羽後町太極拳協会】秋元清子，安彦タ
キ，阿部純一，阿部弘子，石垣セツ子，利孝子，斎藤憲資，柴田トモ子，武田佐枝
子，武田由美子，照井美保子，永籏ひろ子，藤原幸子，藤原弘子，和田幸子【オア
シス】佐川武【大曲太極拳・朋友会】伊藤弘子，太田恵美子，小原厚子，北村順子，
賢木幸，須藤肇，中田宏明，布谷みどり，藤井隆，藤原純子【象潟太極拳協会】池
田真子，池田ヨシ子，内山テイ子，大橋徳子，加藤京子，斎藤和子，斎藤キン子，
斎藤ナリ子，斎藤乃里子，佐々木テル子，須田照子，野呂睦子，原田キサ子，堀口
ノブ子，正木美栄【太極拳秋田研究会】佐々木祐子【太極拳白雲】池田雅古，長田
至美，幸坂由美子，小林朝子，佐々木明子，佐藤君代，竹内キン，徳原敦子，西村
喜和子，広嶋美智子，真坂圭子，鷲尾あつ子【太極拳東由利】阿部栄子，阿部弘章，
阿部マサ子，阿部由美子，遠藤育子，遠藤喜恵子，大坂イヨ，大場タキ，小野イヨ，
小野貞子，小野テル，小松静子，小松二早代，小松由子，小松芳子，佐藤玲子，渋
谷千恵子，畠山よう子，匿名１名【ターシー横手】一岡隆夫，大山よしえ，柿崎レ
イ子，木村友光子，佐々木リツ子，佐藤幸四郎，佐藤ヤス子，沢田テイ子，高橋順
子，竹谷京子，村上すみ子，山崎エツ【はまなす太極拳愛好会】伊多波玲子，伊藤
幸子，加賀谷恭子，加賀谷友子，加賀谷ミヨ子，佐々木京子，佐々木文子，鈴木和
美，西岡百合子，橋本道子【アスク】アスク会員【大曲武術太極拳協会】大曲武術
太極拳協会会員一同【男鹿太極拳同好会】北浦教室８名分【シルクロード】シルク
ロード一同【太極拳おがち】太極拳おがち【太極拳かくのだて】太極拳かくのだて
【太極拳スワン】太極拳スワン一同【太極拳吉田】太極拳吉田【美郷町太極拳・朋
友会】美郷町太極拳・朋友会36名【由利本荘鶴舞太極拳】由利本荘鶴舞太極拳
【新庄市武術太極拳協会】佐藤祐子，斉藤美紀子，
山形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横山千夏，星川輝義，星川多美子【山形県太極拳
協会】安部洋子，五十嵐京子，生駒克子，伊藤寛子，今井君代，榎本和子，遠藤み
さ子，大里テツ，小国トクヱ，河合サダ，後藤睦，小林君子，近野栄次，斎藤周次，
斉藤ヨシ子，三瓶京子，塩谷弘子，志賀恒憲，白田芳子，鈴木久美子，鈴木君子，
鈴木恵美子，鈴木良子，平カヤノ，高橋涼子，種部信克，都筑良子，夏井幸子，夏
井武雄，堀惠一，安原いと子，山川清子，山口仁，山﨑喜美子，結城裕三，横山恵
子，渡部三代子，渡部和子【山形市武術太極拳協会】會田裕子，青柳忠夫，秋葉正
子，石垣修一，石垣多喜子，伊藤照江，稲毛恵，大嶋しづ子，太田ふみ子，太田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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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尾形國，奥出京子，奥山あさ子，小座間加代子，押野政俊，押野和子，小野た
か子，小野美知子，小山田洋子，海藤秋子，開沼愛子，開沼則子，門脇幹子，金谷
律子，烏芳子，児玉淳子，斉藤義子，斉藤京子，佐竹孝男，佐藤喜代美，佐藤泰子，
鹿野恵子，庄司俊二，庄司米子，菅原恵美子，鈴木イワ子，鈴木栄子，鈴木久米子，
鈴木秋雄，鈴木千栄子，鈴木竹子，須藤ミチ子，砂田佑子，清野芳子，平富子，滝
口栄美子，武田文子，多田みき子，千葉貞子，中村栄子，明日きみ子，畑澤正子，
原田康子，深瀬キミ子，藤原和子，古澤延，本間キク，松浦サヨ子，松澤マツヨ，
三沢敏子，水原祥子，村形美知子，村川るり子，元木若子，元木富美子，森快子，
盛岡いづみ，森田典子，安川和子，矢作晴子，吉田真理子，渡辺一子【米沢市武術
太極拳協会】阿部冨士子，伊藤悦子，大類修，小笠原笑美子，木村千恵子，洪元子，
小林幸子，今野ひろみ，斉藤利子，白田洋子，杉本成隆，杉本弘子，鈴木姿子，髙
橋和子，高橋美知子，寺内京子，寺嶋ノブ，永井安喜子，新関民代，西方洋子，橋
本みな子，松尾富雄，村上悦子
【福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望月正彦，福島県武術
福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太極拳連盟【会津太極拳同好会】安部美津子，国
分福子，小林英世，鴫原澄子，芳賀陽子，廣木由利子，星百合子，星ふみ子，山野
辺美智子，渡部幸雄，渡部邦男【喜多方市太極拳協会】穴沢トシ子，阿部京子，荒
川洋一，有江文雄，五十嵐信子，五十嵐キウ子，五十嵐優子，五十嵐房子，井上文
子，岩波紀恵子，上野キミ子，上野恵子，上野タケノ，宇内右，瓜生美子，遠藤美
弥子，遠藤トヨ子，遠藤サヨ子，遠藤惠美子，大竹富美子，大場利子，大原悦子，
大房不二江，小川良子，小田切サチ子，小田切富子，小野京子，小野寺テイ子，風
間多恵子，風間とめ子，加藤ミツエ，加藤一郎，冠木栄子，川瀬勲，川瀬洋子，菅
家悦子，神田敬次，神田マツ子，菊地美智子，菊地廣子，菊地アヤ子，菊地幸子，
北見ミイ，木戸京子，樟山松子，栗木治一郎，小島君江，後藤良雄，後藤恒悦，小
林キイ子，小林光子，小柳智子，斉藤和子，齊藤知子，斉藤和子，佐々木洋子，佐
藤まゆみ，佐藤美奈子，佐藤英子，佐藤安正，佐藤洋子，塩原好子，嶋津勉，嶋津
恵美子，清水陽子，十二村孝男，十二村ヨシ子，白井英男，白井博子，菅井恵美子，
鈴木稔，鈴木伊勢子，鈴木充正，須藤タケ子，関口美喜子，関口章子，高澤嶽，高
橋ツヤ子，高橋信，竹内まち子，竹安和子，田中貞子，千川原宏子，手代木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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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條惠子，永井洋子，長澤裕子，長澤恵子，永瀬和子，長原米子，生江幸一郎，新
田元子，新田芳奈恵，二瓶節子，野邉良一，野邉圭子，蓮沼幹子，花見文子，羽入
ちゑ，飛騨和枝，蛭川フミ子，広瀬明子，松浦まり子，松崎裕美，松丸孝子，森田
ミヨ子，柳沼ユウ子，矢吹キヨ子，矢部公子，山内美紀，山形敏子，山形洋一，山
中京子，吉井菊江，渡部俊子，渡部キミエ，渡部タケノ，渡部ヨシミ，渡部佐智子，
渡部タカ子，渡部恵，渡部たか子【中央太極拳愛好会】青島貞子，池之谷幸子，金
子忠雄，鹿目和夫，古関マサ子，浜口有全，船山キク，矢内睦美，渡辺愛二，渡辺
桂子，渡辺洋子，中央太極拳愛好会【福島県武術太極拳協会】阿部カツ，石原すえ
子，稲毛光弥，稲毛啓子，氏家智子，大竹孝子，尾形サダ，小野真智子，菅野紀子，
菊地英子，木村美恵子，小荒井セツ子，斎藤正子，佐藤文子，椎名美紀，菅寿子，
鈴木静江，鈴木香織，鈴木英子，坪井重子，中澤喜久代，七海美香，西二三子，吉
田ゆり，渡苅尚子，渡辺タケ子【福島市武術太極拳協会】安斎美代，伊藤美也子，
伊東恵子，氏家静枝，氏家ツネ，江花房子，大貫京，小野和子，春日京子，加藤葉
子，菅野サク子，菅野洋子，北畠淑郎，木下寿美江，小松登貴子，斉藤時子，斎藤
サキ子，佐藤きよ，佐藤伸子，白石ユウ子，神野芳子，菅野ノリ，鈴木眞子，鈴木
宣子，髙久トミ子，高野美智子，高野貞子，髙橋直子，永山俊子，入道キク，根井
由美子，林ケイ子，古矢万里子，堀江春美，宮崎尚子，若狭茂子，和田美千代，渡
辺明子，渡辺輝子【保原太極拳愛好会】阿部裕美子，菅野八重子，小林キイ，権藤
喜久枝，斎藤麗子，佐藤夏江，白井栄子，安田イセ子，安田きつ子【本宮市武術太
極拳協会】阿部良子，安斉香代子，遠藤園子，大場淑子，岡村幹子，笠原美弥子，
川名三男，川名美子，鈴木信子，長山洋子，増子キヨ子，松山恵津子，森節男，森
和代，渡辺志津子，渡辺ナミ子
【茨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茨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茨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牛久武術太極拳協会】牛久武術太極拳協会【土
浦太極拳協会】土浦太極拳協会【取手武術太極拳協会】取手武術太極拳協会【日立
太極拳協会】日立太極拳協会【水戸武術太極拳協会】水戸武術太極拳協会【境武術
太極拳協会】新井美江，飯田フジ子，岩瀬恵子，大久保久子，北野裕子，斉藤秀子，
斉藤光子，佐藤尚子，佐藤博子，佐怒賀俊子，鹿川美和子，冨澤節子，野口セツ子，
針谷洋一，平井久子，藤本克美，宮川宥子【つくば太極拳協会】青木孝子，秋田き
み子，安部美也子，安倍貞明，飴村純，飯塚栄子，井桁弘哉，礒部由美子，伊藤槇
子，打越宏，衛藤昭子，大竹玲子，大月みよ子，大橋和子，岡田玲子，鬼界稚恵子，
恩田享位，恩田鳳昇，粕谷則子，河村民子，菊田栄吉，北岡朱美，久保英子，栗山
とし子，古池ルイ子，小泉裕子，斉藤慶子，佐々木静子，澤田石京子，塩屋美保子，
須貝和子，杉田里美，鈴木利子，関戸恭子，染谷兆洋，谷川實，田村加奈子，長峰
重男，二階堂ユキコ，二階堂綱魁，西本ヨツノ，野竹弘幸，廣澤雅子，福田静子，
福田くに子，福元知恵子，本田親昭，牧添豊海，牧添芳江，松村敏明，真船幸雄，
三上一美，水野久子，宗片久美子，本橋義一，矢口恵子，吉田友子，米山由紀子，
米山はる江【新治武術太極拳協会】安達香緒里，井口和子，海野奈津美，江川菊江，
大川三春，大貫雅子，影井安子，木村きん子，久保嘉子，酒井美智子，坂巻ひろみ，
佐藤立枝，鈴木みのり，多賀美穂，中島ひで子，野地和貴子，萩島芳男，福田文，
福田幸則，吉澤清美，渡辺とみ【藤代太極拳協会】粟田栄子，飯塚啓子，大沼富子，
河原井きぬこ，草川継夫，栗山健司，島崎けい子，鈴木威宣，鈴木照子，鈴木うめ
子，永野恵子，福田博之，盛岡慶子，谷貝正子，蝋山久美子
【宇都宮市太極拳協会】青木浩子，青木まち子，
栃木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縣君子，秋元アヤ子，浅川照子，浅野勇，浅間み
つ子，井川和枝，伊倉むつ子，池嶋寿美子，石井節子，石下良夫，石下雅子，石沢
ヒロ子，磯川幸子，市川佳子，伊藤キイ子，伊藤正好，伊藤朗子，伊藤フウ子，岩
上ミチ子，内山和子，絵面きよ，海老原武久，大竹寛子，大森トキ子，岡崎玲子，
岡田栄，岡野行雄，荻原富美枝，鬼塚義裕，小野口ヤイ，小野崎隆夫，小山登喜子，
柿沼利子，柿沼フミ子，加藤静子，加藤カオル，金田美穂，河西君江，河村南里，
神達範子，菅野啓子，菅野祐子，菊池康明，菊地由記子，北川啓子，木村和子，木
村雪枝，栗栖友美，黒崎陽子，小平美佐，小平和子，小太刀節子，小林誠二，小林
智恵子，小林務，小村トクエ，斉藤レイ子，坂元幸久，坂元勝子，佐藤節子，佐藤
恵子，篠崎美南子，篠原幸子，篠原暁子，柴田啓吉，柴田タケ，島田祐子，杉山洋
子，菅野志津江，鈴木優子，鈴木モト子，鈴木暁代，鈴木千代，鈴木フユ，鈴村元，
砂岡康子，高橋學，髙橋恵美子，竹内正人，建入恭子，田中美智子，田波浩子，田
村ミサオ，長民子，月岡光江，津野田栄二，手塚利子，藤平恭子，土橋幸子，虎谷
時子，長島允子，永島リウ子，中田光紀，奈須野悦子，灘真由美，野口千重子，野
沢道子，橋本晴子，橋本澄江，蓮池健男，蓮実芙美子，花輪信夫，浜野幸子，林泰
聖，林清美，原田成海，半田晴枝，久江チイ子，人見明雄，人見幸子，藤田聡美，
前川和雄，眞関幸子，町田史弥子，松本綾子，宮田絹子，宮永新子，村田文子，室
井勝子，保田美和子，山田利一，山中敏子，湯本初江，芳垣レイ子，吉田光枝，我
妻玲子，渡邉富美子，グローバルウーシュウ，すこやか荘菊寿会，やすらぎ太極拳
磋輝の会，雅の会【小山市太極拳協会】会田律子，穐山和子，浅野マサ子，阿部初
枝，阿部典子，池澤美智子，伊澤孝子，石田和子，板子和枝，市村昌子，稲葉のり
子，稲葉淑子，井上淳子，井本健，入江明子，岩下勝彦，夘木絹枝，馬越明美，梅
澤初予，越後恵子，大河原㐂美江，大出時子，岡田和美，岡田裕子，岡本季世子，
小川純一，小川美智子，小木曽敏子，奥村幸保，奥村幸子，奥村和子，唐鎌徳代，
河合純，川股喜久江，金野久子，熊倉百合子，小島敏正，小西幸子，小林重子，小
林和子，斉藤純子，齋藤昭一，齋藤稔，坂本恵子，坂本睦子，佐久間厚子，佐々木
年雄，佐藤ヤイ，佐藤とみ子，佐藤キヨミ，佐藤愛子，椎名初枝，篠崎美智子，柴
山文子，首藤康子，菅原俊生，杉村ヨシ江，鈴木弘子，鈴木恵子，関キネ子，関口
禾子，副島勢子，平末子，高尾ウタ子，髙田幸代，高田君江，髙槻征司，髙橋米子，
髙橋次夫，滝田久子，田熊光子，田熊彰子，田中勝子，谷内フミ，玉野美代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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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清美，千葉文紀，千葉マツ子，長恵美子，戸叶洋子，直井孝江，永井光子，中里
民子，中島裕子，中嶋恵美子，永島良子，永原歳子，中村怜子，橋本菊江，橋本栄
子，橋本美代子，橋本勝征，羽瀬二美，波多腰やすこ，羽鳥美矢子，平野節子，平
山おさむ，深元美智子，福嶋恵子，福寿谷朗恵，古川みどり，堀合さとゑ，本多隆，
益子貞子，益子紀夫，松野英記，松見鈴枝，松村よし子，丸山隆志，三浦栄子，村
山耕平，村山由利子，村山イミ子，森さかい，森山ふみ子，矢嶋たま子，柳光代，
山口悦子，山崎トモ子，山田弘子，山田典子，山田茂夫，山中清子，吉田美弥子，
渡辺啓子，渡辺剛【鹿沼市太極拳クラブ】赤津嘉美，市村松子，岡嶋信子，尾村は
つ恵，久保サヨ子，上崎ヒデ，佐伯みつい，鈴木静子，高島文江，福田タケ，藤村
トモ子，梁島マサ，山崎富美子，渡辺美重子，渡辺千代【喜連川太極拳クラブ】浅
間昇，新井洋子，猪瀬セキイ，黒羽育子，小口真澄，瀧澤令子，津浦由美子，土屋
和子，中根ふみ，中野幸子，村上育公，村上文恵【佐野市太極拳クラブ】赤堀文子，
新井ハツエ，飯塚紀代子，飯田園枝，石田多美子，板橋公子，出井典子，大木美智
子，大沢トシ子，大場木男，岡節子，尾崎安子，小日向洋子，川上弘子，川上一子，
川村恵子，北村静子，黒田紘子，慶野喜代乃，小林美佐子，篠原荘輔，須斉和子，
関根利枝，五月女信次，高田淑子，高橋松江，武沢カツ子，田名網幸子，谷和子，
寺内ミヨ，成瀬初江，橋本光子，橋本由美子，松島幸子，横山京子【那須鳥山市太
極拳サークル】加藤圭喜，小口真澄，髙野千恵子，生井澄子，福田正彦，福田勝子，
和久晴子【野木町太極拳クラブ】一條育子，伊藤幸子，伊藤順子，岩本良子，落合
牧子，川田眞紀子，川田充子，篠原ともえ，高橋和代，滝本正子，田島恵子，田之
上富美子，田村登美子，津布久美治子，中村万里子，宮下則子，横山ヒロ子，渡辺
シズ子，太極拳同好会一同，野木町太極拳クラブ（夜）会員一同【塩谷町太極拳ク
ラブ】塩谷町太極拳クラブ一同
【群馬県武術太極拳連盟】群馬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群馬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北関東武術連盟】青山忠司，浅井信子，荒巻寿生，
飯塚徳次，市川みや子，大﨑正枝，大堀かをる，小川清子，尾崎昌弘，小野里恒子，
笠原日出男，加藤静子，金井美枝子，金井孝夫，亀井照代，川田節子，黒沢貞子，
小出友里江，小暮貴子，後藤充子，斉藤友明，斉藤栄子，笹尾広子，滝沢治枝，田
島啓子，田部井たか子，中澤ツネ子，長瀬信子，根岸テイ子，平澤誠，星野初枝，
細矢文子，町田由紀子，町田和治，馬庭恭子，茂木光子，山田チヨ子，横堀貞夫，
横山恭助，四ツ目瑞枝，和佐田澄子，北関東武術連盟【群馬県太極拳協会】青木明
子，青柳きぬ，青柳洋子，秋山一郎，阿久津登志子，浅見敏子，浅見孝子，阿部喜
久代，阿部師子，阿部愛子，阿部正雄，阿部妙子，天田澄代，天沼清子，新井英子，
荒井千枝子，新井由利子，新井正之，荒井美智代，荒木美智子，荒木美智子，荒木
実，荒木すみよ，有阪喜美子，有阪レン子，安斉八重子，飯塚美恵子，池田孝子，
池田浩子，伊澤早苗，石井敏江，石井富美枝，石川絹江，石黒由香里，石坂和子，
石田京子，石藤美代子，市川理江，市川恒雄，井出淳子，伊藤良子，伊藤紀子，稲
熊ミドリ，井野昌次，井上節子，井上美代子，井上ひろ美，今井興亜，入沢節子，
岩井治江，岩崎千秋，岩崎令子，岩下玲子，上原麻木子，上原洋子，植松倫子，植
松理，宇敷寧子，内田サダ子，内田智代，宇野晶恵，梅津俊雄，梅山仁一郎，梅山
登志江，瓜田良江，海野英子，尾池和女，大木富久子，大島晴美，大竹みを子，大
塚保幸，大塚光守，大橋好江，大谷久江，大山和代，岡崎千晴，岡田敦子，岡田文
男，岡野ゆき子，岡部嘉子，岡村憲一，小川莊二，奥村敏，小田千枝美，小田嶋喜
代江，小根澤まりこ，小野さよ子，小野里利弘，小野里タマ子，小渕トヨ子，小渕
八重子，小保方陽子，親松千尋，織茂加代子，書上久美子，笠井昇，樫田周，柏倉
知恵子，片貝久美子，片山惠世，加藤昇子，加藤芳子，金井幹子，金沢朋子，鹿沼
秀子，鹿沼和代，金田節子，狩野千世乃，狩野節子，狩野牧子，樺沢節子，鎌田節
子，上林スミヱ，上村光枝，唐澤悦子，唐澤公江，川崎栄子，川西富佐子，閑野広
重，清塚菊江，木所絹代，櫛引順子，国井照子，国沢勝子，久保三枝，久保塚松江，
栗山侑子，黒沢多門，黒田平吉，小池金子，小池玲子，小板橋敦子，小板橋恵子，
小板橋眞司，鯉淵すみ枝，剛家ふみこ，甲野範子，小勝治子，小暮たか子，小島順
子，後藤英子，小林睦美，小林千恵子，小林宏至，小林ふみ，小林文恵，小林和男，
駒形一子，駒口多恵子，古山幸八，斉藤陽子，斉藤冷子，斉藤玲子，斉藤幸子，齊
藤和子，坂田しず江，櫻井秀子，桜井千恵子，櫻井昌子，櫻井克宏，桜井章雄，佐
藤幸子，佐藤千恵子，佐藤和子，佐藤栄一，佐鳥安希子，佐野芳江，澤山啓子，静
野直穂，品川佳子，品田光司，四戸美由紀，篠原日出夫，篠原けさい，柴田さわ子，
柴田卓男，島智津子，島津のぶ子，清水浩子，清水千代子，清水忍，清水賢次，下
田繁，下田温子，下村僖佐子，白石陽一，城田真知子，杉田昭代，鈴木武男，須田
一枝，須藤光子，須藤八智代，関口うめ子，関口森次，関口たか子，高井妙子，高
浦キミエ，高木実，高草木伸高，高草木好美，髙田義正，高田実男，高田泰子，高
野恵子，髙橋由子，髙橋洋明，髙橋史子，髙橋もと江，滝澤弘，田口みどり，武井
春美，武井登志子，武井隆爾，竹内則子，竹澤清，田島智恵子，田島広士・恭子，
蘢見君枝，田辺しず子，田村征代，千明知恵，千葉澄江，千葉博子，塚越美恵子，
土屋君子，富樫紀代子，常盤富江，徳世由美子，都倉道子，登坂悦子，登坂たえ子，
外處太郎，都丸篤子，都丸順子，富岡ツネ子，富岡由紀子，冨澤治子，富澤照子，
鳥屋康夫，長井トシヱ，長井千津子，長尾まゆみ，中澤洋子，中沢幸，中澤悦子，
中嶋一枝，中島政江，中島千鶴子，長島ちえ子，長島英昭，長島元子，長島加代子，
中曽根美代子，中西妙子，中野良枝，中村美咲恵，中山初代，仁井芳江，西村妙子，
根津清子，野口文子，能登美津子，野村洋子，萩原百合美，萩原瑞枝，橋本イツ，
橋本百合子，橋本忍，長谷川静子，長谷川文雄，長谷川妙子，長谷部延子，鳩貝和
子，羽鳥和香子，羽廣勝美，林民子，林昭次，原栄子，原美雪，伴睦美，樋口勝子，
平岡千登里，平賀宏子，平形千枝子，平山陽子，広岡正子，廣岡鶴代，廣岡綾子，
福井直美，福島広子，福田ミエ，福原恵子，福室桂子，藤井博美，藤井久子，星野
昌男，星野敬子，細川正子，細矢三代子，堀内由利枝，堀内和義，堀江節子，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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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子，堀越典子，堀越正通，真下勝代，増田かず子，町田ぬい子，町田やす子，松
浦邦夫，松嶋絹江，松村敏子，松本敏子，黛多美子，黛多美子，丸橋みどり，丸山
恵，三澤三津子，三澤佳徳，水島つや子，三森辰子，宮崎典子，宮崎三枝子，宮下
かほる，村岡恵子，村田真由美，村田澄夫，村山ヨシ，茂木与七，森田登志江，門
前正，屋敷鈴枝，矢島淑江，矢島節子，矢代晴子，柳澤冨美江，栁沢藤江，山口律
子，山口眞佐子，山田リサ子，山田リサ子，山田智子，山田良子，山田知枝子，山
田良江，山中レイ子，山本素竹，山本まつ代，湯沢弘子，湯本尚子，横田桂子，横
山眞里・愛，吉岡義枝，吉川えり子，吉沢幸子，吉田美枝子，吉田笑子，吉田梅子，
米山和子，若月好子，鷲野澄雄，和田千代子，渡辺冨枝，伊勢崎市太極拳協会，高
崎太極拳舞遊会，高崎太極拳同好会，東琵会，東琵会，ニイハオ太極拳クラブ，ニ
イハオ太極拳クラブ，沼田太極拳クラブ東風の会，原市太極拳教室，松井田町太極
拳協会【館林市太極拳協会】赤坂君子，小堀フジ子，下山良子，鈴木恵美子，田口
眞知子，丹波厚子，増田隆子，松本昭子，目黒道子【前橋市富士見武術太極拳連盟】
糸井惠美子，佐藤節子，高橋美子，土谷利志恵，豊川世津代，永草朱実，中森浩太，
中森暁子，広嶋はる子，町田光代，山田光彦，渡辺赫
【埼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埼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埼玉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蓮田市太極拳協会】蓮田市太極拳協会協会員一
同【加須市太極拳連盟】水深会 水深会一同【川口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石川佐奈江，
工藤房枝，酒井恵子，武石英子，永瀬裕子，六角屋たか子，山﨑康子，太極拳環
CORONA，東川口太極拳【さいたま市太極拳連盟】大宮太極拳教室 麻木京子，
浅利信子，伊藤修，伊藤香苗，猪俣智，岩崎百合子，江尻貞暢，大西和子，菊地万
喜子，北原由美，北原和茂，小島ゆかり，佐瀬しず江，篠葉利子，城川紀子，鈴木
和夫，鈴木正子，鈴木雅世，須藤美知代，野沢昭雄，長谷川絹代，林紀子，林かよ
こ，深町登美子，深町宏光，福岡博子，本田武久，宮脇千恵子，矢澤勇 太極拳 “希”
井出純子，宇田川幸子，幸田光子，佐藤綾子，竹之内眞知子，松澤美和，山田一正，
吉田盛司【鶴ヶ島市武術太極拳連盟】足立雄一，荒木美緒，柏原三和子，小山喜代
子，坂本正子，志賀義雄，田中久夫，長谷部和子，花畠裕子，福島洋子，かろやか
太極拳クラブ，さわかや太極拳クラブ，太極拳サークル華，鶴ヶ島太極拳クラブ【東
京中国武術協会】相川清香，石川百合子，蓮実彰男，羽根田淳子【所沢市太極拳連
盟】新井とし子，香川栄美子，桑原ユミ子，小暮春野，田辺紀美子，松島敏代，松
村哲夫【滑川町太極拳連盟】有井ひとみ，有井道信【鳩山町武術太極拳連盟】井上
悦子，大宅利子，唐沢フサイ，木口政夫，木藤稔，小山喜代子，鹿野恵子，土屋重
和，藤井節子，宮本恵津子，太極拳友好協会鳩山教室，太極拳友好協会ひだまり【深
谷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新井竹男，伊藤智恵子，柴崎重雄，清水國夫，関口富吉，髙
田恵美子，髙橋節子，田尻裕洋，戸塚ハナ子，長岡典子，原口幸代，柳瀬純子【宮
代町太極拳連盟】赤坂精司，安斉洋子，飯田芳一，五十嵐美喜子，池田健次，石田
忠正，市川公子，井上隆子，井上敏夫，今村佐和子，江口芳則，太田幸子，大田雅
代，近江屋寿夫，岡田和子，岡村恒男，尾久いさ子，奥村明子，小田武，折原トミ，
加藤恵子，角野武司，兼平輝子，川田米子，北村一登，楠瀬良子，倉持隆，小森修
子，権藤順子，斉藤しげ子，佐藤嘉雄，佐藤章子，塩尻恵子，篠塚厚子，芝田清美，
柴山恒夫，嶋野薫，清水修，杉浦和子，杉田勝，鈴木正子，鈴木春美，鈴木宣平，
鈴木通夫，関根久子，舘勝子，田所敏雄，田中とも子，田村美佐子，鳥野ツヤ子，
長浜清子，中村可代江，中村純子，中村寿宗，中村由記，難波信之，花野井恵美子，
林栄治，林たか子，早見田鶴子，原口秀子，原田静江，原田守人，日向野君子，広
野敬三，船木和子，保住文男，細田明美，松浦泰子，松沢昭士，松田絹代，松本洋
子，三浦進，宮崎昌男，宮崎郁子，本橋晃代，矢坂さえ子，安富日登美，柳田雄次，
山上幾子，山越功造，山越利子，山崎勝美，山崎由美子，山中哲雄，山本佳子，横
手ふみ江，渡部扶美代，渡邉眞理子，えがお会，太気会30名，宮代太極拳彩の会，
宮代太極拳クラブ【和光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小池義則
【足立区武術太極拳連盟】青木カヤ，青山啓子，
東京都武術太極拳連盟 浅川佐代子，阿出川安子，阿部尚子，荒川祐子，
荒川イヨ，石鍋百合枝，石渡由紀枝，井関直子，市川桂子，伊東尚美，今井光子，
植竹恵美子，大垣和歌子，大崎栄子，大竹由美，大竹文秀，大竹史晃，大竹雅大，
大野正子，岡島紀子，岡野忠広，岡本勢倭江，加藤正明，加藤大地，鹿山富江，北
川君江，久我ヒロ子，久野真佐子，熊谷富美代，倉田喜美子，倉並義郎，倉並百合
子，栗原成，小尻夏子，小菅操，小山直子，佐藤弘子，篠敦子，篠原淑子，島﨑慶
子，島﨑慶子，白川和子，白川悠，末木徑子，鈴木米子，関谷利美，髙久郁子，高
橋りよこ，田口雅子，武井文子，但馬達郎，太刀川節子，谷崎弘尚，筒井美記世，
永井元子，長島幸子，仲野祐子，中村慶子，中山修子，成田ひとみ，新居田治彦，
浜崎健一，林恭子，原田えり子，深見重次郎，藤澤光子，布施幸子，松崎愛子，松
本幸雄，松山雅子，南方洋子，矢口保利枝，柳川由記子，山崎洋子，横川龍雄，𠮷
沢ユミ，渡辺昌彦 龍芳太極拳 会田美恵子，浅香三枝子，浅野恵子，安達順子，
阿部尚子，荒川イヨ，荒川祐子，荒川イヨ，伊佐敷睦子，石井澄江，石川日出子，
石川裕美，伊藤陽子，伊東尚美，岩井しげ子，大島美栄子，大竹由美，大竹文秀，
大竹史晃，大竹雅大，大竹真弓，大竹史晃，大竹雅大，岡部昌子，雄川和代，荻原
好，門脇圭悦，神尾美恵子，久我ヒロ子，倉田喜美子，小林礼子，小林英三，財津
芳子，斉藤昭子，齊藤富枝，清水家栄子，清水ミツヱ，白川悠，白川和子，白川悠，
杉本俊雄，鈴木米子，鈴木弘，関口妙子，関谷利美，曽根平，髙山宏，武井文子，
竹内圭子，多田紀子，田中孝子，千葉治，塚野由美子，筒井美記世，東海林やすこ，
内藤悦子，中山修子，中山修子，新居田治彦，西山純男，林愛弓，彦根和代，日野
三津子，平嘉保子，弘津由実，深見重次郎，房本とき子，北條美奈子，松坂孝子，
松澤信子，松山雅子，宮内敏子，村田輝子，森山かつ子，矢口保利枝，矢口保利枝，
柳川由記子，山﨑富美子，遊佐美佐子，横川龍雄，横山菊江，吉倉万起子，吉沢ユ
ミ，若生眞理子，渡部かつよ，渡辺昌彦【板橋区武術太極拳連盟】赤出三鈴，石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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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江，江頭登志子，大神紗都子，大澤宏吉，大澤京子，大沢洋子，大原満子，岡崎
悦子，岡野逸子，岡野勝彦，尾高喜美子，小野寺邦子，柿本順子，梶原美佐子，片
桐浩子，栗田喜代子，郡司道子，小山美智子，坂口雅子，佐藤久子，佐藤文子，佐
藤りつ子，島田郁子，志村国枝，菅野恵子，髙橋信子，高橋弘子，高柳かよ子，竹
田和子，冨重恭子，永塚恵子，中村千恵子，西山和歌子，野口末子，秤屋松子，橋
本節子，服部民子，平野潤子，藤井準子，藤井邦子，古田為一，星まき子，細田純
子，松井弥生，松田清枝，松村俊男，松村のぶ子，宮田敬子，向所トシ子，向山巌，
向山晶子，村松弘子，保川節子，吉田タヅヨ，渡辺明子，チャリティー講習会48名，
板橋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大田区武術太極拳連盟】亀田裕，齊藤寿代，佐久間大輔，
竹内玲子，玉城寿枝，新村太郎，麦玉子，林康代，平山裕士，福岡宏展，宮川律子，
山本徳子，防村恵子【品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池田和彦，石井晋助，河村南里，鈴
木いづみ，田島美代子，三代一美【世田谷区武術太極拳連盟】太極拳社 有村彰男，
石塚辰雄，牛田湛子，大貫節子，菊地須賀子，権田泳子，坂田圭子，姜馳，末永育
子，鈴木幸子，角田久仁子，中嶋和子，西田英代，新田好子，野口裕美子，野中千
穂里，松崎泰子，丸山五十鈴，宮崎厚子，宮本さと子，村田淑珠，森紀子，吉田千
歳，吉田恵美子，太極拳アカシア会30名，太極拳結15名，東深沢スポーツクラブ５
名，再見11名，木蘭10名，健身同好会15名【東京中国武術協会】相川清香，赤松純
子，阿部美佐子，安部俊子，荒川正泰，荒木田芳子，粟津淑子，猪狩明子，石川喜
美江，石橋冨美子，泉照江，板橋勇，市川和子，市川守春，伊藤公子，井上冨美子，
岩下靖子，岩月宣子，潮田強，潮田強，宇土富美子，宇野房恵，及川佳織，大城真
智子，大沢久子，太田邦子，大塚裕子，大山美智代，岡部紀子，奥泉千恵子，奥山
虎勇，奥山淑子，小野尚美，小村慶子，門屋節子，金久保和子，狩野雪代，上島和
子，唐沢純子，川田幸代，河村桂子，喜多絢子，木村佐枝子，後藤容子，小山瑠璃
子，斉藤千紗，酒井和子，櫻井勝實，佐藤えり子，佐藤昭子，清水一江，清水雅子，
代田光彦，鈴木久野，須永京子，諏訪田愛香，関岡ユリ，髙橋雅子，高日美代子，
高山守夫，高山恵靖子，瀧島忍，竹内澄子，武田芳子，武田久，武田幸子，谷川大，
谷本義，玉井協子，千葉千寿枝，鶴田亮子，寺島昌子，寺西道子，徳沢純子，富井
秀子，鳥海京子，中島眞砂子，中島景子，長島貞子，並木修一，西敏子，西川公子，
羽賀三枝子，畠山礼子，秦野暢夫，羽根田淳子，羽場永光，原田由希子，樋口和子，
福士賀壽惠，布施三保，二日市久美子，古谷美弥子，細野けい子，堀井克子，堀之
内俊江，前島恵子，増旭，松本暁子，松本紀代子，馬淵憲明，三井名洋，三島謙一，
水越初音，水谷淑子，宮川典子，宮本敦史，武藤喜己，武藤勝子，望月佐由里，矢
部俊一，八巻悟史，山岸洋子，山下美也子，山田恭之，山本香里，山本常子，横井
貴代子，横内園子，義永陽子【中野区太極拳協会】安部瀧江，荒井健，飯島来紫江，
井坂秋子，伊藤昶，岩田ゆかり，上田和子，梅田晶子，江南久美子，大木和子，大
越杏子，大島芳雄，太田陽久，太田まゆみ，太田啓子，大塚愛子，小川陽子，荻野
高正，奥山厚子，小野みや子，柿田比佐子，金子英夫，軽部勝子，木俣みはる，木
村美智子，窪田義行，久保田全彦，倉内美咲，古賀清美，小谷信子，後藤京子，小
西勝也，小林美佐子，小松大，小宮美代子，坂詰祥子，佐々木敬三，佐藤香，塩澤
雅美，柴田由佳子，島田奉正，島田幸子，杉山仭，鈴木保久，鈴木健一，鈴木聖也
美，関淑子，関清，関口洋子，関根雅子，高田とみ，高橋敏子，髙本美恵，高谷和
子，竹内省伍，谷本和惠，種村君江，筑紫諄子，長岡真由美，中沢猛，長島とよ子，
中村富子，中村登美男，中村由美子，埜﨑秀明，埜﨑都代子，昇喜久夫，野村貴和
子，橋本ふじ子，浜野和子，原静香，平出玲子，藤川マサ子，前原昌子，松谷りえ，
南嶋つる子，宮坂桂，宮下妃年，森口晴奈，森山洋子，山崎恵子，山仲紘子，山本
百起男，吉田豊明，四方田琴美，渡貫金造【西東京市太極拳連盟】天野洋子，石田
園江，石原武彦，伊藤由紀子，小川弘子，落合房子，河西三江，小杉千津子，酒井
和子，庄田昌代，白瀬昭子，白瀬有季子，菅原正則，関忠良，髙戸元子，野澤陽子，
藤元久美子，舩坂栄子，保谷京子，細井ツヤ子，本田ふみ代，松尾康史【日中太極
拳交流協會】井口房子，植松光子，小野打喬，金子幸代，鬼頭三枝子，ゲーリー葉
子，澤田憲一，瀬戸いくこ，髙野みどり，舘岡一子，田中ひろみ，宮本和子，本橋
ハツ枝，山崎美紀子，山下由利子，山本正子，山本富起子，山本絵美子，吉田千恵
子，渡辺孝子【日本花架拳学会】柿澤昭子，片岡まゆみ，國本恵津子，桑原由美，
高幸子，高橋ふさ，多田英仔，八戸恵美子，宗形佳織，弓削多真理，吉川昌代【八
王子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相島昌子，青山幸子，赤石富司，赤坂久子，秋丸康彦，秋
山和代，朝倉豊三郎，阿南京子，荒井幸子，石川久子，石沢洋，石田美旗，井上智
恵子，井本陽子，牛田明子，大久保実，大谷正樹，大場美保子，岡田洋子，岡田暸
子，小川統道，小川陽，貝嶋由美子，貝嶋康文，鹿島薫子，勝澤富貴，金子智子，
久保峯子，小林瞳，小林寛子，古俣俊男，小峰治子，小谷田節子，小山悦子，近藤
よし子，坂元叔子，佐木君子，笹野洋子，佐藤智恵子，志賀文代，宍戸玲子，島村
信夫，志村榮子，菅沼恵美子，鈴木万記子，関井良子，高取房江，髙橋賀須子，滝
島静江，谷市子，谷口礼子，近本桂子，筑間誠，土田白子，寺井啓子，常盤聖一，
豊泉悦子，虎見蔦子，中島久美子，中村久子，沼田忠，野吾紀子，橋本よし江，馬
場汪佳，早川明，早川順子，早川泉子，原島典子，久田洋子，菱山愛子，藤田弘子，
古川典子，古本純子，星野操，堀あつ子，本間久夫，牧敏忠，増岡美奈江，町田佳
子，松井由美子，松原八重子，溝内いく子，峰尾裕子，峯岸ミエ，村松芙美子，室
屋豊，毛利玲子，諸星圭子，山内まさ子，山崎敬子，山崎明子，山地久枝，由井久
子，渡辺里美【東村山市太極拳連盟】会沢敏子，縣輝昭，赤谷祥子，秋山宗江，浅
原博子，飯島和彦，飯野啓子，石井和子，今泉真貴恵，薄井和子，漆崎隆司，遠藤
民，大木佳子，小椋芙恵美，小田恵美子，折羽博行，梶山正博，加瀬美智子，角辻
雪子，川﨑友子，川崎泰世，切敷文子，黒川喜代子，鯉沼朋子，小山文子，小山孝
子，昆きぬ，斉藤敏枝，佐伯英子，佐藤房子，沢口和子，重田美智子，柴田操，清
水敬子，下川辺順子，社方啓子，杉本公代，杉山和代，須佐国子，鈴木愛子，鈴木
丸子，鈴木幸子，瀬尾和美，芹澤ヨシ子，相馬喜久子，武田克子，伊達由美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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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千江子，知見寺カツ子，帖佐圭子，土屋和代，土屋伃利子，常松尚，徳丸智子，
飛田佳子，中村光広，西賀子，西村せり子，沼田節子，橋本栄子，馬場若佳奈，早
瀬厚子，半藤精子，日沼享子，福田安子，福原美智子，藤田美枝子，堀勝江，村野
央子，森島美代子，安川光江，安武俊和，柳瀬正廣，山田ヒロ，山田幸子，渡辺直
子，渡辺和子 秋津 相山佳明，石田一枝，伊勢紀子，梅崎トモ子，河合圭子，清
水春江，菅原喜子，関根多三江，馬場弘子，町田せき江 笑みの会 音喜多富士子，
加藤範子，佐藤けい子，佐藤美知，菅沢雅夫，髙橋洋子，髙橋カヨ子，武野谷順子，
武部洋子，津田眞紀子，西條俊子，二宮陽子，濱村みき子，福島富美子，福田みつ
子，松田志津子，宮崎玲栄子，森チヨ，八木みさ子，吉田孝子 恩多いきいきサー
クル 伊藤美登子，遠藤かつ子，川名和子，木村隆子，佐藤泰史，佐藤尚美，篠原
菖子，嶋村美代子，田中晴美，出牛敦子，中川礼子，原口紀美子，伴ひろみ，堀敬
二 健身栄 阿部千恵子，今村静江，井村充子，太田ヒサコ，越智多惠子，小宮民
子，小山あや子，四方きみこ，園川恭子，田村さえ子，浜田澄子，藤永耀子，目黒
弘子，森美喜子，吉川和枝 さわやか 井上米子，金原芳子，小須田祥人，斉藤み
よい，須田洋子，辻村和子，西沢和子，前田勝子，森田久子，安武千賀子，矢幅孝
子，わくわく太極拳【武蔵野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木茂，梅林義貞，大城和子，金
田章義，佐藤恪，田中誠，田中靖二，古澤伸子，皆川法子，宮崎輝夫【港区武術太
極拳連盟】赤城久美子，池田靖枝，大島朔，久保田公美子，小泉邦子，諏訪節子，
知光薫，戸部信枝，林和子，安井いづみ，港太極拳の会【昭島市武術太極拳協会】
昭島市武術太極拳協会53名【江戸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江戸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
江戸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江戸川区武術太極拳連盟【渋谷区太極拳連盟】渋谷区太
極拳連盟会員一同【立川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紫陽花の会三鴨幸子，太極会苅田直治，
立川導引養生功の会後藤幸子，わか葉太極拳気功研究会上條喜久子【調布市武術太
極拳連盟】調布市武術太極拳連盟会員一同60名
【神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矢島孝一郎【神奈
神奈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事務局】飯島崇江【厚木市
太極拳協会】五十嵐美智子，石川イサ，井上ハル子，今江春枝，梅沢晃子，梅沢恒
世，大嶺美千代，柏木みどり，加藤久雄，菊島輝子，木村隆子，近藤安美，島崎圭
子，杉山貢脩，杉山トヨ子，谷口恵美子，長嶋八重子，長嶋博子，中村美和子，中
屋カツエ，中屋和子，中屋秀美，西沢茂子，橋本典子，福富扶二子，水越典子，宮
川富子，本舘笑与，山賀好子，悠々すこやか太極拳クラブ一同【綾瀬市太極拳協会】
藍澤玲子，青木艶子，青木艶子，青木陽子，秋山順子，朝倉章，天羽和美，新井信
太郎，荒井優子，荒木セキ，井川隆三，生田一美，池亀利江，石井喜代美，石橋泰
子，石橋知彦，石丸トミ子，板子千枝子，伊藤とし子，伊藤きぬ子，伊藤瑠璃子，
伊藤昭子，伊藤由枝，伊藤秀子，伊藤由利子，糸川三和子，上野房江，碓井陽子，
碓井洪司，大川治美，大木美佐子，大宅百合子，大月香，大西啓子，大貫恂，大名
郁三，大森紀，岡田洋子，岡上夏美，岡部秀子，岡本知佐江，荻田トシ子，奥津與
志子，小栗晴夫，小沢幸雄，大日方千枝子，小俣史子，加藤幸一，加藤祐喜子，加
藤節子，加藤昭，金沢敏子，金子邦子，金子道子，金田美代子，亀井美穂子，川島
奈緒美，川瀬加寿子，川瀬栄二郎，河野千栄子，河野千栄子，川畠八日子，川村明，
河村和江，神戸博，菊池孝子，菊池美幸，岸美知代，北村良作，北村孝子，木部充
代，木村津弥子，木村久美子，工藤八重子，工藤りつ子，栗栖眞由美，栗山恵子，
古塩久美子，小島勝子，小菅信子，後藤和恵，小林昭，小林文子，小林麗，小林數
吉，今ふき子，斉藤マチ子，斉藤文雄，斉藤マチ子，斉藤皓子，斉藤敦子，境田経
子，笹井茂子，佐々木稔子，佐藤美智子，佐藤信子，佐藤雪子，佐藤清子，佐藤久
枝，佐藤岩江，佐原京子，佐原京子，三溝康子，佐村マチ子，沢弘子，沢村照子，
篠原繁雄，篠原幸江，柴崎曄子，島田輝美子，首藤ハツ子，庄子ミキ子，白井節子，
白石すみ子，菅沼時子，菅原あや子，菅原和夫，菅原和夫，杉﨑君江，杉山久美子，
鈴木紘之，鈴木仁子，鈴木麗子，鈴木和子，鈴木早智子，鈴木智保子，鈴木トシ子，
鈴木晃，住本美恵子，副島八重子，副島郁江，袖山三夫，袖山恵美子，髙木光枝，
高島三千代，高野利達，高野善功，髙野國昭，髙橋早苗，髙橋ミエ子，高橋長，髙
橋喜久代，髙橋信男，滝澤末男，田口千代子，竹沢訓子，竹田厚子，竹中一夫，田
島百合子，田島正子，田中一二，田中直美，谷知瑞子，多辺田いつ子，附田克晃，
露木摩耶子，鶴飼良子，鶴田茂，徳原悦子，中澤さえ子，中島正孝，中西美樹，長
野日子，中村江，中村智子，中村林一，中森文雄，中山哲子，波島タイ子，奈良貞
子，西村初代，萩原若子，橋本節，長谷山美恵子，浜田恵子，早川桂子，早川桂子，
早川桂子，早川恵子，林明子，原稔子，飯田倖代，平出一美，平岡耕司，平岡耕司，
平岡渡米代，平賀ハル，平垣亜樹子，平田稔，平田博子，平林静枝，平山栄子，比
留川重雄，広瀬千恵子，広田信夫，広田真美枝，福島恵美子，福島邦顕，福島多喜
子，福住晃，福田禎子，藤井鶴江，藤田克介，藤原直子，古郡キヨ，古家智子，細
谷政江，堀内キミ，堀内三恵子，増田弘子，松澤典子，松本保子，三浦文子，見上
ふじ江，水沢静，湊政敏，湊幾久恵，三村方子，宮崎邦子，向山英子，武藤美枝，
村井昭子，村上ちひろ，百瀬朱美，森照子，森重悦子，森田俊子，森田マサ子，安
田和夫，安田八重子，泰山英紀，矢内悦子，矢吹美津子，山岸協子，山口淑美，山
口良月，山口敏子，山越孝子，山﨑ミサヲ，山城信亮，山田二子，山田彩子，山田
哲巳，豊敦子，横内可岳，横須賀靖子，横溝好子，横溝好子，力武恭子，我妻文子，
渡部育子，渡辺忠正【海老名市太極拳協会】相羽一夫，秋葉麻井子，秋山伸江，秋
山カツエ，明野英治，浅川幸子，芦萱敦子，足立原真由美，天野祥子，雨宮善子，
鮎沢きみ子，荒川美知子，五十畑悦子，池谷雄紀子，池永健雄，板谷末子，市川千
鶴子，伊從エミ子，岩田洋子，岩本一子，上田緑，宇佐美ヒカル，氏原克芳，臼井
良枝，宇津木美紀子，梅藤リツ子，梅藤リツ子，栄森綾子，海老名フミエ，遠藤章
子，遠藤美代子，及川岩雄，大越三代，太田幸四郎，大野八千代，大野宗利，大野
節子，大野アイ子，大畠綾枝，大原美子，大山赫子，岡崎滋子，岡田秀子，奥田江
ミ子，奥田江ミ子，長和子，落合けさえ，小野寺礼子，小幡千恵子，尾林ヤ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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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俣光子，尾山カツエ，柏木勢依子，片平キヨ，勝又照子，加藤正枝，加藤彰，加
藤文子，加藤祐喜子，門倉英子，金子昭子，川越晶代，河原紀子，川村久美子，菊
池りつ子，木塚清枝，橘川雅恵，木下勝也，木村治子，櫛田きみ恵，熊谷和子，熊
沢葉子，熊田サイ子，口分田富佐子，栗田静子，栗原弘希，栗原久美子，郡司悦子，
小堆智子，小泉一枝，国分則子，小島一子，後藤トシ子，小林宰子，小林和歌子，
小林希一，小松晴子，近藤寧子，雑賀美奈子，斉藤ヨシ子，坂本啓子，坂本洋子，佐々
木三千代，佐々木啓子，佐藤誠一，佐藤アツ，佐藤とも子，佐藤サキ，佐藤雪江，
佐原恵子，鮫島芳子，佐山友子，椎名覚恵，志賀トモ子，柴田久美子，渋谷秀子，
島井絵里子，志村千代，首藤みどり，庄田チエ子，白石弘子，白子幸子，鈴木加代
子，鈴木ヒロ子，鈴木春枝，鈴木宣治，角谷初代，瀬川節子，関実恵子，関口徹夫，
高橋香，髙橋あつ子，高橋節子，滝沢百合子，田口史子，竹内七美江，武野トモ，
田崎千代子，竪山二郎，竪山二郎，田中準三，谷岡洋子，谷村千恵子，谷山英子，
田原洋子，丹野喜美枝，塚原幸子，辻功，辻聡子，辻聰子，土屋房子，鶴田和江，
手塚紀子，手塚紀子，寺田真由美，富樫順子，門叶廣守，門叶孝子，門叶廣守，刀
根淑子，都丸ケイ子，外山雄三，鳥飼明美，永倉純子，中里安一，中澤裕子，中島
孝利，中島孝利，中島淑子，中谷美砂，永原孝子，中村広子，中村洋子，中脇照枝，
西谷芳子，根田正子，能上敏夫，野口ヤエ子，野田絢子，萩尾信敏，畑澤志津江，
濱邦子，林喜美枝，半田信子，樋口洋子，比屋根厚子，平井貢，平井文子，平畠久
江，福田京一，福田京一，福田和江，藤生のり子，藤田稔子，二見一郎，外村高，
星野元子，細田久子，堀口陽子，堀口順一郎，本多文子，前田栄子，前村まり代，
牧野美音子，舛田和子，松倉稔子，松倉稔子，松島康子，萬納佑平，三上ヒデ子，
水沢邦子，水野信行，三谷裕美子，宮台輝江，宮前アヤ子，村田志保，望月美恵子，
両角博，谷貝慶子，谷津田全子，柳田久子，矢野勝代，矢野知恵子，矢野勝代，矢
野正子，八牧礼子，山口良江，山口幸子，山口昌明，山崎ツル代，山下征行，山田
和子，山田英昭，山中恵美子，山本晃太郎，山本佳代，山本コト，山本悦子，横坂
美津子，横田雅子，吉川弘子，吉田良子，吉田克子，吉田真弓，吉原和子，脇春子，
和田百合子，和田百合子，和田百合子，渡辺陸奥彦，渡辺泰子，渡辺和枝，渡辺米
子，渡辺晴江，渡辺カツ子【神奈川県太極拳連盟】秋葉智子，秋山佐恭子，圷イツ
子，朝比奈豊子，阿部あさこ，阿部典夫，天野晃夫，新井まさこ，荒木信子，有岡
恵美子，飯島睦子，飯田節子，家村麗子，池端普治郎，伊澤嘉與子，伊澤孝章，石
井恵子，石川トシ，石田志満子，泉田たづよ，市川孝子，伊藤昌代，伊藤景子，井
上常子，井上かよこ，今井静子，今泉信昭，今村浄子，植村美代子，薄葉常雄，内
田靖江，梅田文子，浦野了英，宇留間トキ，江藤路子，遠藤美津子，大木昭子，大
須賀香身，太田伎伊子，大塚有子，大野栄子，大浜芙美子，岡田照子，荻原益子，
荻原理，小倉ツルヨ，尾林扶美子，小原匡子，海藤純子，影山靖子，梶田敏美，片
桐通彦，片山由美子，加藤京子，加藤喜美代，金箱国美，鎌田泰子，鴨志田千代子，
川口弘，河村信子，木井幸子，工藤麗子，久保恵子，倉本英子，倉本由紀子，毛塚
栄子，後藤志津恵，後藤芳春，後藤礼子，小林さわ，小松直保，小松充恵，小松万
里，小宮伸子，斉木優子，斉藤節子，斉藤あき，坂内一枝，坂口静子，坂本隆，崎
山陽子，佐藤菊枝，佐藤都生子，佐藤桂子，佐藤明子，佐藤倫子，佐野昭子，沢田
美津子，渋谷幹恵，新小田勝馬，菅原信夫，杉村智恵子，鈴木南美子，鈴木敬子，
鈴木眞美，鈴木浩次，鈴木久美子，鈴木アサ子，鈴木純子，関嘉代，関美智恵，関
根由美子，瀬下妙子，添川富子，髙清水礼子，高瀬啓子，高橋正，滝千代子，田口
靖子，田口邦雄，竹越澄江，武田恵美子，田島哲雄，田尻公子，立花裕子，田中恵
子，田中春子，田辺芳江，種村静子，玉川ちよ，田村静子，千葉聖子，千葉美智子，
帳衛紅，東郷俊一，遠山一子，富斌子，中澤佳子，中島一枝，長津ヒナ，中西清子，
永野佳子，中林幸枝，中村喜洋子，中村美津子，中村愛子，中山タカ子，中山純子，
中山純子，行木貞子，奈良岡貞治，野口時子，野尻雅省，野田節子，野村みつ，畑
野州一，林田康弘，原佳代子，平山けさ子，深野はるみ，深山長一，文屋幸子，宝
蔵寺佐知子，堀初恵，本田澄子，槙石秀子，松島敏子，松野摩耶子，松野文夫，松
本時子，松本幹夫，松山信子，丸山紀子，水上進，宮野ツエ，盛登美子，森下三枝
子，柳下信夫，八鍬礼子，安田紀子，柳田貴三江，山川すみ子，八巻節子，山田敬
子，山中優子，山部洋子，山本紀子，山本田鶴子，山本文子，山本美江，由利玲子，
横溝和子，吉川満子，吉川義夫，吉永妙子，米岡香代子，渡辺豊子，綿引宏子【神
奈川中国武術協会】阿部隆，荒木景子，石渡せつ子，石渡稔也，石渡栄，伊藤幸子，
植田純子，加藤静江，加藤甫美枝，金岡静江，河野けさみ，久保喜美子，篠田英子，
杉浦栄，鈴木玲子，関根章世，髙野始子，髙橋義昭，髙橋利子，立川とよ子，中村
香，野上容子，橋本香代子，長谷川緑，肥後充昭，古澤滋一，松本昌子，水野正子，
村田洋子，山浦洋子，矢本功【鎌倉市太極拳協会】明石真由子，秋元裕子，畔柳憲
子，天羽栄子，安藤節永，飯沼瑞子，井腰歳子，伊澤嘉與子，石井政子，和泉三恵
子，和泉正，市村マサ，伊藤なか，井上節子，入野裕江，植田盛造，遠藤紀文，大
河内君子，大川實，大竹玲子，大友久仁子，大橋英，岡田英雄，緒方かおる，岡部
道夫，奥村より子，小野菊子，小野むつみ，小野田康成，笠置貴子，片瀬仁美，片
山洋子，加藤治美，上山礼子，川根幸江，川又俊夫，川村眞佐子，菊地みどり，北
原淳子，木村淑子，清瀬紀子，倉本栄三，栗山八枝子，香野幸雄，甲原美千代，郡
山久子，児玉みどり，小林弘安，小松原健司，近藤静子，斉藤鉄夫，斉藤聖子，酒
井洋子，佐藤誠，佐藤美芽，佐藤武雄，佐野千依子，佐野三枝子，佐野英光，佐野
正江，志賀要二，設楽武久，柴田亜葉子，下重澄子，榛葉千景，杉村俊一，杉本賢，
鈴木和子，須藤友子，関元子，多賀井成美，髙橋公子，髙橋豊子，田村昌恵，千葉
ミヨ子，丁田忠行，津畑久子，土居千葉子，田路良光，田路幸子，匿名，戸倉信司，
富田みどり，冨矢久美子，内藤安子，長洲裕子，中根明美，永野為子，中村智子，
浪江八重子，新名俊雄，新名安喜子，西坂涼子，根津正明，野尻勝彦，橋谷淑子，
原勇，日比野久江，平方ミエ子，平野芳子，藤岡とし子，藤間孝雄，藤間道子，藤
原義行，細貝忠昭，細貝忠明，間下久美子，松井洋，丸橋洋子，丸山晃二，三角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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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野知恵子，御園生佳弥子，蓑島正弘，宮田フミ子，村上洋子，安田やよい，
柳瀬禎子，山崎和子，山中浩子，横山光子，吉原正宣，渡辺治子，渡利斉水，匿名
３名，大船太極拳クラブ，鎌倉市太極拳クラブ有志，鎌倉市太極拳心会，鎌倉市武
道館クラブ，鎌倉市ゆりかもめ拳好会，鎌倉市若宮太極拳クラブ，腰越太極拳同好
会，ささりんどう太極拳同好会，太極拳鎌倉同好会，太極拳すこやかクラブ，太極
拳だんかづら，太極拳・橅の会有志一同，太極拳・やすらぎクラブ【川崎市武術太
極拳協会】相田薫，浅野満喜子，浅野満喜子，安藤昇，井浦幸子，五十嵐ヤス子，
石井光子，一志洋子，井戸由紀子，伊藤眞理子，稲川清子，宇田国昭，内山明，遠
藤欣平，大谷八江子，大谷八江子，大谷八江子，大西フサヱ，岡本みや子，小川洋
子，小川洋子，荻原清子，金澤千鶴子，金沢盛夫，鎌田幸枝，亀谷匡紀，烏田安子，
北川郁子，喜多澤美枝，北村玲子，北村玲子，木下多佳子，栗畑雅任，栗畑勝子，
小島玉江，小林孝男，小林孝男，小宮正千子，小余塚隆之，嵯峨清子，佐瀬淑郎，
佐瀬淑郎，佐多三枝子，佐藤洋子，佐藤優子，佐藤洋子，清水美由紀，志村千恵子，
志村千恵子，菅原由紀，杉山桂子，助川敏一，助川敏一，鈴木ひろ子，須田和子，
須田純子，関根純一，瀬戸盛悦，瀬野静江，髙森成子，髙安廣，滝澤富士子，田口
忠男，田口洋子，武田鷹士，田中やす子，田中勝子，谷口美和子，津久井浩子，対
馬りま子，中野ナツ，中村和紀，二平百代子，布川三千代，沼澤史世，野口三郎，
野崎良子，服部康生，林勇二，林ミツ子，林文恵，日景正広，平田澄江，福島先子，
毒島ケイ子，本間美智子，前川マツ江，牧村愛子，牧村愛子，松本宏之，丸子紀子，
御厨英代，御厨英代，皆見忠弘，宮田シマ，邨山実，森尾敦子，守田初恵，森田麻
実，八木千恵子，矢向美知子，柳川真弓，柳川容子，山内道子，山内道子，山田猛，
山田則夫，吉成美千，若月裕子，渡辺百合子【港北太極拳協会】相澤満寿美，相田
光子，青木明美，赤木京子，秋本幸子，秋山和子，秋山恵美子，浅井和子，阿部佑
季，阿部保代，安倍紀江，阿部美恵，雨宮けい子，荒船憲子，安藤俊行，安藤明代，
飯嶋小夜子，飯田有紀，飯田きよみ，飯高操，家村麗子，五十嵐久美子，五十嵐登
美江，池上洋子，池田光雄，石﨑貴美子，石原くによ，磯貝芳男，磯貝多起子，板

谷知子，水谷裕圀，水野三三，水野道子，三田敏哉，三谷愃，道瀬雅子，三井喜男，
皆川桂子，峯崎清江，三宅洋子，宮田アイ子，宮本敬次郎，村井康彦，村田三郎，
村田圭子，村田三郎，村山佐，室孝幸，罍由香子，母袋姚，餅田喜代子，桃井順子，
森益子，森カヨ子，森富子，森茂子，森定英夫，森下惠，森山豊，森山利子，矢澤
宏枝，安田泰二，安田菊恵，矢野祥子，矢部勲男，山尾仲子，山尾仲子，山尾仲子，
山口尚子，山口和子，山口晢子，山口久美子，山崎和代，山下弘子，山下久子，山
田京子，山田八重子，山田博子，山中一枝，山根正煕，山本かよ子，山本満枝，山
本美穂子，由井英昭，湯村由実子，横井愛子，横溝躬智子，横溝豁吉，横山友子，
吉井孝悦，吉川わかゆ，𠮷國千恵子，吉田紀子，吉田準子，吉牟田正朗，吉村三女
子，米山孝子，凌眞弓，若月清彦，和久治子，涌田和子，和田和子，和田美代子，
渡辺道子，渡辺まり子，渡辺昭雄，渡辺菊子【瀬谷区太極拳協会】青木ひろみ，秋
本令代，秋本令代，浅井房子，浅田耕作，浅田耕作，麻野憲一，麻野黎子，厚木和
子，安部和寛，五十嵐月子，五十嵐康幸，五十嵐康幸，猪狩加津美，井澤あき江，
石井加代子，石田亮造，石田政子，石部恵子，石室明徳，伊藤宗子，井上忍，井上
八寿子，井上幸子，今井志ヅ子，岩田和枝，岩本忠，内木かず子，内山昌子，梅田
一好，海老原美代子，遠藤富礼，遠藤美佐子，大井俊夫，大井俊夫，大澤幸枝，太
田まさ子，太田まさ子，太田澄江，大星敏夫，大星祐子，小川訓江，小川幸子，小
川訓江，尾崎良子，落合元子，小野里久子，小野里久子，貝沼知子，海発陽次郎，
金丸喜代美，金子キヨ子，加納泰蔵，鎌倉史子，神浦和子，神長記代，神谷是孝，
鴨志田かね子，喜井綾子，岸美幸，北野弘子，北野弘子，工藤セツ，久保博子，久
保田朝子，久保田朝子，久保田モモ子，熊林道子，倉井シゲ子，黒澤秀夫，河野由
利子，後藤亮子，小林寿一，斉藤博，斉藤洋子，坂倉眞知子，相良たか子，桜庭煦
子，佐々木はつ江，佐々木征子，佐藤キイ子，佐藤美津子，佐藤勇夫，渋谷サチ子，
渋谷サチ子，渋谷サチ子，嶋田信幸，庄司澄江，白井良明，白井多恵子，白石滋子，
白石厚子，白岩和子，白岩和子，末永澄子，菅原晶子，杉本芳子，杉山恵美子，杉
山久子，杉山初子，鈴木紀子，鈴木みさ子，鈴木紀子，鈴木正弥，鈴木満枝，須田

垣正明，板垣淑江，一石裕子，市川敬夫，市川とよ子，市村洋子，伊藤眞知子，伊
藤秀美，稲津充子，稲葉千鶴子，井上ちず，今井勤，今井和子，今成暁美，岩城り
え子，岩城幸子，岩沢朋子，岩下幸吉，岩瀬葉子，岩永泉，岩本光代，岩本光代，
植木和子，上田美枝子，上原ヒサ子，植村啓保，内田昌子，梅沢正稔，梅津直子，
江川美江子，枝松栄，江原久子，大木友子，大久保弥太，大久保和子，大塩雅子，
大島教子，太田衛太，大谷富子，大西夏美，大橋里子，岡崎慶子，小笠原祥二，小
笠原陽子，岡田敬子，緒方梅子，岡原由美，岡原由美子，岡部好重，岡本ふじ恵，
岡本美和子，岡本哲，岡山悦子，小川雅子，小川まち子，小川雅子，荻原理，荻原
益子，小倉茂稔，長村弥須子，織田つよ子，小野サチ子，小野サチ子，小野澤節，
小野塚正之，小幡由美，小山田笑子，柿沼和子，蔭山マサ子，加古親馬，梶操，加
藤良子，加藤紀美江，加藤章子，加藤央子，金子多恵子，金子ミチル，鎌田啓子，
亀山キヨキ，苅部富代，河北笑子，菊地伸子，菊地優子，貴田竹造，北村由美子，
久保寺倶子，栗原恵美子，黒滝みち子，黒滝みち子，黒浜栄子，黒浜栄子，桑原民
雄，桑原靖子，小磯博正，小礒博正，小伊藤春子，河野慶子，古賀りえ子，小笹幸
子，小島敏男，古田島陽子，後藤朱美，小林和子，小林あおい，小林長治，小堀幸
子，小山政義，斉藤三智子，斉藤幸子，斉藤晴美，齊藤一彦，斉藤キミ子，斎藤稔
子，斎藤巳芳，酒井幸子，寒河江竹子，坂尾有一，坂尾有一，佐久間睦子，桜井矩
男，櫻井睦美，桜井宮子，佐々木ヨシ子，佐々木優子，佐々木久光，佐々木春美，佐々
木康雄，佐々木優子，佐治裕子，佐藤淳子，佐藤康子，佐藤鈴子，佐藤能容，佐藤
甲代子，佐藤美代子，佐藤能容，佐野由美子，佐野啓子，塩原さち子，塩原さち子，
志田茂子，篠崎隆子，篠原賢司，芝田朱美，柴田せつ子，島多潤，島多栄子，嶋田
延子，清水利信，清水君子，清水須磨子，清水隆幸，清水恵，志村典子，下高道江，
下山美明，下山勉，宿利清子，宿利清子，白倉昭江，新宮英子，新保哲子，新名節
子，菅沼左伎愛，菅野洋子，菅原美樹，杉田悦子，杉田悦子，杉本弘子，杉本賢治，
杉山廣子，鷲﨑富美子，鈴木千恵子，鈴木兼三，鈴木マツエ，鈴木雅子，鈴木春子，
鈴木美幸，鈴木敦子，鈴木隆夫，鈴木栄治，鈴木耐，須藤滋子，諏訪敦子，諏訪欣
也，清宮圭子，世戸繁男，芹沢恭子，副島正史，曽倉愛子，園田英子，園田愛子，
染谷早苗，染谷幸子，大丸明子，平郁子，平広司，平広司，平郁，髙久フミ，髙瀬
昭子，髙瀬一昌，髙田ふみ代，高橋美和子，滝口幸一，滝口幸枝，田熊新平，武田
寿賀子，竹本靖子，竹本靖子，田崎弘子，田崎道子，田尻公子，城トミ子，舘野佳
子，田名網止美子，田中裕子，田辺順子，谷内孝敬，谷田恵子，谷田静，谷村千枝
子，田原慶子，田丸政子，田港位具子，田山雅子，千田美和子，塚田裕子，筑紫栄
子，津野崎初江，津端加代子，鶴田真澄，手塚薫，寺内栄子，伝野ヒロ子，当麻勘
三郎，当麻妙子，富田隆，富田晴美，外山郷代，乕田直子，中弓子，永井信一，永
井穣，中川三千代，中越順子，中島千代子，永田せつ子，永塚よし江，中西弘子，
中沼マリ子，中野碧，中原律子，中村宏一，中村文子，中村千代子，中村敞，中村
俊子，中村宏一，中村ヒサ，中山あい子，西岡直子，西岡直子，西海明子，西嶋千
江子，西田誠子，丹羽正徳，布谷美穂，沼澤哲夫，根岸康子，根本公子，根本公子，
根本公子，野田啓子，野田尚子，橋田礼子，橋本久美子，橋本菊代，長谷久仁子，
長谷川カツ子，長谷川恵一，長谷川あや子，長谷川歌子，長谷川直江，長谷部秀花，
畠山俊子，畑野美佐枝，畑野敏子，八田二葉，初見薫，花岡久美子，浜田聡子，浜
中スミヱ，林洋二，林篤，林文子，早瀬永子，原田純子，春木輝美，春木一人，半
沢ルリ子，日吉エリ子，平尾育子，平栗昇，平林秋姫，蛭川伸枝，福島ヨシ子，福
原好，福間博美，福本敏子，藤井葉子，藤井礼子，藤井道夫，藤崎ヒロ子，藤城美
根子，藤田チズ，藤本瑞穂，藤本照子，藤本照子，藤本恵津子，藤森志保，細野淳
子，細野優子，堀田明照，堀勇，堀江恭次，本城益子，真板照代，牧野英子，牧野
マサ，益子恵子，増田冨久江，松浦望，松尾初江，松﨑雅則，松永紀代，松永信子，
松本毅，松本ひろみ，真鍋信幸，眞鍋信幸，眞鍋信幸，丸山茂美，三浦冨貴代，水

喜一，須山女，漱尾忠誠，関川榮子，髙尾みち子，高島伸子，髙杉八重子，高野福
子，髙橋栄子，髙橋栄子，高橋昭代，髙山絹子，多紀澄江，瀧原幸代，瀧本弘子，
田口忠男，田口芙美，竹中ミヨ，田代よう子，田代美恵，館岡千栄子，館岡千栄子，
谷内公美，谷内政夫，谷村恭一，玉栄敬一，千野成，堤教子，堤教子，坪野文子，
坪野文子，露木美智子，冨田幸，冨田洋子，内貴泰子，内貴泰子，内貴泰子，中島
純子，中村操子，中村操子，中村紀元，中山敏子，名古千育，名古千育，奈須良子，
夏苅明美，新畑和之，西川眞智子，西山康雄，二宮恵美，庭山勝子，沼田宏子，能
登宥愿，場崎邦彦，挾谷ハル子，長谷川あつみ，長谷川友子，浜﨑フク子，浜田さ
だ子，早川愛子，林久子，原功，原功，原田泰亘，久岡雅見，廣田眞徳，藤澤正義，
堀野享佑，堀野享佑，堀野信子，本間隆子，本望哲男，前野晴男，末永紀美江，松
尾清美，松田真由美，松橋さだ子，丸山きみ江，丸山弘子，丸山静子，三神愛子，
三上八重子，宮崎祥子，宮本智司，宮本由美，三好智子，森下寿美子，矢島美代子，
柳川礼子，矢吹久子，山口邱子，山口しげみ，山﨑京子，山本とし子，余川勝二，
横内恭子，横濱悦子，𠮷田昌子，吉田健二，若林泰代，渡辺勢子【東京中国武術協
会】安部幸代，池川明，石黒紀子，岩貞ちく子，卯木寛子，小野尚美，笠井智子，
加納三千代，熊野由里加，佐藤稔，鈴木美奈子，滝沢和子，武市恵美子，竹内澄子，
太刀川博，田中弘子，千葉敦子，束田雅子，遠山花子，長瀬陽子，中原容子，丹羽
完子，根本理子，浜智恵子，三橋軍司，三橋玉恵，南山光男，森山都，サークル結
（ＹＯＩ）一同【日中武術交流協会神奈川県支部】内海一恵，大岩湶，櫻井悠樹【平
塚市太極拳協会】相原とみ子，相原智枝美，青木秀子，青木文代，青木浩美，青島
ひろ子，秋澤京子，秋葉幸子，秋山せつ子，秋山典子，秋山健二，秋山ヨシ，浅井
喜美子，朝木公子，芦川順子，足立文子，阿部八重子，阿部常子，阿部一枝，綾部
秀子，新井シマ子，荒場勢津子，有木伸一，安藤みな子，安藤冷子，安藤里子，安
藤喜久，安藤千鶴子，飯田朝美，生亀朱美，池田宏子，池田千代，池田登美子，石
井ひろ子，石井恵子，石井知代子，石川流理子，石黒範子，石田寿子，石塚恭子，
石塚愛子，石塚加代子，磯西節子，伊丹智恵子，一瀬浩，一瀬郷子，糸由美子，井
戸晶子，伊藤曾代子，伊藤慶子，今井文子，入ケ町緑，上野智子，植松イツ子，臼
井敏子，臼井広美，臼見かづ江，内海幸子，内田ヤエ子，内田玉恵，内村幸子，内
山榮子，上嶋典子，江藤紀子，榎本丈泰，江原ヤエ子，遠藤三津子，大内宏江，大
久保とし江，大鹿知子，大塚ツヤ，大友久仁子，大西節子，大沼順子，大沼文子，
大沼文子，大庭弘子，大宮政子，大宮太郎，大脇純平，大脇洋子，岡玲子，小川加
代子，小椋八重子，尾崎一彦，長田昭子，小澤育子，小沢和子，小沢理智子，越智
アイ子，落合春江，落合裕子，小野昭子，尾上ふさ代，小野澤恒子，小畑あさ子，
小幡敏雄，笠原ヨシ子，楫信子，梶本美穂子，粕田幸子，片倉清光，片倉絹江，加
藤美佐恵，加藤喜久子，加藤清，加藤美佐恵，金子記与子，金子政一，金子好子，
金子美津枝，金田ヒデ子，狩野幸子，甲弘子，鏑木伊三雄，鏑木昌江，鎌田光男，
釜田徹，神尾鈴代，亀田稔，川口智子，川島純子，菅家かをる，菅家かをる，北野
美代子，北野しげ子，北村喜代子，吉川敬子，木下みつき，木村崇夫，木村光子，
木村弥生，清田京子，桐山ゆみ子，朽木和枝，工藤祥子，功刀正子，久保寺里江，
倉持美紀子，黒川好三，黒川一栄，小池吉三，小熊久美子，越地佐知子，小島充子，
小清水節子，後藤睦子，小早川則子，小林みゆき，小堀弘子，小宮和子，小室七子，
小森俊子，小山伸子，近藤由美子，齋藤紀美子，斉藤みゆき，斎藤襟子，酒井俊幸，
境真由美，酒井久美子，坂爪美智恵，坂元あや子，佐久間かおる，櫻井優子，左近
勇，佐々木玲子，佐々木祐子，佐々木明子，佐藤健二，佐藤節子，佐藤静子，佐藤
三津子，佐藤恵津子，佐藤美子，佐藤勝広，佐野さち子，柴本こずゑ，清水高義，
下川瑞枝，下川林造，下田紗紀子，下村均，勝治裕子，東海林みさ江，白井久子，
新川恵子，新藤喜代子，新藤喜代子，神保秋子，菅原いし子，杉浦恵子，杉田孝子，
杉山照代，杉山俊子，杉山フサ子，杉山美枝子，鈴木喜代美，鈴木直子，鈴木清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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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位，鈴木恵美子，鈴木千賀子，鈴木初江，鈴木寿子，鈴木令子，須藤えみこ，
須藤昌信，清田京子，関口進，関根奈津子，関野久子，世古口美枝，添田孝子，曽
我タエ子，外山美恵子，髙倉千造，高梨典子，高梨由希子，髙橋久江，高橋泰子，
高橋幸子，高橋節子，高橋栄子，高原悦子，竹内智昭，竹内暁子，竹澤義規，竹下
雅通，武末範子，竹中よし，竹中知津子，舘山加代子，田中利夫，田中満寿美，田
中勝男，谷口秀子，玉谷志津子，田村和枝，多村紀美江，丹野武，丹野フサ枝，千
葉陽子，千葉陽子，塚本芳雄，辻野淳子，角川町子，長井紀子，永井夕美子，中島
マサ子，中嶋恵美子，中島マサ子，永田道子，中戸川美津子，中村幸子，中村君江，
中村昇，中山晃彦，中山明弘，成田福子，鳴澤幸子，成瀬真理，二郷富美子，西田
美壽子，西山公子，西山二三夫，西山けい子，二宮義彦，二宮きみ江，二宮英子，
二宮祐子，野田一恵，野中シサ子，萩原義人，萩原恵美子，橋本恵美子，橋本節子，
長谷川克己，畑洋子，畠山真弓，服部美代子，花上裕子，早川静江，張ケ代尚治，
日野悦子，日比野久江，深川裕子，深沢正江，福川早美，福田美苗子，福地時江，
福永玲子，福間幸世，藤井美智子，藤田勝弘，藤田民子，藤谷俊子，藤村博子，藤
本由美子，古市幸代，古家万弘，古家才子，星河伸子，細川和子，細谷ケイ子，細
山きぬ，穂積早苗，堀内恵美子，前田明子，前田キヌ子，前田明子，増田順子，升
水茂雄，松井和子，松生早苗，松尾綾子，松下サユミ，松永憲子，松山栄子，真間
陽子，丸山明美，三浦ななえ，水田千代子，満玉洋子，三田加代，三次洋子，南川
悦子，蓑島早苗，蓑島早苗，宮川いく子，宮崎待子，宮澤敦子，宮澤寛，宮下順子，
村上芙美子，望月等，籾山衣江，森照夫，森本裕子，森本愛子，守谷みどり，守谷
みどり，諸星マリ子，門間美津江，柳川喜久江，柳澤わか，山口正芳，山口日登美，
山口拓也，山﨑圭司，山崎照枝，山崎功枝，山下順子，山本のぶ子，山本美智子，
山本文子，山本英子，遊馬美和子，横山八千代，吉井陽子，吉田とし子，吉田友彦，
吉村勝子，吉山英子，渡辺圭子，渡辺律子【無拳無意・湘南会】赤堀潤，芥川啓子，
朝日晃代，東靖司，石井淳子，石和節子，伊東ミナヨ，伊東通子，伊東美恵，伊東
すゑ子，伊東ちゑ子，岩崎秀吉，岩田良枝，江浦泰子，大沢かの子，大塚律子，大
野敬子，大平純子，岡田静乃，長田一子，粕谷知子，木下幸子，木村文雄，雲村美
智子，神山常盤，斉藤照代，佐藤ワキ子，佐藤紀美江，志村勉，杉本豊美，関村信
行，髙木冨美子，高橋教子，竹井康子，田島千恵子，寺田暢子，手老雅子，東家キ
クヨ，外山雅子，長島初枝，仲村渉，仲村由紀，名倉洋子，沼尻咲子，萩坂たけ子，
長谷川紀子，長谷川英夫，樋口武，平井永子，平澤鶴枝，平野幸枝，深野木寿美子，
古川訓弘，前原好子，真崎稚江，南絢子，棟形文美，罍菊江，森野麗子，守谷みき
子，安井久恵，吉沢新名【大和市太極拳協会】葵敏子，青木富江，荒巻美智子，安
西喜恵，池田貢，石神美保子，石川由美子，石倉貞子，石田アサ，伊藤ケイコ，伊
藤栄子，井原ヨシ子，今福文子，今村泰子，岩崎紀代子，碓井仁子，大井俊夫，大
内武夫，大熊祥訓，荻窪弘子，荻堂光子，尾崎木伃子，小野良彦，小原洋子，葛西
妙子，笠岡かほる，笠原敬三，片岡春樹，勝田めぐみ，桂田健克，桂田慶子，加藤
美智子，金井逸郎，金内智子，木谷紀子，木村明子，木村貞子，熊谷京子，熊野敬
子，倉田留美子，黒澤美智子，桑原邦子，向後久子，江目照子，小林のぶ子，斉藤
節子，齋藤英子，齋藤慶子，斉藤君子，酒井ゆかり，相良忠義，酒向怜司，酒向孝
子，佐々木千津子，佐々和男，佐藤琢，佐藤良江，佐藤明，芝原悦子，清水義，清
水正子，清水佳代，庄司節子，清野孝子，関根栄二，曽根幸彦，高鳥淹子，高橋清
子，高柳健二，竹口節子，武南和子，田崎君子，田代弘子，田中国雄，谷合麻里絵，
垂石文恵，丹野敏子，東城文子，徳永美智子，徳村康雄，中尾朋之，新野昭子，根
岸洋子，野村みゆき，長谷川文夫，長谷川章子，濱由紀子，半田信子，平丸芳枝，
平本スエ子，比留川うた，広岡恵子，廣瀬神吉朗，深石厚子，星芳子，堀内美知子，
本多ミツ子，真壁芳子，増茂寿子，三浦雅子，三石孝子，宮﨑千恵，宮下澄子，村
上せつ子，村上憲一，森岡まゆみ，山崎キヨ，山本律子，山本二三夫，横地紀子，
吉田サチ子，吉田健太郎，渡辺亜紀【横須賀市太極拳協会】石崎広子，漆原光之，
金井正一，川後芙美子，木村忠昭，鈴木信郎，鈴木純子，高木正美，鶴田健次郎，
間みち子，迫智子，服部邦子，原田英子，牧島功，矢部忠男，山口道夫，吉島忠彦，
吉田則子，協会役員及び会員有志一同【横浜市太極拳協会】横浜市太極拳協会
【市川円友会】青柳和仁，青柳好美，遠藤栄子，
山梨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中沢七枝，渡辺宮子【昭和太極拳】有賀つね子，
井口昭一，石井愛子，伊藤芳子，小松幸子，坂田美恵子，清水ふみか，角田洋美，
西川友子，橋本富美恵，福島きみ江，ペルヘルゼフ伊々悟理，保坂この枝【とよと
み太極拳】井上，大森とし子，岡田貴央，荻原美世子，小俣敏子，窪田弘枝，窪田
よし子，窪田恵子，桑原美智子，河野修，河野敏江，小林勝之，斉田美咲，島田康
子，清水さつき，志村光章，新藤弘子，関口恵子，竹内てる枝，田中花子，丹沢初
音，土橋多賀子，中川仁美，深沢久恵，深沢勝士，福田志津子，星野啓子，薬袋文
子，宮川芳美，村上美智子，本澤知美，山口和恵，渡辺多か子【中楯太極拳】浅利
紀子，跡部喜久枝，鮎川達，鮎川喜代子，有泉ゆきみ，石原ふじ子，井出利江，伊
藤八重次，井上好江，岩井紀子，上田君江，海野ミハル，大原かず江，小原恒子，
笠井照子，金丸豊子，鎌田トミ子，川口直栄，川口恵美子，輿石その江，小林靖子，
小林享子，小山忠，佐野昌子，佐野登喜代，志村千枝美，鈴木富美子，須藤雅宏，
関千鶴子，髙野さち子，田中理々，田中弓月，土橋孝子，内藤栄子，中沢恵美子，
中楯悟，名雪由利子，野中孝子，橋本満寿美，望月輝雄，望月貴美子，依田千賀子，
依田恵子，若林一富美，若林美津江，渡辺敦子，渡辺ちよ，渡辺陽子，渡辺敏夫
白州支部 荒井睦子，上田陽子，加藤勲，金子孝幸，小林直子，田熊芳子，中和史，
名取ヒロ子，埴原春美，馬場忠海，伏見久美子，山本桂子，渡辺さつき【撫子太極
拳】広瀬悦子【南アルプス太極拳】青柳美惠子，秋山早苗，厚芝雄二，石川良子，
大久保初子，河西千秋，加藤明美，金山知恵子，北浦正義，河野明子，小林信之，
四條千恵子，清水秀子，清水明美，清水久美子，須田一，須田浩子，髙野秀美，常
盤公代，戸栗主税，中澤弘香，畠山典子，原美知子，深沢良治，松野貞子，丸山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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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子【八ヶ岳太極拳】浅川保代，浅川茂子，新井正夫，新井千晶，井花みち代，井
花清，大石和代，大塚厚子，尾﨑よね子，小尾春枝，河鰭幸子，久保田和彦，久保
田昌子，高坂忠行，相良一彦，佐々木真理子，清水さゆり，霜下勝子，玉井豊子，
津金孝子，永井佳久，永井萬喜子，中島和男，中島民子，中村祝子，西澤蘭子，埴
原春美，橋本佐智子，長谷川光男，伴敏子，古澤和子，細川たかみ，向井知恵子，
吉津南海子，和田宏
【新潟県武術太極拳連盟】相波洋子，青山恵美子，
青山健男，朝川鴻子，浅野則子，旭美知，阿部允
子，新井麻子，新井麻子，荒井美佐子，有本悦子，安澤公子，安藤瑞恵，飯岡八重，
飯田萬里子，飯塚和子，五十嵐章子，五十嵐章子，五十嵐ゆうこ，池建夫，池上則
子，池亀直美，石井直，石川啓美子，石﨑千惠子，石塚一以，石塚若伸，石田信子，
泉智慶，泉ひとみ，五十田美智，井田信子，市橋カズイ，伊藤栄子，伊藤美知子，
井上タケ子，猪川一枝，今井忠太郎，今井正子，今井正子，今泉孝，入沢輝夫，岩
佐礼子，岩佐宏雄，岩佐禮子，岩嶋通子，岩橋正代，植木人美，上杉佐紀子，上原
としゐ，上原田紀子，上原としゐ，宇佐美永子，臼杵洋，内田和子，内山テル，内
山雅博，梅田キネ，遠藤正康，大石ヨシエ，大久保美恵子，大熊宏子，大越洋子，
大関ナツ子，大田節子，大滝節子，大竹マツイ，大沼紀子，大葉光恵，大村トシ子，
岡邦子，岡田としい，岡村英夫，小川聰子，小熊セツ子，小黒富美，小澤文子，尾
島一雄，小田泰子，落合秀子，小沼静代，小柳スミ，小柳登美，小柳三千子，小柳
実，笠井栄子，笠原房子，笠輪睦美，加瀬淑子，片岡道子，片桐ミイ子，加藤その，
加藤廣，加藤美紗子，金谷稔，金子千恵子，金巻遊右子，椛沢二三子，神主隆子，
上村和枝，河合真理也，川上陽子，川崎良子，川原聖司，岸弘道，北村恵美子，木
滑和子，木ノ瀬芳江，木村澄江，木村正弘，久住富士子，工藤キヨ，熊谷玲子，栗
林恭子，栗林直子，黒木由紀子，黒滝弘子，小池直美，古泉裕子，小出敏子，小出
和子，小坂篤子，小島貞子，小島玲子，小杉和子，兒玉眞理子，児玉敦子，兒玉眞
理子，古藤美津子，後藤瑞恵，後藤友子，後藤瑞恵，小林久美子，小林敏男，小林
登美子，小林正人，小林美加子，小林淑子，小林芳彦，小林美知子，小日向松子，
小松美佐子，小山陽子，古山ノブ，斉藤紹代，斉藤トミ子，坂井征一郎，酒井尚子，
坂井由信，坂上道一，榊原弘己，笹川玲子，佐々木武，佐藤小百合，佐藤順子，佐
藤俊明，佐藤則子，佐藤ふみよ，佐藤康雄，佐藤良子，真田セイ，真田敦子，澤田
美子，三宮ツエ子，椎井茂子，椎井茂子，塩崎千恵子，品田稔，柴野シサ，下澤美
幸，菅木早子，菅原恵美子，鈴木啓子，鈴木啓子，鈴木民代，鈴木ひとみ，須田ヨ
シ子，角谷憲子，瀬賀亮子，瀬賀亮子，瀬戸淳子，仙裕子，曽根正弘，高尾さよ子，
髙岡テイ，髙口和則，髙嶋咲子，高野ケイ子，高野敏昭，高野由紀子，高橋ルイ，
髙橋英子，髙橋恵美子，高橋貞行，高橋千恵子，高橋典子，高橋美恵子，高橋瑞江，
高橋ミチル，高橋ルイ，高橋敏夫，髙村一幸，高山勝，滝沢貞司，滝波𠀋夫，田口
道子，竹内悦子，竹内和夫，武田美雪，竹之内結子，竹本志恵，田下とう子，橘吉
雄，田中信行，田中弘，田中文代，田中文代，谷敏代，玉木一子，田村京，田村ユ
キ，崔椿仙，知野勢津子，知野恵子，長牧子，土田公一，東條和子，徳田紀子，栃
倉千枝子，富井美代，富岡朝子，友正慧，友正慧，外山真智代，外山チヨ子，豊島
利夫，鳥島せい子，長井昌子，永桶のぶ子，中川絹子，中川多津子，中川ヨシエ，
中沢紀代美，長沢エツ，長澤清次，中林修，中村順子，中村吉伸，中村恵美，中村
秋美，中村恵美，中村健太，中村多美子，中村日出美，中村祐子，中村秋美，中村
奈津子，中山正栄，夏目侊子，鍋谷幸恵，西潟ヤイ，西巻珠美，西方恵子，野口啓
子，野崎一雄，野崎八千代，野澤十治，野澤マツ，羽賀俊明，長谷川綾子，長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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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い，服部美恵子，花田恵，羽生蓮子，林聡美，原敏子，坂内房子，樋浦慎介，樋
口幸子，平出桃子，平田治美，平林千江子，広澤みさ子，廣田美代子，深澤朋子，
藤田国男，藤田マチ子，藤村泰造，藤村陽子，古井照代，星裕子，星啓子，星野照
雄，星野紀子，星野恵美子，堀内紀雄，堀内三枝子，本間明美，本間栄子，本間ト
ミ，本間桂子，松井久子，松井久子，松井芳雄，松沢君子，松田宏子，松原芙佐子，
松本陽子，松屋のり子，丸岡智子，丸山亮子，丸山雄，丸山時子，丸山雄，三浦富
美江，三島小代子，水沢久司，水沢芳枝，水吉栄子，皆川康子，箕輪帝武仁，宮尾
佐登子，宮尾宙尚，宮尾陽等，宮崎宗吉，宮嶋加津也，室賀紀子，森玲子，森澤和
子，森田三郎，森山淳一，森山渉，諸橋雪江，門馬光代，八木玲子，山岸フサ子，
山口いづみ，山口勝巳，山口和起，山崎偉生，山崎寛太，山崎丞，山崎初枝，山崎
尚夫，山田貫司，山田弘子，山中ひとみ，山宮励子，山本幸，古川容子，横堀洋子，
横村綾子，吉川恵子，吉田功，吉田チイ，吉田功，吉田さち子，吉田チイ，吉田博，
吉田さち子，吉野弘容，吉村富子，米山十四子，若林ミヤイ，若山イチ，和気実津
子，和田弥生，渡辺貞樹，渡辺千恵子，渡辺秋夫，渡辺裕美子，渡邉和子，渡辺賢
周，渡辺久子，渡辺文子，渡邊美枝，渡辺もと江，渡邉安子，渡辺裕美子，渡辺洋
子，小針太極拳同好会一同，新潟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有志一同【礎拳友会】伊勢亀範
子，酒井千恵子，鈴木雅子，鈴木勇，橘吉雄，長沢エツ，星野紀子【亀田太極拳ク
ラブ】池田庄作，太田健一，澁谷龍生，高橋早苗，山﨑京子【加茂太極拳協会】浅
野美保子，有本悦子，有本玲子，飯岡八重，五十嵐千津子，石田ルリ子，石附和子，
井上恵子，今井正子，今井幸夫，今川登美，入江セキ，大関ナツ子，大橋眞優美，
大森進，小栁キヱ，小柳スミ，小柳登美，小柳廣子，金谷稔，金子雅子，神主隆子，
栢森サダイ，栢森茂昌，草野一栄，工藤キヨ，久保修，窪田秀夫，栗賀理恵，桑原
恵子，小嶋和江，小杉和子，牛膓恵子，牛膓松雄，小林リツ，斎藤忠雄，笹川千穂
子，笹川朋子，佐藤千鶴子，佐藤ふみよ，佐藤ヨミ子，佐野民子，茂野一二三，志
田紀見子，島田ハルイ，高野サチ子，高野祥子，高橋いつ子，高橋悦，高橋登，高
橋マサ，高橋美恵子，滝沢貞司，竹石伊美子，田中和子，田村サチ，坪谷綾子，坪
谷ひろ子，時田洋子，長崎均，中沢貞子，中山正栄，林八千代，藤田マチ子，船久
保麻子，古川澄子，本多卓，本望フサ子，本間一郎，本間和子，本間光子，本間ム
ツ，本間ヨネ，丸山サチ子，皆川雅子，皆川三枝，村田福治，目黒祐子，森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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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山淳一，諸橋雪江，山本幸，吉崎英喜，若狭葉子，涌井潔，涌井文江，渡辺郁子，
渡辺和子，加茂太極拳協会【黒埼LoVE拳】小柳三千子【拳友会】雨池清美，石津
ユミ子，稲泉京子，大野小夜子，笹川伊都子，品田時枝，鈴木昭子，鈴木まゆみ，
高橋郁子，橋本幸子，福元美枝，藤村美和，保苅淑子，堀川善子，村山元子，吉川
ヨシ，渡部タズ【サークルフレンズ拳好会】市村光子，上野和子，大谷美枝子，木
村雪子，髙橋徳子，田中栄子，中村栄子，松田裕子，丸山トシエ，山田常子，渡辺
ミツ子，渡邉豊子【坂井輪太極拳教室】朝川鴻子，天野堯司，石塚芳信，今井正子，
大島とめ子，小黒富美，長田紀子，風間法子，川島みなみ，小林達也，小林芳彦，
小林恵子，牛坊裕，坂井幸男，坂井征一郎，佐藤圭子，佐野千鶴子，椎谷喜美代，
鈴木昭夫，仙ゆう子，高田敏明，田沢恵子，田中早苗，作道惠江，鳥島せい子，長
井昌子，中川暁子，長倉紀美，中沢サチ子，中戸光子，中村百合子，鍋潟武士，坂
内房子，広沢みさ子，笛木寿美子，細野公子，堀内三枝子，本田幸子，水沢久司，
水沢芳江，水沢啓子，村上信男，森洋，門馬光代，山田栄子，山田弘子，結城幸子，
横堀洋子，横村綾子，横山孝弘，吉川ヨシ，渡辺卓【三条太極拳協会】荒井キイ，
五十嵐洋子，石川啓美子，貝津雅美，金子鉄石，椛沢二三子，小林トミ子，坂井俊
典，住吉晴美，関田義雄，竹之内春代，田中秋雄，長崎秀美，中野清江，中山健一，
西山吉之助，安田直美，山崎律，若林美枝子，渡辺千鶴子，三条太極拳協会【三和
太極拳協会】岩﨑隆夫，内山あい子，内山静子，内山悦子，大嶋悦子，尾崎久美子，
片田きみえ，釜塚法子，小池君子，小出孝子，小菅一雄，小山英津子，斎藤光子，
佐藤孝，祝部礼子，白砂道子，妹尾恵子，高倉久夫，竹田イソ子，冨塚輝子，豊田
アイ子，西條きよみ，野崎薫，服部悦子，藤縄アサノ，松井和代，茂原節子，柳澤
ヨシ子，柳澤レイ子，山﨑直子，横田文代，涌井健男，渡辺優子，渡辺千代子，渡
辺ひろみ，渡辺みえ子【上越市太極拳協会】浅野則子，石田しげみ，石塚昭一，市
川栄，伊藤浩文，猪川一枝，今田輝子，植木茂，大場一紘，大湊和子，岡本芳子，
尾島一雄，小田春一，笠原博，笠原房子，金丸武，金子一郎，城所伸行，小林煕，
斎藤昭夫，渋木美江子，髙嶋咲子，髙橋成子，髙山初美，竹内和子，田中ウメ，田
村ユキ，塚野幸子，登坂裕子，土肥ヨシ子，冨永京子，西川照子，林清美，平井美
知子，廣木けい子，古川紀子，馬嶋正治，馬嶋みわ子，町田佳司，湊三千恵，宮崎
愛子，宮下育子【太友会】青野美智子，飯塚和子，育野三津子，五十田美智子，磯
部雪江，岩佐宏雄，岩橋正代，笠井泰，後藤ミネ，小松美佐子，小山照子，斎藤洋
子，斉藤紹代，佐々木美知子，佐野和子，鈴木陽子，砂山利子，高橋ミチル，髙橋
千恵子，中村和江，長谷川京子，羽生司朗，丸山小夜子，水野美和子，渡辺文子，
太友会【田上町太極拳愛好会】金谷稔，金谷光子，小山ムツ，斉藤勲，斉藤忠雄，
斉藤チヨ，林義郎，村田福治，吉田栄子，渡辺久美子【燕太極拳協会】青柳宏子，
石田早苗，岡部ユキ，佐藤美也子，添原千佳子，高橋ムツ，田中恵美子，仁木孝子，
深海せつ子，藤井淳子，本間富貴子，丸山睦子，村山奉美，本宮和子【長岡太極拳
協会】相波洋子，青木久美子，東カホル，安達香，安達かず，飯島優子，五十嵐ゆ
うこ，泉ひとみ，植木輝美，恩田清次，片桐ミイ子，木賀カヅ子，国島ユミ，郷隆，
小林美加子，小林俊二，小師孝子，佐藤スミ江，清水サチ，白井美智子，関谷ミサ
ヲ，高野由起子，高橋美恵子，高山江里子，滝沢栄子，竹内三郎，竹内清治，橘美
津江，棚橋千恵子，土田ヨシ子，燕富枝，中村祐子，中村幸子，野村洋三，長谷川
和子，林文枝，広井仙一，穂苅保子，保坂玲子，星野春美，星野久美子，堀川峯子，
堀澤佑子，村本令子，村山静江，谷内田久美，山崎裕子，山田正，山本柳理子，渡
辺英子【飛燕太極拳協会】荒木進，磴邦子，伊藤アサ子，大岩巖，加藤文江，斎藤
忠雄，高山正己，飛燕太極拳協会【分水太極拳協会】松井芳雄，分水太極拳協会【物
見山太極拳サークル】飯島操，池田良，加藤ナガ，栗山伸子，坂上道一，佐久間忠
雄，佐藤アツ子，高見哲，髙見ヨシ子，髙山勝，樋口幸子，堀節子，松原春代，松
山政文，和田弥生【悠悠拳の会】五十嵐泰子，岡村英夫，落合信子，小野律，小林
信子，酒井貞子，佐藤康雄，渋谷修身，髙崎クミ子，田邊基，土田郁子，長谷川笑
子，藤井京子，本間節子，宮崎恵子，室賀紀子，安井忠子，山口節子，涌井登省子
【上新栄町太極拳クラブ】上新栄町太極拳クラブ【湖南太極拳クラブ】湖南太極拳
クラブ【寄居拳友会】寄居拳友会
【飯田太極拳健高会】今村裕子，加藤町子，門松
長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美登里，上沢勝恵，唐沢三保子，川尻博己，河原
敦子，木下和子，久保田巧，古賀満里子，小塩里美，小林友子，小山昌子，斉藤静
子，榊原久美子，笹川昭子，下井志保子，髙橋秋子，田口久美子，長坂京子，中島
まゆみ，中塚とき，成宮三枝子，野口和男，林二一，原好美，原ひろ美，樋口静恵，
牧内歌子，丸山きみ，三沢陽子，三石弘子，峰美晴，宮下美菜子，矢崎弘子，山川
幸代，横田千景【桜木会】浅野稠子，宇都宮三律子，大島佳子，金井春子，北島佳
恵，北村百合子，小林まつ代，桜井啓司，霜鳥小菊，菅田敏夫，髙橋恵理，滝沢繁
樹，竹内春代，玉川まゆみ，徳武陽子，冨澤喜雄，中村純一，泰正子，松永宏樹，
宮沢房子，森泉あや子，矢島洋子，山嵜茜，山﨑ちよ子，横尾浩美，和田謙一【さ
わやか太極拳】相沢つた子，相澤民子，会津和子，青木りう子，赤塚英子，秋元里
美，朝輪永子，東井仁子，跡部治子，安部享子，阿部亜純，阿部勝子，荒木夏葉，
相沢千代子，池田美奈子，池田信子，池田昭子，生駒美枝，石黒智恵子，石坂清子，
石田倫子，市川松子，一由修子，伊藤啓子，伊藤浩子，岩田けさ子，岩田えい子，
上野マリ子，臼井絢子，内山豊子，江崎律子，大内秀子，大川暁子，大久保恵美子，
大澤美重子，岡澤貴子，岡村律子，岡村文子，小河原繁子，荻原澄江，長田かく子，
小田切とみ江，尾沼千嘉，小幡房子，大日方久子，大日方千恵子，笠井恵美子，風
間光子，春日澄枝，加藤きよい，金井咲木子，鎌田禮子，上條広子，河口高子，岸
美紀，北沢知子，北沢芳子，北村睦子，北村きみよ，北村教子，北村留美子，北村
光子，杵渕由美子，木下久子，木村俊夫，木村かづ江，久保光彦，窪田靖子，久保
田あき子，久保田求女，久保田芳子，倉島桃子，倉島利子，倉島明一，倉島洋子，
倉島恵伊子，栗田まつゐ，小池正子，小池真知子，小池直子，小池米子，小泉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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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志げ子，小出清幸，河野光子，小林靜子，小林ふぢ子，小林節子，小林理恵，
小林仁子，小林正江，小林浩子，小林由紀，小林啓子，小林博子，小林幸子，小松
トキ子，小松敏子，小松正雄，駒村立子，五味正親，五味妙子，小山盛男，小山茂
子，小山トミ子，小山德榮，近藤いつ子，近藤章江，斉藤美恵子，斉藤周子，酒井
けさの，坂田藤子，笹井ふき子，笹原涼子，重倉絢子，篠原良子，篠原昌子，島崎
あさ，清水宏子，清水明美，下条二三江，下条友子，下平繁子，白川栄子，白澤ち
よ子，杉田久子，杉村やよ江，鈴木兼子，鈴木けい子，春原しのぶ，諏訪部吉枝，
関森浩子，関屋栄子，相馬豊美，祖山ユリ子，髙木辰子，高沢文子，高橋節子，竹
内文子，竹内とき子，竹内千恵子，田中房子，田中喜代子，田中菊美，田中厚子，
田中甲一，田中敬子，田中貞子，田中純子，田畑澄子，玉井千恵子，玉井恵美子，
樽井正江，千葉栄子，塚田玲子，塚田恵美子，塚田嘉子，塚田榮治，塚田玲子，塚
田政代，土屋なつ，手塚滋子，寺沢友子，寺島知代子，寺嶋加代子，寺島紘四郎，
寺西隆，寺西隆，照川幸子，伝田ひろ江，徳永百合子，轟文子，冨澤陽子，冨澤陽
子，外谷憲子，戸谷幸恵，外谷憲子，鳥居妙子，長﨑雪枝，中澤真子，中沢かよ子，
中澤久子，中沢芳子，中澤富子，中沢芳子，中島隆子，中島秀明，中野希伃子，中
村憲子，中村きわ子，中村正彦，名取さつき，成田菊代，成田りう子，仁科笑子，
韮崎邦子，根來みち子，野澤法子，野村智子，萩原正子，橋田フミエ，畑山さく子，
八町悦子，八町寿子，花岡房江，羽生田廣子，羽生田廣子，羽生田寿子，浜宮子，
早川和子，早川和子，原田静子，原山秀子，樋口幸美，樋口賀子，平井早苗，広田
ゆかり，深瀬洋子，福島すま子，藤井恵美子，藤村登美子，藤森徳子，藤森きよ子，
堀内雅子，堀込二沙子，本多麗子，前澤正子，曲尾きく，曲尾きく，松岡泰弘，松
岡圭子，松岡泰弘，松木寛子，松坂智恵子，松橋静江，松橋正子，松本忠雄，松本
紀子，松本静江，松山保則，丸尾瓔子，丸山宏子，丸山芳子，丸山玲子，丸山佐代
子，三沢功，峯村圭子，峯村貞子，峯本久江，宮入房子，宮内眞理子，宮川みえ子，
宮川仁子，宮坂和子，宮崎政子，宮澤節子，宮澤芳江，宮澤由起子，宮沢真知，宮
澤ふみ子，宮下秀子，宮下圭子，宮下自子，宮島とよみ，宮林弓子，村上洋子，村
上友美，村田美佐子，室井冨美代，柳沢礼子，柳沢礼子，山上幸子，山岸和子，山
口操，山口和子，山口清子，山﨑千恵子，山崎幸夫，山田恵美子，山田元江，山田
道代，山本阿弥子，山本ミエ子，湯田坂則子，湯本一枝，吉池歌子，吉川聖栄子，
吉澤万里子，吉田公子，吉原美枝子，吉村眞由美，米倉正子，若槻敏子，若槻靜子，
若槻士郎，鷲沢真紀子，和田ミドリ，和田芳子，和田もと子，和田由紀，渡部愛子，
渡辺昌子，渡辺純子，渡辺初美【塩尻武術太極拳同好会】青木茂登枝，赤羽達郎，
石野公子，伊藤和子，伊藤菜穂子，岩井実枝，大柴照子，太田縁子，大和則子，岡
本和子，小野豊子，折橋玲子，上條みのる，北川美鈴，窪田米子，黒沢弘子，小林
久子，小林昭子，小松さよ子，斎藤千恵子，三枝啓子，澤本咲幸，重野蓉子，清水
みつ江，住吉すみ，髙島悦子，高山富実子，田中信栄，坪田はつき，手塚あさ子，
手塚千寿子，中島良子，永田美穂，永原清美，那須野二三子，西島恵美子，野村ゆ
か里，野村奈緒美，野村衣代，橋詰妙子，花岡三咲，藤田洋子，二木昭七，降籏君
江，古畑きみ子，保髙春子，前田利江，増塩むつみ，町田安子，松尾二二子，松下
恒子，宮田久代，百瀬友恵，百瀬由子，森満寿子，森佳代子，柳澤咲江，山口智恵，
山崎哲郎，山崎政子，山田恵子，横山厚子，米山孝子，米山和子【信州太極拳・気
功協会】池上道子，礒尾モニカ，牛丸明美，内田理江，樫平竜一郎，唐木美つい，
北沢緑，北原秀子，小林芙美子，斉藤康子，清水昭子，須藤秀雄，曽根原かづ子，
竹内みつよ，田中道子，遠山美幸，中村時子，根津由美，野沢清美，橋爪よし子，
林恵美，原雪枝，藤沢まゆみ，藤野あやみ，松沢和恵，三澤清美，三沢岩視，三沢
貴子，矢澤泰子，米山さち子【千曲武術太極拳連盟】小出義宗【茅野太極拳協会】
伊藤きみ子，伊藤美智子，笠原一代，片岡泰子，北原ますみ，斉藤貴子，清水千代
江，清水秀子，竹内のり子，竹村せう子，津金勝，内藤エイ子，西尾忍【道海会】
佐藤光代，竹内長子，中村明子，茂木佐代子，山岸孝子【松本武術太極拳連盟】青
木みち子，赤沢美寿々，赤沢淳子，縣民子，赤羽京子，赤羽利子，赤広まり子，朝
倉さち子，新井ひろこ，有賀友子，井口久子，井口ひろ子，井口美代子，石森早苗，
伊藤昭代，伊東和代，伊藤きく江，岩上千代，岩原静枝，岩原和江，岩淵多紀子，
上兼薫，上田千登子，植野和子，牛木弓子，臼井五子，宇野さかえ，梅村公子，大
川まゆみ，大久保良一，大久保二三子，太田澄子，太田勝子，大谷直江，大月百枝，
大月頼子，大野トミ子，大野瑞穂，大厩多美子，大山比佐子，大和為子，大和禎子，
小笠原智満子，岡本幸恵，小澤登茂子，小澤正秀，小澤絹子，帯刀芳子，笠井満子，
春日信子，金井よしみ，金井節子，金子和子，加納温子，上條喜代子，刈間征八郎，
川井ノリコ，神田林順子，北澤秀幸，北原篤，木村明代，清澤純子，清沢厚美，久
根下貴美子，久根下キヱ子，窪田久子，久保田禮子，倉田君子，倉田君子，黒河内
啓子，桑原嘉志子，小池敏雄，小池好子，小岩井浄子，小林よし子，小林由紀子，
小林幸子，小松きく，佐久間元子，佐藤愛子，佐藤美恵子，猿橋茂子，澤田広子，
沢田靖子，下腰恵美子，庄司美幸，菅沼由子，須澤てるみ，鈴木京子，鈴木淳子，
鈴木由美子，須藤隆子，寿時洋子，角南光代，角綾子，曽根原陽子，田内節子，髙
梨きみ江，髙野洋子，高橋淳子，髙橋泉水，高橋裕子，竹内貴子，竹内龍子，竹倉
公子，竹村昭子，田中節子，谷川典子，塚田孝子，角田さゑ子，津留芳子，手塚幸
子，寺村絢，殿内千津子，中嶋ひろ子，長瀬勝美，長瀬のり子，中曽根康夫，中田
和子，中田絢子，永原道子，中村政子，中村勝代，中村由美，中谷悦子，西片律子，
西田公代，西山幸子，羽生山芳子，野口和水，野澤圭子，野澤冨貴，野田琴江，萩
原和子，萩原敏子，花岡重子，花岡千代枝，花岡和子，馬場スミ子，浜知恵子，濱
野好子，早田愛子，平田淑子，平林亮子，平林継雄，深澤昌彦，福島美智子，福田
道子，藤岡芳子，藤沢けさみ，藤村すみ子，藤原京子，藤原しず子，二木公代，布
野英子，布野節子，降旗正三，降幡里子，降幡房子，細田美知子，細田春美，細田
淑江，増田富多子，松井千恵子，松尾五十鈴，松下要子，松田かず子，松田れい子，
松田いく子，丸山しづ江，丸山ふみ子，丸山朝子，丸山美代子，丸山龍子，三浦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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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三沢加代子，水島美伃，宮崎智恵子，宮沢美和子，宮澤澄子，宮澤静枝，宮
田元子，三代澤美智子，三代沢しず子，村山じつ子，村山花子，甕登美，百瀬久美
子，百瀬公江，百瀬二三子，森田とよ子，矢嶋靖子，柳沢晴美，柳沢けさ子，柳沢
多栄子，柳原鈴子，山下美恵子，山田恭子，山中かおり，若狭ため代，渡部倶子【箕
輪伊北太極拳】遠藤寿子，中谷宣子，溝口洋子，向山初美，百瀬洋介【上田太極拳
フレンズ】太極拳愛好会，太極拳クラブ，太極拳グループ，太極拳月曜会，東築地
太極拳愛好会，南天太極拳グループ【上田武術太極拳協会】上田武術太極拳協会【太
極拳佐久星の会】太極拳佐久星の会【松本太極拳交流会】松本太極拳交流会
【高岡市太極拳倶楽部】高岡市太極拳倶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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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灘町太極拳協会】夷藤紀代子，西田妙子，西
田文明，野里葉子，野里万里子，能登敏弘，渡辺
博子【加賀市太極拳協会】池田美智子，鍛冶一恵，河合礼子，黒田久美恵，鈴木志
保，中園久美，山田照子，米口礼子【金沢市太極拳協会】東恵美子，安達好美，井
関昌子，磯貝順子，板谷昌子，今村敦代，井村志麻，岩井たき子，岩田久子，梅沢
他美子，大沢外喜子，岡島雅子，岡本正，奥名洋明，奥村より子，長田文子，角山
敬子，金城陽子，上嶋ミイ，川岸紀子，川口茂良，川西徹郎，河村玉子，菊田順子，
菊知明美，木田美江，鬼原末子，木村保子，陸恵美，國枝寿代，倉元外美，黒崎増
子，小酒睦子，斉藤南穂子，酒井由美子，坂口志津子，坂田毅，坂野輝子，酒本美
季子，澤洋子，品川享子，清水啓紀，新保信子，神保佳世子，鈴木恵子，砂原和子，
髙木洋子，高林節子，田上庸子，高村暁代，高山妙子，竹田幸恵，田畑三枝子，玉
置トシ，長生節子，出崎倭矢，DEFAGO XAVIER，徳成のぶこ，豊田とよ子，中
川澄子，中川すなお，中田五十鈴，永田行代，中谷征子，長野文子，中村幸子，野
村ゆみ，橋本道子，濱出由利子，春田尋美，福岡晁子，福田英子，淵本智佐子，前
田照代，松井妙子，松井ひとみ，松本順子，松本外美，宮嵜正子，宮本幸代，村上
美智子，村本博子，安野明，薮田美樹子，山岸外喜子，山田孝子，山本良子，山本
美保子，山本明子，横井信子，横地奈津子，横山美津子，横山須美子，吉田満喜子，
吉田京子，吉野明代，米沢治子 新竪クラブ 石原黎子，泉佑子，伊東ひとみ，上
田和子，奥田明子，北野博美，小神利恵，新保トキコ，菅波清子，中嶋節子，西村
美千子，野村浩子，林道子，疋田富子，平野外志子，平松えつ子，広瀬満理子，藤
川ヨシエ，丸岡喜代子，蜜田蓉子，宮本廸子，森本重雄，矢野みどり，山田倭子，
吉田俊子，吉村正子，若林節子【かほく市太極拳協会】碓井和成，岡田孝，北井克
彦，香林美智子，小村和明，坂井正靭，白江和美，砂山和夫，高崎志津子，高崎多
枝子，津田洋子，中島とみ子，南幸子，宮崎孝子，山下恵美子，山本義行，山本貞
枝，渡辺郁代【小松市太極拳協会】秋野道子，阿戸妙子，荒木博子，飯田一美，五
十里雅弘，池上秀美，石黒百合子，石﨑政子，石田雅子，石高小夜子，石当陽子，
石宮成子，今森淑子，上田裕子，大壁ふみ子，太田美智子，太田由香，大西紀子，
大野富枝，奥素八子，小口亜矢子，角すみえ，加納和歌子，上口令子，神谷恭子，
川絹江，川岸園子，川田外茂子，神田広子，北井一美，北村明美，北村玲子，檞幸
子，蔵清美，小路谷章代，小嶋信子，西東乙女，坂下恵美子，崎田昌代，佐々井友
治，沢田千津子，沢田由起子，地井紀子，柴田登志子，嶋浪子，清水順子，清水章
江，城野敬子，城野大運，助田初枝，関岡明子，曽我博子，田井明美，大丸英子，
高井照美，髙嶋秀樹，高筒育美，滝川玲子，竹田ちよ子，多田真，舘和子，田中顕
子，田中礼子，谷川紀子，谷村恵津子，谷本恭子，中條賢一，中條智子，土田由美
子，堤朋子，寺中知子，寺西裕美子，道券紀美恵，富山英子，戸谷きみ子，中木戸
弘子，中敷眞理子，永島栄美子，中谷良子，中谷志津恵，中出明美，中出せつ子，
中野志津子，長野志津子，永見千佳子，中村洋子，中山とも子，中山恵子，難波和
子，西和枝，西井紀子，西出すみ子，橋美由紀，橋爪園子，橋本朱己，橋本秀子，
橋本捷子，長谷川里美，原田静江，番所みどり，東明子，東由起子，東元信子，久
田志津子，日野裕，日野隆子，福岡他美子，藤元久美子，藤森容史子，二木豊子，
二木久江，部谷美紀，堀百合子，本多美代子，本田昌代，本田勝子，前野静子，牧
田勝美，正木文恵，升井佐登美，松岡典子，松下悦子，松本健，真鍋悦子，宮村文
子，村田朝子，元雄順子，森田良子，山口洋子，山崎八千子，山田玉枝，山田由美
子，山中末子，山道康子，湯野眞知子，米田吉哲 念仏林 川上綾子，工藤紀美子，
坂井ミドリ，角野昌子，高辻聡，高辻千恵子，長井博子，堀口正美 雅 石本みえ
子，太田広子，香川三千子，川岸節子，雲井美好，蔵富美枝，杉浦静子，髙橋美佐
子，長井茂子，中田カズ子，西川外茂子，西本洋子，東恵美子，松崎和代【七尾市
太極拳協会】荒光みどり，梅木英子，勝木都子，小浦澄枝，小林宏子，小林惠弥，
小山清津子，小山幸子，坂本ちづる，坂本むつ子，新出スミ子，高野菊枝，谷芙佐
子，土屋末子，殿垣内妙子，中村久照，中村悦子，西村真由美，萩野春美，林幸一，
林栄子，半澤咲子，藤元外茂子，宮田正子，宮森喜代江，山崎啓子，山本みち子【野々
市町太極拳協会】天内喜子，石原誠志朗，板垣あい子，上田洋子，大額孝子，押野
槇子，数馬行子，桐山靜子，源田葉子，小畠治恵，坂井菅子，庄田利江，高桑芳恵，
髙野晃，竹内誠，富田美八子，中川喜栄子，中嶋和子，新沢悦子，野村祥子，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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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子，松井則義，松原八重子，松室朱美，松本昌子，森田逸子【羽咋市武術太極拳】
協会青山洋子，池上洋子，池田久美子，石崎加都代，石原郁子，井上由起子，今村
正江，浦岡公子，大垣内昭子，岡田きみ江，紙田美奈子，菊田弘子，菊田茂，小林
由紀美，小又浩子，四蔵道子，末吉啓子，杉本みちよ，髙木泉，高瀬幸子，高村正
一，竹内とよ子，竹松仁美，竹本豊美，寺井智美，戸ヶ崎幸美，鳥越一美，鳥越一
美，中川秀子，中谷文恵，西智栄子，狭間勝美，橋本美由紀，橋本貴子，橋本弘美，
橋本千里，浜崎みのり，林禎子，東加奈子，疋島清保，平野久晴，福島明信，福田
友枝，福田信子，藤井静子，堀田和子，本田和子，本間祥子，松田静枝，三谷宗久，
三井淳子，南むつみ，三原マサ子，元藤操，森下敏子，山田紀子，横畑千加子，吉
野保夫，米沢えみ子，若狭絹代

（第3種郵便物認可）No.264

【福井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大西義幸，福井県武術
太極拳連盟【越前市武術太極拳協会】稲総一，稲
洋子，井美雅人，上坂清子，釜田亜希子，小林礼治，広田貴美江，広中ユキエ，古
木ひとし，松村進，松山隆，三ツ本，村上ちづ子，村中文子，和田恵子【霞】市橋
弘幸，市橋節子，恩地百合子，北川八千代，鈴木邦子，土蔵千恵子，樋田明美，村
田美代子，山川和子，山口仁美【鯖江太極拳クラブ】市橋節子，市橋弘幸【朋の会】
大橋博之，大橋早苗，小畑明美，吉長修，吉長澄子【ナイスリバー】石川武子，上
野善光，上野やよえ，佐々木洋子，杣ツヤ子，髙島澄子，平中壽夫【福井市武術太
極拳協会】乾喜美子，岩崎朋代，右原まゆみ，大久保啓子，大宮千景，小野あけみ，
葛野はるみ，倉田久美子，小林登美子，坂井小百合，佐々木喜代子，佐藤陽子，志
田勝治，志田真季子，柴田洋子，大道幸枝，髙原みゆき，塚谷浩美，中島哲郎，仲
谷光司，藤井省三，藤田浩江，古市弘美，水谷二三枝，水野順次郎，山田時三，吉
田裕一，分野忍
【静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静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静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函南町武術太極拳連盟】飯島英子，伊藤恵二，伊
藤幸枝，植木靖子，梅田千恵美，太田みどり，大塚幸代，梶原清子，佐藤千恵子，
塩田美子，杉﨑美智子，杉山喜久美，土屋笑子，西山恵子，西山緑，野木のぶゑ，
野口元子，早川寿美恵，廣田香奈子，藤澤郁夫，触沢タイ子，山崎悦子【御殿場市
武術太極拳連盟】明石なる代，飯川大介，稲村弘美，岩本淳也，遠藤成子，大川太
一，春日井弥生，勝又公子，勝又禮子，鎌田華織，辛嶋露子，熊田弥生，小松広美，
小松登志子，小宮山京子，齋能幸子，住田由美江，瀬戸正子，髙村京子，谷門進士，
千葉啓子，友澤利香，長橋千代子，中山朋子，廣瀬春恵，廣瀬比佐乃，星野ひろみ，
前田香織，真野規似子，峰田静子，薮田美代子，山仲妙子，若原清子，渡辺美千代，
渡辺洋子，朝陽会，一色教室，カトレア，金曜会，ゲオフィットネス富士，秋桜，
御殿場市総合太極拳協会，スイートピー，スマイル，たいきょく会，中郷館同好会，
永原気功太極拳，永原太極拳クラブ，二枚橋教室，萩原教室，朋友会，リボンの会
太極拳倶楽部【静岡県中国武術協会】青木幸子，青木登志江，秋山幸子，浅井美恵
子，新井利枝，荒木真佐代，有本道子，安藤桂子，飯田静子，池田照子，石井和子，
石川裕久，石川浩美，石川初枝，石川勝子，石川成美，石川洋子，石田富美子，石
原由里子，磯やよい，板橋信行，市川雄彦，市川陽子，市川浩子，市野晴美，井出
田康子，伊東裕子，伊奈ます枝，今関美春，今関みどり，伊山千恵子，岩﨑より子，
岩田喜江，植松エリザベス，宇佐美越子，内田美智代，内田嘉剛，浦田しづゑ，遠
藤陽子，遠藤陽子，大嶽美千代，大塚辰子，岡崎那江，岡本良子，岡本睦子，小川
薫，荻島徳子，荻島幸枝，奥野そよ子，小熊道子，小野地久美子，角田富士美，河
西和子，樫村ゆかり，勝又洋子，勝呂桂子，勝呂桂子，加藤孝司，金子昭雄，鎌倉
かおる，神尾貴美恵，萱沼美智子，木村弘美，清原誠子，桐山賢信，桐山千尋，桐
山夏帆，桐山賢龍，工藤勝秋，久保田直江，黒木節子，小池さえ子，後藤知子，小
林史江，近藤陽子，齋藤幸恵，斉藤まり子，櫻本節子，佐藤しずえ，佐藤與志子，
佐藤栄子，佐藤和子，佐藤眞澄，佐藤美和子，里見一二三，佐野己代子，佐野房子，
澁谷博明，嶋田郁子，島津則子，庄司千津子，白砂美和子，杉崎佳子，杉山しづゑ，
杉山かず子，鈴木みどり，鈴木文子，鈴木南海子，鈴木勇，鈴木和子，鈴木百合子，
鈴木八千代，鈴木孝昌，須原珠江，瀬川久美子，髙田喜久代，高橋あつ子，滝和枝，
竹内孝之，田坂雅子，田中恵子，田中寿恵子，谷末子，玉田早百合，田村妙子，土
田トシイ，土屋浩子，坪井洋子，坪内陽子，内藤芳子，長尾みち子，中川恵美子，
中島陽子，中島郁江，中村精子，中村文子，西岡まゆみ，西川明生，西島みゆき，
二村光子，沼田久子，野田みつ子，野田啓子，野中裕子，橋本久米博，原とみ子，
樋川昌枝，日比谷京子，蛭海勝美，蛭海増枝，廣澤陽子，藤江浩子，藤澤満子，藤
本富三子，藤本靖子，星亘，星早苗，増田廣子，松井正子，三須路子，村上希和子，
村瀬清子，村瀬清子，室伏龍真，目加田明子，持田浩昭，持田葉子，望月一求，望
月佐知子，森貴美子，森崎静子，八ツ橋純子，山口峯代，山崎富美子，山田洋子，
山本悦子，吉岡登，若神子美知子，渡辺宏丞，渡辺富子，函南気功一同，清水町水
曜教室，中国武術用品夏龍，沼津武術教室【静岡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山久代，浅
野理恵子，浅場美智子，天野敏江，有田龍一，池ヶ谷恵美子，石垣昭夫，石ヶ谷鈴
江，石川泰子，石川雅子，石黒桂子，石月美江，石橋純子，井出美奈子，伊藤志げ
の，稲葉ルリ子，井上豊子，今井知鶴子，岩窪陽子，岩本悦子，岩本光平，上山和
江，宇佐美友子，梅島佳子，浦田みさ江，漆畑八郎，漆畑七郎，漆畑七郎，海野里
美，大石浩子，大勝多子，大嶋和恵，太田靖，大多和昭二，大坪絹代，大橋アイ子，
大橋美保，大村要子，岡田こと，岡村美智代，小澤澄子，小野田とし子，小野寺功
二，掛井美早，梶山勝己，梶山和己，片瀬明子，片平菊江，勝山道子，加藤みち子，
加藤時茂，金子初江，亀沢ふみ枝，亀山瑛子，河合美恵子，河内きん子，川口生時，
川口澄子，川本三津子，河原崎絢子，木口正巳，北川安子，木村くるみ，清澤英子，
久住ハルエ，久保田詔子，久保田桂子，小池のり枝，後藤有美，小長谷安江，小林
雅子，小林弘，小林峯太郎，斉藤静香，酒井ふさ子，坂野央佳，桜田たけ子，佐々
木もとえ，佐藤和子，佐藤美佐子，佐藤陽子，佐藤清野，佐野光代，佐野好美，澤
秀子，篠塚幸恵，芝田伊久枝，柴山直美，島村恒代，白鳥英子，白鳥豊子，白砂喜
子，神麻明世，杉浦蕃，杉本結，杉本賢一，杉本あや子，杉山一夫，杉山一夫，杉
山一夫，杉山昌子，杉山文野，鈴木もと子，鈴木弘美，鈴木博子，鈴木眞，鈴木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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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子，鈴木豊子，鈴木久美子，鈴木貞，鈴木万理，鈴木智巳，関文子，関野幸子，
関野晶代，髙橋とみ子，髙橋敏弘，髙柳正喜，髙柳千恵子，滝和子，滝幸代，竹村
あや子，田沢啓子，田代俊恵，立原かほる，田中晶子，田中やゑ，田中伸明，田中
ますみ，谷孝子，塚本暁美，辻正美，辻正美，寺田和代，常盤由美子，常盤和子，
外岡増美，伴野達治，伴野敦子，中里陽子，長澤英枝，中西妙子，中村伸江，成川
眞智子，西ヶ谷けい子，羽角美代子，花田芳子，平木芳江，平田勝義，平田啓世，
平野淑子，平山朋子，深澤三夜子，深谷幸子，藤田みよ子，ヘッド美佳，細見あ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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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前田洋子，前田眞佐子，巻木立子，牧田登茂子，松枝五郎，松永惠子，松永昌
美，松村とし子，松本昌代，三浦郁子，見原啓允，村上久子，村松夫美子，村松諄
一，望月文男，望月昌子，望月章子，望月顕枝，望月久乃，望月恵子，望月愛子，
望月惠子，望月多津子，望月博，望月美里，望月智美，望月惠子，望月久美子，望
月恒明，森和子，森君江，森一枝，守屋恵美子，八木洋子，安井道子，山内もと子，
山内辰男，山崎成子，山崎美保子，山崎怜子，山中静江，湯本孝子，百合本奈胡，
横田美枝子，横山美知江，横山和子，吉田鋼次，吉田千恵子，吉田正雄，若月紀美
子，渡辺洋子，渡辺美恵子，渡辺昌子【島田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島仍子，朝比奈
裕美，石神千枝子，石神道子，岩谷淳子，大井真紀子，大石惠子，大畑明子，大畑
よし子，吉川弘子，木村政男，久保田喜子，黒川初枝，河野芳子，小長谷みゆき，
小林邦江，斉藤充史，斉藤光恵，酒井正，酒井富子，菅沼まさ江，鈴木和子，鈴木
紀子，曽我比佐雄，高橋育美，土屋良子，寺川百合子，西沢さよ子，原田雅美，飛
野さえ，深津八千代，本領道子，松浦和子，松岡百合子，宮田清美，村田則子，森
下里美，薮田礼子，山下登志子，山田千鶴子，山本武雄，山本ひろみ，山本とく江，
渡辺千津子【裾野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青田恵美子，青田明司，飯束初子，飯塚まさ
江，井口あけみ，井口次子，伊沢よう子，市川逸郎，伊藤真由子，大森きぬ代，小
澤正信，北嶋恭子，眞田里子，杉山千鶴子，杉山文代，杉山操，鈴木幸子，虎尾恭
子，廣瀬素子，福山千恵子，米原克之，渡辺志げ子【三島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市原
かよ子，市原かよ子，井深喜久子，井深喜久子，河合克子，河合克子，河野みどり，
小林孝子，近藤ヤイ子，近藤ヤイ子，杉山幸子，杉山晴夫，杉山清子，杉山幸子，
鈴木千穂，竹内静乃，竹内静乃，中村満子，平野百合子，平野百合子，福家美好，
福家美好，二岡啓子，松本好恵，松本好恵，峰田美幸，村田久美子，村田久美子，
村山美智代，矢田真紀，矢田真紀，山口あつ子，山口あつ子，吉田正一，脇山泰江，
脇山泰江【焼津公民館】石川勝，伊藤博子，猪野佐江子，岩崎ひろ子，片山博子，
河合満代，斉藤育子，清水知子，清水道子，杉本時子，轟久子，野田きみ子，廣田
慶子，深沢みさ江，本多和彦，松永富子，丸尾茂生，向坂悦子，山梨孝子，綿野陽
一【焼津市武術太極拳連盟】飯塚敏江，岩川司，梅原ともよ，岡村恵美子，鈴木雅
子，辻孝文，増田洋，増田照美，増田洋子，望月智子，志太クラブ（静岡）
，蘭花
Ⅱ【掛川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掛川太極拳クラブ【静岡県太極拳協会】富士あざみの
会【沼津市武術太極拳連盟】いきいき太極拳の会【浜松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浜松市
武術太極拳連盟【富士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第５回しずおかスポーツフェスティバル
東部地域大会【富士宮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富士宮市武術太極拳連盟
【愛知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愛知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愛知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愛知県太極拳協会】相子直子，青山美智代，赤坂
和己，秋田幾子，秋田鉦平，秋田久美子，浅野康子，芦谷玲子，阿倍栄介，安部道
子，天野真理子，新井澄枝，新井アキコ，安藤ひとみ，飯田和子，飯田正幸，池田
圭一，井沢敦子，伊藤里子，今井知世子，入野キサ，内田恵子，梅田信子，梅田雄
子，梅本光子，大蔵圭子，大河内喜久子，大崎恭子，太田栄美子，大野政子，大橋
世美子，岡田芳恵，岡本一子，小川美佐子，柿本典子，笠井清子，勝川すみ，加藤
照子，加藤康子，加藤千代子，加納持，上川原さだこ，川本かよこ，木下直子，木
野瀬和子，木村尚子，木村弘，熊崎勝，倉知千寿子，小山純，佐藤弘子，佐藤美津
子，佐藤厚子，佐野洋子，鮫島清子，澤田澄子，篠田稼吉，柴田康子，柴田㐂久江，
柴田栄子，下村むつ子，神長茂里雄，菅沼美保子，鋤柄知惠子，杉山武男，須崎尚
美，鈴木三代，鈴木一，鈴木光枝，園部えい子，高橋かづみ，高橋葉子，髙見一枝，
高山千代子，竹内禎造，竹内萬里子，橘尚子，田中義人，田中恵美子，築山光子，
土井妙子，戸島一美，内藤明子，内藤佳子，中川恵子，永田松代，長縄悦子，仲根
照子，中堀洋子，中村義治功，中山多美子，成田美智子，西垣アサ子，西澤加代，
丹羽孝夫，丹羽孝夫，野口紀代子，野田強美，服部寿賀子，浜田美智子，早川文柄，
林佳絵子，原和子，日野谷一郎，平出紀子，平岡三枝子，深谷信子，福井陽子，古
澤隆介，細田晴子，牧野紀子，牧野とき子，松浦ちさき，水野久美子，水野道子，
水野葉子，三宅たつ子，三輪修二，三輪千世江，森ひろこ，森文子，森宏嗣，森京
子，森節子，森友木子，森文子，森洋子，森美智代，森川直子，森本昌子，安田美
知代，山口ちかこ，山下鈴子，山田泳子，山田萌，山田真由美，山田千鶴子，山田
濱子，山之内喜久美，吉雄瞭，吉川百合枝，若杉弥生，脇田共子，渡辺孝子，愛知
県太極拳協会，あじさい太極拳クラブ，安城太極拳同好会，尾張旭東部太極拳クラ
ブ，高田コミセン太極拳クラブ一同，緑太極拳同好会，名東太極拳を楽しむ会，陽
明太極拳一同【稲沢太極拳同好会】加藤葉子，柳井菊江，山森節子，祖父江青柳会，
ゆったり太極拳祖父江教室【鶴李太極拳交流協会】西代晃子【春日井市武術太極拳
協会】赤羽君江，浅野修，浅野芳江，浅見文子，阿部登喜子，阿部敏枝，有泉清明，
安藤映子，安藤和代，安藤潤子，池田静子，伊坂つや子，石黒和代，石田武彦，磯
部治男，市原好枝，市原好枝，伊藤哲，伊藤公子，伊藤敦子，伊藤利幸，伊藤よし
子，伊藤あつ子，伊藤広美，伊藤斉彬，稲垣宣子，井上智晴，井上哲男，今村鈴子，
今村政禎，今村和子，井村一政，岩崎康代，岩田廣之，岩田康子，岩村朝子，因泥
武，上田公平，植田久和子，鵜飼淳子，遠藤毅，小笠原健一，小川隆平，小川立正，
小川立正，小川美佐江，奥村博子，小倉もと，小栗淳子，小関愛子，小名川節子，
小幡信夫，小原保子，小原悦子，各務勝彦，垣内良二，片寄記久子，加藤明子，加
藤幸代，加藤了意，金子恭子，加納澤子，上斗米ムツ，川口昌則，川島智恵美，川
手やえ子，北川麻里子，北沢悦子，鬼頭美恵子，城處道子，木村富子，草野滉，国
立洋子，久保睦代，久保田久美子，熊谷末子，倉本啓子，幸田京子，洪本和代，古
賀安男，小島五十鈴，小島明，小林一惠，小林美智子，小林史明，近藤麗子，斎藤
せつ子，坂井田勝子，酒向政子，笹尾純子，笹尾隼一，佐々木しげ子，佐藤友子，
佐藤由美子，塩崎ルミ子，鹿内由美子，重原美智子，柴山ハチ子，嶋田潤子，清水
繁子，清水せい子，正村景子，白石政義，新保きみえ，杉浦猛，鈴木美佐夫，鈴木
なつ江，鈴木絹恵，鈴木恵美子，鈴木由紀子，鈴木精司，鈴木美津子，隅田勝，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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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昭治，関谷千鶴，桑梓，高橋陽子，高橋仁一，田口弘子，田中悦子，田中雄司，
田中雄司，田中稔，棚瀬修，田邉薫子，田辺崇美子，田村悦子，丹下美登里，塚田
美佐子，塚田憲，柘植光子，辻村喜義，土橋勇八，坪井洋子，寺尾公次，寺田厳，
杤本文恵，長江洋子，長江美智代，長尾敦美，中島名夜子，永田道子，長縄恵子，
中村登志子，中村正利，中村澄子，那木安子，浪川裕子，西村勝，野田利子，橋本
紀子，長谷川和子，長谷川悦子，長谷川章，長谷部富代，服部春代，馬場泰行，馬
場響史，馬場耀子，早川順子，早川耀子，林尚之，林孝夫，原千代子，樋口知惠子，
菱田豊子，樋廻照子，平野礼子，平野良三，広井秀雄，藤江末子，藤岡蔓子，藤原
キミ江，古澤諭，古畑美好，細川裕子，堀春美，堀賀子，堀洋子，堀内八重子，本
多澄枝，本田弘子，本多友己枝，前田隆志，前田昌吾，松井千里，松浦恵美子，松
岡妙子，松田隆世，松原隆枝，真野修江，丸山貴美子，水草加代子，水草加代子，
水田律子，水田愛子，水田律子，水野圭子，水野悦江，宮外きよ，宮地義亮，武藤
晴美，武藤清美，村下美穂，村山八惠子，森川扶佐子，森下文治，森部照代，八神
秀龍，山口佳恵，山崎勝子，山下俊男，山田貞子，山田恵子，山本章子，吉川圭子，
吉田常美，吉村直美，若杉愛子，若松進児，渡辺道子，渡部昭子【全拳協名古屋支
部】明石紀世美，安藤ひとみ，岩内昭子，大山順子，落合規予子，小野塚けい子，
片岡実千穂，兼田育，川口純子，川崎勝江，近藤美紀，今場登志子，島林恒子，下
川みさ，坪内恵美子，時田紀美江，長家里子，野見山登貴子，則竹朋子，長谷川一
郎，坂野真理子，深谷しづ子，藤田靖子，前田菜穂子，正村由利，水草加代子，水
野寿弘，森祥子，森島千志，祐岡恵津子，余地照敏，あすか太極拳クラブ，緑陳式
太極拳同好会【三河太極拳研究会】石川寿美江，牛村真弓，杉浦美津子，鈴木紀夫，
鈴木浩子，竹川良彦，近森剛，近森美佐，丹羽賢二，丹羽八重子，山口まさ，横山
吉信，横山吉信，三河太極拳研究会
【三重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三重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三重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伊勢太極拳朋友会】家田奈於子，上田理恵子，岡

井保，小野まさこ，竹田若春，多郷きぬ代，浜野田鶴，前田幸世，松井孝三，松井
昌子，松本敬子，柳瀬幸子，山辺美恵子【鈴鹿市太極拳協会】大河洋子，河嶋幸子，
江夏仁実，後藤幸寿，佐々木さち子，田中千賀子，中井美代子，八田敏子，前田照
代，松野秀紀，松本清子，山口ますみ，山田由美子【津太極拳幸友会】青木青子，
青山悦子，渥美厚子，安部修，飯島たま子，石山イツ，井田百合子，井谷幸子，伊
藤典子，稲垣恵津子，稲垣安佐子，稲本妙子，岩本マサ子，大野ちか子，小谷卓美，
加藤めぐみ，川口まり子，川崎伸太郎，神田紀子，神田美代子，神田かつ子，北岡
和美，栗原文子，後久サチ子，小林康子，齋藤三雄，佐熊孝子，柴田洋子，正福晴
世，新堂宮子，中西公子，中村えり代，西川千鶴子，針尾典子，藤田和美，古川京
子，堀桂子，前田知子，松井光枝，松永きみこ，宮田米子，山口美由紀，山田綾子，
山田洋子，行本留美，若林たか，和田恵子
【岐阜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岐阜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岐阜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海津市太極拳協会】伊藤講二郎，小山田哲志，栗
田弘子，黒川ちづ子，後藤輝子，小林章子，塩田猛，篠原八重子，瀬古佳子【可児
市太極拳協会】加藤ヒロ子，纐纈久美子，近藤末幸，髙橋幸子，中村英子，羽田紀
久美，羽田英美，林久美子，坂野真理子，古越幸子，村中早苗【岐阜市太極拳協会】
青木君子，池田峰子，伊藤ヒサ，岩田昌代，加藤はつ子，加藤文子，加藤郁代，川
瀬純子，川瀬雅子，国枝万里子，近藤章子，近藤久美子，斎藤郁子，杉山サチ子，
杉山智恵子，武村圭祐，棚橋好子，玉腰郁子，土本リカ子，服部保子，原美也子，
広瀬春子，広瀬啓子，水谷敏子，水野恵子，安田太極拳教室【羽島郡太極拳協会】
新井律子，影山やす子，加藤文子，久納智子，小門ますみ，長井範子，樋口幸子，
堀智恵，岐南太極拳クラブ（火，木）
，松枝太極拳，幸太極拳同好会【各務原市太
極拳協会】稲羽西太極拳クラブ，蘇原太極拳クラブ，太極CLUB，那加太極拳同好
会【多治見市太極拳協会】多治見市太極拳協会，多治見太極拳クラブ，多治見タイ
チークラブ，ララ太極拳クラブ【羽島市太極拳クラブ】羽島市太極拳クラブ【瑞穂
市太極拳協会】上上太極拳クラブ，好好太極拳クラブ，穂積太極拳クラブ【瑞浪市
武術太極拳協会】瑞浪市武術太極拳協会
【滋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市川雅子，大窪きみ子，
滋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大田裕子，加藤あや子，川合章子，北川はつ江，
近藤薫，武内松吉，竹内キヌ，中村由美子，夏原淑江，西上千惠子，西村美知子，
沼田文子，廣瀬童心，深川裕子，藤野めぐみ，古田和子，由利恵子，吉田由美子，
米沢美知方，滋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大津太極拳倶楽部】石川玲子，井上正江，小
谷昌子，神村輝生，神村恭子，杉江俊彦，仙䑓悦子，藤堂信行，中嶋恵美子，中島
千絵，仲村敏子，成田実幸，森久子，山元行子【風・太極拳クラブ】市井順子，伊
吹豊，岩根和夫，川合章子，川﨑永子，神部かよこ，岸本光浩，髙橋由美子，寺倉
利明，林久子，平井武乃，増田一彦，三田隆彦，三俣まき子，三好久代【湖国太極
拳クラブ】浅見つぐみ，芦田待子，足立香代子，姉川百合子，荒尾京子，井口久恵，
石井加代子，井関淑子，伊吹和子，伊富貴奈緒美，伊富貴寿美子，伊部涼子，今村
ひさ代，岩﨑美智子，植田文子，梅原恵美子，岡島千秋，岡本行子，小川かほる，
奥田幸子，鹿取登代，鎌田由起子，上柳みさ子，川辺由子，北川はつ江，北野洋子，
金雪子，久保田和代，桑原由子，小山美代子，小山江津子，清水昭彦，小路友子，
杉山あずさ，大黒久子，髙木美枝子，高田悦子，竹林久子，竹村直美，辻清美，津
田宏美，土川久子，靍谷高，藤堂美津子，百々陸代，長尾友子，中川美代子，中嶋
保惠，中田加代子，成宮道子，西川幸子，畑照代，林健一，林武男，原弘子，原晴
美，東野博子，藤田善朗，武奈淑子，古川美智子，古川美栄子，松田喜美子，松原
美代子，村下成政，森田愛代，森野ちよ美，安居久子，山根美保子，山根順子，横
田せつ子，横山信人，横山知子，吉見静子【滋賀伝統太極拳交流会】青鹿正治，青
鹿一代，石立操，伊藤八穂子，井永弘次，太田久恵，貴田輝子，木村倖子，柴原佳
代子，菅井誠一，髙山繁，髙山展子，立石光子，田中龍二，田中美津子，登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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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嶋登美子，深堀道子，藤原清，藤原多恵子，増田信子，真水有理子，目片智子，
山口昌男，山口田鶴子，山田利春【徐冬英健康太極拳同好会】青山広太郎，東加代
子，池田潤子，今村ちずる，内堀愛子，大森輝子，小川圭子，片山弘子，河口光子，
川崎作治，川西純二，岸田勝一，北川まさ江，北川富士子，北村とし子，北村洋子，
久米淑子，小菅恵，小林朋子，小林邦男，近藤薫，清水敏男，徐冬英，立石美里，
田中朝子，辻益美，内藤よし枝，中尾富，中嶋千晴，中嶋有紀，中村豊子，中山泰
子，成宮為夫，西田悟，西野滿寿子，西野満寿子，貫名静子，野村悦子，馬場礼子，
古川静江，前川智子，前田美津子，牧美紀子，松本幸子，宮川美喜子，宮本順子，
元持八重子，安井多嘉子，山口健作，山村真理子，山本妙子，若宮良子【瀬田太極
拳クラブ】浅井潤子，石部タヅ子，礒田千代子，井上兼子，岩田啓三，大田裕子，
岡本美幸，奥村富佐子，奥村美津子，小野可津子，勝又明代，川村義男，岸場博子，
岸場弥千恵，小西弘子，島田恭一，田中弘子，辻町子，中川弘子，西中豊子，沼田
文子，野田清香，橋本美春，初田由起子，林みさ子，藤田和子，古田和子，松岡美
佐枝，松田久子，森神フミ子，山口蝶子，山村三枝子，横山けい子，吉満勝美，綿
引佳子【道太極拳研究会】浅野浩子，雨谷理美子，石井公二，石原君子，奥村陽子，
岸辺孝子，木村力，小林力，佐藤恵美子，杉江愛子，泰地イクヱ，高橋信一，竹内
みゆき，武内キヌ，田中小夜子，土井桂子，中村絹，萩原明美，堀千重子，松下秀
子，諸田和子，山口晴朗，吉村静枝，米沢美知方【高島ふぁんそんくらぶ】秋永豊
子，足利あさ美，足立清美，石川和子，石川万美子，一井光子，井上敏栄，伊庭正
子，上原博子，梅村三千子，太田喜代美，岡田千恵子，落合麻実，勝見淳子，北川
ふみ子，北村浩美，木原あや子，木村祐子，桑原きく代，小西隆雄，小西百合子，
駒井初恵，駒井利枝，櫻井文子，佐治淑子，澤井経子，澤田宏子，沢辺悦子，島田
茂子，瀧口ヒロ子，田中稔，田中美代子，玉井忠誠，田村たま枝，他谷保子，辻村
宜子，津田公政，永野保江，西川光江，西村英子，拝藤ますみ，八田博子，林ヤス
子，早藤君子，原秋夫，馬場房子，馬場泰子，深見敏子，藤野孝子，藤本真澄，藤
本芳美，古川寿恵，保木きよ，保木晴子，本庄隆子，水谷とし江，三矢智子，宮部
みち子，森井ちよ子，八木三木男，山本暁美，山本弘子，横井三恵子，吉近三枝子，
吉村恭子【鳰湖太極拳クラブ】青山榮一，青山榮一，青山實，青山外美子，網谷溥
子，飯田裕子，石川武雄，磯貝和子，今井京子，内浦庸行，扇谷良治，扇谷サワ子，
大澤富子，大田裕子，大坪伸光，大矢東亜子，岡田和子，緒方美代子，岡本妙子，
小澤真由子，小内茂，開田弘明，加賀爪喬子，加藤あや子，兼藤真弓，亀井壽，鰈
崎敏子，川橋とき子，川端美也子，川端祐二，川端文代，北明美，北栄友子，北村
妙子，木村洋子，木屋幸惠，櫛間佳英子，熊谷三栄子，小出博子，河野一子，河野
一子，小林浩子，佐川哲也，佐川敦子，笹田幸子，佐藤全子，佐藤克己，佐藤有信，
椎名亮司，椎名和子，重山直美，嶋伸起，島田田津子，清水勉，宿谷千佳子，角嘉
代，住田忠昭，髙木より子，髙木栄子，髙田久子，武内松吉，竹林純子，竹村敬子，
田中泰子，田中美代子，田中景子，田中景子，棚橋一夫，谷山清美，近松貞晴，辻
節子，辻村優子，堤聖栄，土淵百代，外山知津子，長尾謙吾，中小路良介，中西博
之，西由美子，西有子，西川満代，野村保美，橋本喜代美，浜田多恵子，林治美，
林麻理子，原勝之，平野節子，深川裕子，福島好伸，福島法子，福島貞子，福田英
子，福村邦子，藤井幸子，藤川弥一郎，藤野恵美子，二口綾子，前川真理子，政本
康子，松尾耕太郎，松阪道代，三上信子，三品啓子，三品菊江，三橋美千代，宮部
益美，村野克裕，村野次男，森典子，森本純，山岡晴子，山口文江，山路弘三，山
田千代子，山原憲子，山本春美，湯浅一子，湯佐賢一，吉岡信夫，吉田由美子，吉
氷康乃，若林穣，渡辺清志【真遊健康太極拳】足立加津子，安達茂，池脇洋子，井
田明美，位田幸子，市川雅子，伊藤美智子，稲田あつ子，稲次美津子，稲本操，稲
本綾子，茨木誠子，今村由起子，上野和子，上原美子，上原美智子，上原佐与子，
上原春枝，宇野秀子，大岡こま，大窪きみ子，大西美智子，大和田信子，尾賀清津
子，小倉文子，小野光彦，小幡博美，加藤伊佐美，川居次子，河島弘子，河瀬裕子，
川瀬松美，川端弘子，木瀬京子，北川きみ，北川久美子，北村都志美，木村純代，
小泉英子，小泉とよ子，小﨑きよ子，小澤良子，小嶋亮子，小嶋直子，小杉一子，
小杉敏子，小林照美，榊原真美子，杉澤悦子，杉田初枝，髙嶋律子，髙田啓子，鷹
野満子，竹田久子，田中秀子，谷敏子，谷文代，谷口俊幸，谷口育代，種村喜代子，
玉井弘美，辻美代，寺田和子，鳥居芳子，中島栄美子，中西昌史，中村真理子，中
村由美子，夏原淑江，成宮静子，西上千惠子，西島歌子，西堀美也子，西堀千代子，
西村美知子，沼田敏子，野瀬千枝子，林すが子，林栄子，早水朋子，平野正子，平
柳秀子，福井江津子，福島奈美子，藤居文子，藤川照代，堀敦子，町田美枝子，松
居弥生，松村瞳，南千恵子，三輪誠子，村田有利子，森ゑみ，森敦子，森本公子，
八木千惠美，山川三保子，山口哲夫，山田道子，山田暁美，山村千恵子，山本美穂
子，由利恵子，吉田阿希美，渡辺伸子，渡辺恵美子
【宇治市太極拳協会】赤﨑祥兒，足立信子，石原多
京都府武術太極拳連盟 賀子，井上道子，今村朋子，梅原陽子，海野益子，
大久保万智子，大槻美子，岡田順子，金田美代子，上辻節子，北波知子，北村幸江，
北村ヨシ子，木村洋子，木村さつ子，金野恵美子，坂さよ子，佐藤宏子，新海知子，
新宮喜久子，枌谷紀子，曽束勝江，髙木一，髙橋三代，田沢喜久代，辻かず子，友
次弘江，西村早苗，日村芳枝，藤井喜代子，本田友江，松崎健司，柳井智恵子，山
崎文子，山本良子 ハーモニーくらぶ 青木順子，荒木昭代，石田吉夫，奥村嘉子，
島村和子，菅生ますみ，谷晴子，長尾まき子，林佳子，春摘紀代美，本谷正弘，山
野菜穂子，あさぎり，さわらび【京滋太極拳交流会】亀岡太極拳篠クラブ 石井薫，
泉谷伊佐子，小澤和子，小野恭子，金田喜代子，北川一子，木下雅子，木村勝子，
近藤勝，下田昭光，竹内ヨシ子，竜田浩子，谷川きみ子，田野美奈子，長野実千子，
藤岡康代，松尾啓子，山口祥子 長岡京市太極拳協会 伊藤美つ恵，奥井和美，蒲
谷滿子，川口成人，川口榮子，川口章治，木村陽子，木村千賀子，小西信三，篠原
夏枝，すがはらとも子，杉田加代子，瀬津良子，瀧榮子，苫廣享子，中尾信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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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川有季子，福田明美，山本恵美子，山本夏枝 京都長安太極拳クラブ 京都長安
太極拳クラブ会員一同 きんもくせい きんもくせい一同【京田辺市太極拳協会】
石井瑞子，和泉幸子，磯田意和子，磯本悦子，井出雅子，伊藤浜子，伊藤千津子，
稲垣雅子，井上眞由美，宇野賀代子，梅津初穂，押領司保子，大野佳子，大村千津
子，岡村啓実，岡村圭子，奥西美枝，尾上早百合，小長谷保代，梶川多恵子，梶山
育子，兼子和子，叶克士，神谷みよ子，河戸孝子，川森美代子，北川愛子，木村美
智子，工藤典子，工藤静枝，倉屋喜美子，古西一美，榊まるみ，坂田妙子，佐藤末
子，潮先澄代，白井宣子，新橋光子，髙瀬千賀子，髙田礼美，武田清子，巽千鶴代，
巽恵子，田中静子，田中順子，田中久代，辻行子，道家喜美子，徳田能子，戸塚恵
子，永尾千代，中川洋子，中川美紀子，中田京子，中村博美，西田ちゑ子，西村正
子，新田由美子，野田紀美子，長谷川洋子，服部章代，春名清子，東美江子，樋口
令子，平石操子，藤井ゆり子，前田典子，三浦初美，味田清子，宮島房子，村田キ
ヨ子，森山伊津子，安岡八重子，山口愛子，山田盾子，山村範子，山本良子，山本
万貴子，横田翠，𠮷村留美子，若狭美奈【興友太極会】佐々木晴美，嶋岡美佐代，
杉本玲子，森口久子 桂坂ふれあい教室 冨永洋子 中京老人クラブ太極拳同好会
赤井春枝，赤井又三郎，井上政枝，岡崎博恵，黒川麗子，五藤美恵子，後藤聆子，
近藤善子，杉本千枝子，瀧暁美，竹内つぐ子，竹田次子，竹之内栄子，田中冨士子，
西礼子，西村太枝，西村弘子，福丸明子，藤松国子，宮川美保子，向田米子，望月
望，山名鈴江，湯浅雅子，中京老人クラブ太極拳同好会 ピノキオ教室 一田敦子，
今西多津子，上田菫，北中不二子，小西弥生，中間多美恵，野田千芳子，松本昌子，
山岸多美子 花園教室 岩谷たけ子，岡本小富，奥村香壽美，小栗愛子，河合望，
杉浦敬子，高宮城友子，田中幸子，中井実里，西田史子，藤木三千代，藤本富子，
渡辺忠美 洛西太極拳教室 秋田八寿子，大西幸子，大向咲子，小畑嘉藏，小畑紀
美子，酒井純子，福岡益世，牧野政司，牧野勝子，道畑美雪，山口文恵，山本佳子
【市民すこやか太極拳クラブ】今井豊子，大藤久枝，小川登美子，小野節子，黄瀬
君子，木下和子，小堀五百子，斉藤かつ子，菅井光子，寺久保和子，豊由純子，永
井好子，中田節子，中原百合子，長屋敏子，福田よし子，細見澄子，松山恵美子，
矢吹美々子，弓削喜美子【太極研究会悠々】岩倉ほっこりーず 植田政子，奥西秀
子，小塩美智子，角谷圭子，柄戸貴美子，北川清美，後藤明子，阪後洋子，鈴木敏
昭，鈴木茂子，髙橋登与子，竹川清海，谷口昌栄，寺田弘美，水野久美子，吉田千
穂 エレガント太極拳サークル 今井茂野，梅野勝也，大塚美代子，岡田敏男，岡
本規美代，加賀田美代子，川﨑富美子，小西澄子，才木富子，仙薹悦子，武田静，
塚本光子，寺島しづ，中川志寿子，中村雅美，西尾紀子，野田たつ江，長谷川一江，
古川房子，前田真由美，松村寿代，本嶋清美 コープパリティ 麻田貴美子，大橋
みどり，佐藤俊子，中村末美，平尾倫子，味谷ゆかり，柳川さき子 きららクラブ
阿瀬衣子，小西育子，小森純，村瀬千香子，和田弥生 下鴨ひまわり会 芦田トミ
子，池戸和枝，糸乗嘉代子，岩井佐喜江，岩尾茄乃子，上野恵子，大空幸子，岡田
三枝子，倉鋪美都子，児玉幸枝，坂本嘉代美，桜﨑洋子，下坂澄子，田口瑛子，栃
山美知子，長尾孝子，西村治代，西脇弓子，橋本絢子，東紀美，百成洋子，松尾三
枝子，湊とみ子，南節子，渡辺喜代子 室町体育振興会 上田政美，奥村明美，樹
田泰美，坂井敏子，中島茂子，西村惠美子，丹羽キヨミ，橋爪一枝，羽尻恵美子，
村松豊子，矢田ますみ【太極拳研究会京都】市原精子，遠藤その子，大浦元子，緒
方頌子，金城展子，神野正代，川﨑和美，楠井慶子，小泉郁子，駒﨑美智子，佐伯
卓也，佐伯真由美，佐伯冨士子，佐伯宣明，栄トシ子，沢井洋子，園田幸子，田中
宏子，冨永満寿子，中出イソ子，新田一美，萩原治美，林貴子，林曜子，東田てる
子，平山恵子，福岡康子，福岡教子，前田よしみ，前田民子，吉田美智子，渡邉美
智【陳式剣隊】重森久江，妹尾登美子，妹尾正一，波多江勝代，林茂雄，福田弥栄
子，宮本昌子【福知山太極拳協会】岩成正義，小川京子，木寺郁代，久保美智子，
平田俊視【丹後太極拳協会】大宮太極拳教室，久美浜太極拳教室，野田川太極拳教
室，峰山太極拳教室，宮津太極拳同好会
【NPO法人大阪府武術太極拳連盟】大阪府武術太
極拳連盟【茨木太極拳協会】泉聖子，犬伏眞澄，
岡林弘子，岡林千恵子，奥野保，北島勧，楠本みち子，高木建宏，中西敏治，野々
口知代，別役愛子，松岡彰子，三宅進，山川尚子，吉留幸子【いずみ楽楽太極拳グ
ループ】赤阪良子，井尾千代子，池悦子，打田あや子，大亀久代，鍛冶トミ子，樫
葉美代子，加藤絹江，上土井幸子，神永浰，北野真理子，河野宏美，坂井ノブ子，
佐渡賢三，静修，下中千恵子，杉田昌紀，谷口良子，西田明美，野村功，畑谷三四
子，廣田節子，細川夫佐秩，松藤佐智子，松本健治，松本敏子，真見真紀，宮川美
喜，向井史朗，薬師成美，山口昌子 樫の木 穴瀬廣子，井上タカ子，奥美知代，
樫元洋子，田中昌子，古谷ミツエ，森口智恵子，渡辺勝也，渡辺敏江 コープ愛 滝
口育子，道幸千秋，中川幸代，古谷展子 山直 井上節子，西川明子 タコクラブ
岩井孝子，川井みつ子，小藪昭，髙木正文，藤本京子，吉川千惠子，吉永政人 桃
華 多和靖子，菱山恵子，溝口昭枝，三宅佳子 南海 赤崎美智子，石橋美鈴，北
澤掬，熊谷忠紀，芝正一，端野兵納，濱田公子，肥田清美，前田美智子，南富雄，
南明美，睦谷容子 羽倉崎 高松守，中道和子，畑中里美，弘中昌美，松崎里奈，
見上絵美，向井悦子，向井清，向井八十三，向井ヤス子 阪南ＡＣ 門田征二郎，
金山桃子，中川ヒロ子，丸川洋 東鳥取 石田秀次，石田順子，井上祥子，岸田敏
子，小出隆子，小宮敬三，城良子，新寺鈴子，西山克江，福田みゆき，増田征二，
三浦さとみ，元木博子，森光瑛子，森光和麿 まるめち 井上陸夫，入口育子，阪
井百合子，中谷和子，西岡暉美，則島孝一，福井真理子，南百合子，山中晴美 岬
教室 礒野信，伊藤美智子，井ノ口宏，岩井孝子，大塚紀子，大西正一，大西和子，
奥真美子，奥野敏子，後藤陽子，小西敏夫，雑賀博子，坂口道子，澤左江子，中村
武子，菱山恵子，右田安子，山下敏美，山田龍二 悠友 秋田正子，有川裕梨，岩
崎綾子，角田郁江，角田光比古，河野芳子，佐藤任，田中理子，中島真由美，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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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舛井啓子，三浦芳一，三好瑞代，森繁利，山本みつる ゆるり 上田峯子，
上久保敦子，沖本静子，河野久子，川辺貞子，北浦ヌシャン，工藤明子，後藤美智
子，阪上全代，佐間野あい子，関和美，高木悦子，玉利真知子，中井純子，堀内洋
子，山本千代美 レベルアップ 中島裕美，吉田みさほ【ASA成龍会】阿達美智子，
石田正子，岩本浩嗣，大木千代子，岡崎好子，岡本愛子，香川とみ子，神阪礼子，
桑田良子，河野雅子，小林真以子，近藤克子，榊原雅美，徐桂英，杉村和子，孫秀
琴，高橋悦夫，高橋麗子，武内千寿，田渕奈央子，辻本政代，中神達郎，中神初子，
中川貞子，中村春子，西倉節代，東風美和子，檜山淑子，平井静子，廣畑かおる，
前田壽美，槇山孝子，松村美智子，真鍋近子，峰村加代子，安井佳津子，安田佳子
【NJB太極拳の会】浅田登志子，井関秀也，乾由美，今村陽子，梅原久枝，片岡道子，
金谷直枝，金田啓子，金田喜代美，北村千世，楠田裕子，久保美智子，倉田美恵子，
栗栖恵津子，黒田辰次，黒田秀子，越野延子，阪田紀世美，﨑尾明美，佐藤ひな子，
寒川紀子，東雲順子，杉井茂子，関戸奵子，髙原義，竹内とも子，武田祥子，多田
瞳，田中静子，田中紗都実，玉井きぬ，塚本政子，辻幸一，辻みち子，藤内衣佐子，
中井嘉子，中林晴子，南坊芳，西谷喜美代，西村喜代子，長谷川由紀子，浜畑小夜
子，福本紘一，藤崎あい子，松村ミサ子，松本菊乃，満原しか子，三原正代，吉川
奈良子，吉原淳子，吉村照子，小原梨枝【NPO法人大阪太極拳協会】安藝純子，
秋田悦子，安坂みよ子，阿部薫，新木伸一，安藤かおる，飯端美知子，池上規子，
池田清，石口剛，泉美和子，板坂馥，井藤啓子，井波由美子，井上義久，井上治子，
今井京子，今岡惠子，井本慶子，岩崎眞紀子，岩本昭世，植田佳子，上野千恵美，
大島一起，太田操子，大西世津子，大東美都惠，大森豊子，岡美智子，岡田千津子，
岡原邑栄，小澤スミ，小田紀美子，小田倭子，小田中優子，恩知美智子，笠野大樹，
梶上正毅，片山英子，加藤まゆみ，金田和子，金子京子，紙谷きみ子，上農直，加
茂隆弘，加茂八重子，河博江，川﨑雅雄，河野規子，川原一子，河本育美，岸川国
芳，岸本和美，北美枝，北垣真砂子，北畑千晶，串田京子，久保博子，黒済篤子，
黒瀬和枝，黒田紘代，小出豊子，幸田美津江，合田妙子，小島信子，小玉敏子，小

照代，小野本文子，片岡信子，熊谷徳子，桑嶋恭江，小中由江，小林美恵子，佐藤
昌子，菅井沙智世，玉手美津子，西川まさ子，西原幸枝，埜まつい，野村イツ子，
畑智子，畠田あい子，浜田絹子，吹上鈴子，古野宗代子，三井峰子，山本享子，吉
田加恵子，吉田トシ子，渡辺ヨシ子 藤井寺太極拳同好会夢ふうせん 藤井寺太極
拳同好会夢ふうせん 枚方体操クラブＡ班 青山早苗，井村和子，岩崎久恵，沖見
厚子，おしのみ千代子，亀井紀子，河野愛子，木村静代，栗田美千子，小島さえ子，
兒玉幸子，柴野光子，島岡陽子，堰下のり子，仙頭寿子，田中菊子，土屋洋子，戸
塚みち子，永井和子，中西昌枝，西本幸子，廣田郁子，深江和子，美濃和香子，渡辺
久美子 枚方体操クラブＢ班 阿久津典子，浅田俊子，石田幸千代，伊丹美幸，笠
原和，神澤弘子，久門桂子，兒玉幸子，酒井佐知子，須川篤子，高岡作子，田中い
つ子，田中喜代子，中尾純子，沼田訓子，橋本サカエ，藤井公恵，細川豊子，三田
千鶴子，渡辺和子 枚方YMCA 川俣緑，田辺トシ子，山下みどり，勇井保孝 淀
川スポーツセンター水曜太極拳 上坂晃，川上明美，小村律子，桜井享子，桜井二
三子，多田正夫，中山和代，西瀬昌代，野口葉子，前田健一，毛呂友子，山﨑出世
淀川スポーツセンター太極拳Ａ 小関富美子，金子晴美，柊中宇良，辰巳明子，
中谷博，新田公子，人見香代，堀田千恵子，牧速子，森タクエ，山野多津美，吉田
キミコ 淀川スポーツセンターＢ 五十嵐史江，石田カ永，伊吹久美子，今儀ヒデ
子，入江貴美子，加賀ひろ子，川崎ワカ子，木下徳光，合田恵子，酒井和美，佐藤
田鶴子，島谷みエ子，白山隆子，鈴木豊子，髙木ひろ子，塚田博子，堤暁子，丹羽
真理子，畑中勝利，畑中靖子，日比季子，降籏トキ子，別所章子，堀内艶子，三津
安子，森高徹雄，山崎佳奈子，山根治代 よみうり文化センター 川﨑蕗子，中津
幸子，西田光雄，広瀬伸子 よみうり文化センター初めての太極拳 石崎不二子，
今村昭子，上野弘之，岡本朝子，佐藤素子，竹ノ内真貴，浜野鈴子，林昌子，三井
隆 リンデン月曜日 梅津恭子，大木敦夫，岸川康子，窪美栄子，小柴尚也，坂口
正一，柴田勝広，髙居完臣，高橋司，田儀光子，谷口奈里子，辻静代，畑さゆり，
藤田マチ子，山本義治【柏原太極拳クラブ】相場幸子，阿久節子，浅野典子，天野

原範子，古南正子，近藤揖子，才崎幾代，斉藤芳子，酒井幸子，坂口松子，坂下昭
子，坂田晶，阪本陽子，坂本純夫，坂本登志子，作野康子，佐久間恒子，笹原千代
子，塩谷たつ江，篠田佐和子，柴田光子，澁谷貴美子，島田季和，島野俊子，清水
且子，下坂君子，下西幸顧，正垣久美，新宮匡，杉山勤，鈴木昌子，諏訪まり子，
諏訪悦子，瀬尾清子，関山増子，曽我部明代，曽我部眞砂子，髙井美智子，高岡憲
子，髙橋佳美，滝川志穂，竹迫和子，竹村郁子，武本伊久代，武本信子，立川セツ
子，立川啓子，田中民子，田中勝三，田中由美，田中寛子，田中久美子，田中栄子，
田中千津子，谷川佳子，谷口州，谷口敏代，田村清美，千葉睦美，地原実佐子，津
堅サチエ，塚谷恵子，辻静代，寺垣良世子，寺田恵美代，徳広悦子，外村洋子，鳥
羽秀子，戸伏文子，冨田淑子，鳥飼美千代，鳥越良子，永井ちえ子，中江絹枝，仲
川美也子，中瀬輝一，仲宗根玉恵，仲田ミチ子，中道由美子，中村浄子，中村澄子，
中山勝江，西岡希倭，西嶋三和子，西村和子，西村計子，西村誠志，西村茂，野田
美知夫，橋本美代子，花房寿美子，濱田伴子，林直子，東和子，東浦洋子，東村喜
美子，兵頭泉，福田あさ子，藤岡きょう子，藤原節子，古澤芳太郎，堀綾子，堀尾
三枝子，堀谷敦子，本多志津子，前川洋美，松井タヨミ，松尾宜子，松﨑和子，松
永香津江，松本洋子，松本修，松本文香，松本牧子，松山博子，真鍋暁子，三浦幸
子，三方由子，己波紀代子，南依子，宮崎温子，宮崎マツ子，宮澤和代，宮原寿恵
子，宮本かね子，宗像良元，村井君代，百﨑俊郎，森豊子，森川やよい，森川靖子，
森本茂子，森本けい子，安井昌子，安岡篤子，安田里美，安野生子，安野生子，矢
野多恵子，山口美貴雄，山田さち枝，山田久子，山田陽一，山中冨美子，山平香里，
山部るり子，山本昌代，山本佳子，吉井泰子，吉岡フジ子，吉川雅彦，吉川陽子，
吉村順子，吉本ヨシエ，若松純子，脇田弘子，湧永康子，和田史子，和田恵子，渡
邉恵美子，渡辺かずえ，NPO法人大阪太極拳協会，城東あけぼの同好会 朝日カ
ルチャーセンター・中之島太極拳Ｂクラス 小川肇，小川肇，佐原和男，佐原和男，
篠田英昭，篠田英昭，曽我安代，曽我安代，中川満紀子，中川満紀子，西尾正世，
西尾正世，橋國宜則，橋國宜則，橋本園子，橋本園子，八尾千晴，八尾千晴，吉田
菊雄，吉田菊雄 朝日カルチャー中之島Ｆクラブ 瀬川和代，田中信行 茨木市天
王公民館 熱田幸子，内田陽子，江藤レ千子，岡田久美子，岡野和江，蒲典子，川
端正子，近藤二三四，杉山美智子，武岡慶子，谷口昭子，谷口純子，芳賀八重子，
初岡真里子，浜崎洋子，益岡みや子，米井美津枝 川西南公民館南風剣 天羽健，
木原圭子，城内太佳子，田中道代，田中寛子，西カツ子，平松幸，松岡公子，馬渕
博子，安田紀弘，山本光子，山本節子 az谷町 浅野精一，上田恵理子，小野和美，
蒲田誠子，坂根智美，関克子，松川文子，綿谷登茂子 くず葉カルチャー教室 生
木まり子，池西興平，榎陽子，岡部三恵子，門恒子，川北芙沙子，真田孝一，杉田
源三郎，髙島峰子，竹中時子，田中佳代子，西村幸子，福島宗彦，細田幸枝，山本
タカ子，横山みゆき 此花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大本佳世子，兼末洋子，川口光男，
北澤貴美子，鷲見美枝子，髙橋章，高橋真弓，武川三恵，田代晴美，堤公子，永田
妙子，西尾禎子，布市フジ，平井登美子，丸山悦子，水野喜雄，宮原佐和子，山﨑
則子，山﨑三代 サンケイリビング豊中（木） 阿河佳子，上山和美，浦上政子，
小澤純子，小野マルコ，田中香織，中川菜保子，椋田真沙子，山本光代 スパイラ
江藤昌子，榎本欽一，小出良子，佐竹千佳子，菅悦子，髙木徳子，髙本喜代子，多
川美子，津田二三子，西村政典，野村ノブ子，長谷川照代，秦一生，秦多恵子，松
田勢津子，山崎喜志野，和田麻紀 大正スポーツセンター 赤羽知嘉子，家野純子，
井川春美，石井節代，岸本淳子，木村幸子，竹田浩美，玉寄恵美子，津田寿子，中
市厚子，中山孝子，浪岡恵美子，比嘉紀美子，久髙初美，藤名晃子，宮里トミ子，
三好八重子，森井律子 豊中 井上昭治，臼井正子，大島通子，岡本淳子，木下宏
子，髙橋伸子，高山アケミ，田中雅子，谷口富美子，筒井佳子，中原史恵，中本賢
一，村田扶美枝 福島女性会 一野テル子，井上公子，大垣佳子，大原博子，大山

文子，大山光子，岡田満寿子，小川勉，川上恵美子，喜多みつ子，北上かつみ，杉
岡千恵子，図子みや子，清家としい，髙井吉左子，多田志津子，巽秀雄，田中和子，
田中洋子，千早至規子，寺田育子，仲田ヨシ子，中村宇津美，新居文子，西村強美，
林峯子，林昭子，藤岡和寿美，御崎久子，宮北浩美，宮平きよみ，森川君恵，森本
久美子，山川紀久子，山本保子，山本佳代子【交野太極拳協会】浅野照子，東宏，
荒木勝枝，池田武生，生駒利子，礒仁千枝子，磯仁千枝子，井出上常子，井戸紀代，
井上博美，井上昭代，今田豊子，梅谷節香，浦上恒子，江口祐子，江良数子，大石
なち江，大植加津代，大田幸子，大田武，大野多寿子，大野明子，翁盈子，奥上千
恵子，奥田正，奥田千枝子，奥村ヨシヱ，折尾尚子，笠井淳子，片岡都伊子，川村
初美，神田みち子，木田舒雄，北田久子，木原美代子，熊谷範子，栗原陽子，黒川
美和子，鍬田絹子，小山繁，迫川愛子，芝坂貴美子，清水幸子，末光真智子，菅澄
子，大門寿美子，高氏トシエ，多久和満代，田辺トシ子，谷敏子，谷垣紀子，谷口
富士子，谷崎文子，谷村久子，田端嘉津子，長勝子，塚中雅代，佃静枝，津田克子，
堤田喜美子，鉄口房子，中さとみ，永井美弥子，中島僖美和，中島義雄，中島良子，
中島利子，中野隆視，中野てる子，中吉とも子，西口敦子，西本奈衣子，橋崎典子，
濱本良子，早﨑ヤス子，東林淑子，平田タカ子，平松政美，福畑たみ子，藤澤不二
江，藤沢秀夫，藤田一彦，藤田誠子，藤原忠美，船林和子，不破康子，松田日佐子，
松村みどり，松本千枝子，松本好雄，水谷晶子，光久サチ子，南正子，宮原毬子，
美代満智子，向井信子，村井君代，村田登志子，森多恵子，八光芳道，柳本文子，
薮本征喜子，山形美智子，山上信子，山添博子，山田郁子，山根美津瑠，湯川敏江，
吉原佳子，若林洋子，渡敦子，交野太極拳協会【河内長野太極拳クラブ】泉山百合
子，射手矢一恵，岩﨑品子，内田みづほ，内野淳子，大島和子，大野悦子，小川嶺
子，奥眞稚子，小野弘子，尾花礼子，海江田篤，片山眞由美，片山眞由美，金子一
子，兼田紀子，兼田紀子，川端喜代子，北村晶代，國上倫子，熊本ちず子，後神香
子，小村玲子，坂井美佐子，佐藤充子，島田志げ乃，杉野博子，髙橋美津雄，髙松
輝昴，田中幸枝，谷野賀津子，田原由紀子，津野佳子，寺脇雅美，土井敬三，鳥山
範子，長尾厚子，中川吉子，中川義三，永野千枝子，長棟明子，中村恵子，仲村昌
子，成瀬幸子，西浦徹也，西岡直美，西澤勝巳，西村恵美子，畑上恵美子，馬場任
子，早川千代子，船倉彰夫，古瀬衣代，堀芳子，松本啓子，万代良子，宮下孝子，
宮下信子，山際廣子，山中冨美子，山本孝，山本栗子，横山和子，吉田敬子，吉本
早苗，依光幸矢，渡部真由美【熊取龍友太極拳クラブ】浅沼佐代子，浅山清枝，有
本弘子，井関延子，榎本君子，岸本芳子，北浦久恵，白髪五百枝，杉村澪子，鈴岡
愛子，高木正文，瀧川恵子，武田紀子，辻村文子，出口信子，西浦千恵里，平川昭
子，藤井良子，松本ケイ子，皆木敏子，宮﨑三之，安田博子，安見佐智子，矢地ヨ
シ子，山階節子，つばさが丘太極拳クラブ，若葉悠々【KNH太極拳クラブ】青木
安子，秋元和子，池原道子，井出ヤスヱ，井上みつ江，岩藤美幸，梅谷節香，太田
洋子，大庭孝子，苙口貴美代，川上良子，木邨高志，桑原弘子，月東勢津子，光野
喜代子，白井紀子，杉本富士子，高橋加代子，寺農智世，中島富美子，中山藤江，
西村香，八田まり，廣谷節子，福田洋子，藤丸弓子，古川良子，松原理恵子，松村
美子，村上正幸，森本かほる，八幡キヨ，山田元子，山本美智子，若林洋子，
KNH太極拳クラブ，KNH太極拳クラブ【元龍中国武術交流協会】石井キヌ子，稲
田世津子，上田清治，太田藤吾，樫原いすず，加藤明子，小林宏子，小林万里子，
里見一夫，白石正子，田中美恵子，谷川英子，谷田紀子，富田清代子，鳥居慎一郎，
内藤伊佐子，長岡芙美子，中川路裕子，中小路かおり，中嶋千和子，中村知恵子，
西尾四郎，橋本和子，浜向正之，早崎真美，林隆子，平林潤子，平山幸子，藤田昌
子，古川照子，前川史子，宮野久子，宮本恒子，籾山美千子，米本米，和海由美，
元龍太極拳交流協会【堺市太極拳団体協議会】赤松三代子，安藤淑子，石井冨美子，
泉野勝子，市瀬忠男，乾美枝子，岩城三四子，うかいてつお，梅村平八郎，梅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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恵，大崎敏子，大島重雄，太田紀代子，太田範子，大谷和子，大庭好江，岡田順子，
緒方信子，岡本まち子，小川和伸，小川久子，長田マツ子，折戸雅己，景森章子，
蔭山美樹，亀井香代，亀岡範子，神庭俊子，北野千寿子，木村早苗，木本末子，熊
野美智江，小畑悦子，小松和子，米野光子，酒井美恵子，阪口日出美，阪口尚子，
真田カヨ，重森宣子，実川和美，島﨑睦子，島田加良子，杉本ミツヨ，鈴木有，住
吉邦子，高田泉，高野康子，髙橋百合子，滝井寿美，滝川国子，竹内愼一，田坂悦
子，龍田剛，龍田紀暘子，田中靖子，谷岡君好，辻内早苗，辻谷末子，都築昌子，
鶴田マサ子，東城美代子，堂野隆司，中尾利和，長尾晴美，中熊啓子，中田清，西
居富，橋本絹子，林サヨ子，葉山桂子，久松良子，日向啓子，廣實信弘，備中智子，
深山年子，福地よね子，藤井佳代子，藤本年子，古田昌三，正木寿美子，政田美智
子，松尾久子，松川勝代，松田圭子，松本淳子，三宅邦子，三好幸子，森節子，森
岡槇子，森崎正和，森崎美千代，森田径子，森本初江，山内江美子，山口節子，山
口興子，山口征，山田和子，山田洋子，吉兼京子，吉永米子，吉森明子，初芝太極
拳一起会，鳳太極拳同好会，堺いきいき太極拳の集い2011実行委員会 堺健身太極
拳同好会 亀井嘉知子，松本通也，森本珠江，石﨑享彦，前田明美，大友善子 深
井西健拳会 秋月初美，得平晃，得平安子，大﨑張子，大﨑雅章，岡部尚子，川端
定子，桑原セツ子，下田綾子，高田節子，谷泰博，谷公子，長崎純，濱口愛子，冨
加美ケイ子，藤井志津江，本田裕子，松本典子，宮地哲夫，横山三起子，吉金悦子，
渡辺玲子 菩提太極拳同好会 岩井宏子，香川勝子，川本禮子，北川峰子，桐原都
子，熊取谷貴志子，栗田輝子，阪井由美子，坂原美知子，関井久子，瀬田妙子，高
本紘子，武田眞里子，武久恭子，津田信子，富田登志子，中村啓子，西川みよ子，
西野安子，浜野鶴子，藤縄加代子，松村順子【四條畷市太極拳協会】伊藤よし子，
今村みどり，小沢幸枝，粕谷美知代，片山幸子，兼松玉枝，岸本美智子，栗洲弘子，
小西裕紀子，相良富子，滝谷重子，谷野るみ子，続木峰子，鶴田津夜子，中川悦代，
福嶋邦子，松本佳子，矢城弘子，吉田律子【住吉太極拳研究会】足立玲子，上田和
子，亀谷サエ，木根恵子，後藤伸子，坂中藤造，坂中璦子，嶋田マス子，曽宮弥寿

荒井伸次，有木邦子，池田佳津子，井土重子，岩本くみ子，岩本くみこ，上坂玲子，
大平春代，荻野通子，奥野千鶴子，櫂谷睦美，笠田幹子，清川忠人，小林一美，桜
井義弘，芝野敏子，島袋珠子，清水民子，下田幸子，代正弘，園田洋子，多田節子，
玉置照代，塚田美恒，道明広子，遠嶋フミヨ，徳本静江，豊田洋子，中西園江，中
原明美，中村信子，西田カヨ子，西村愛子，林みゆき，東野孝子，福元満知子，藤
井和子，増田早苗，又井昭子，松下住子，松島優子，松島文美，水戸知子，宮口ト
シ子，宮田和子，森久子，森雅子，山崎俊彦，山瀬住美，由比浜喜子【寝屋川市太
極拳協会】浅田俊子，市場谷幸保，一階しづよ，今西康子，大西よしこ，加藤郁子，
川口晃子，川瀬弘子，河野由紀子，川端眞千子，岸田ひさ子，喜多加代子，木村和
子，栗栖小夜子，栗田登美子，黒井トシ子，小島さえ子，兒玉幸子，阪田あや子，
柴野光子，須川篤子，鈴木郁子，多賀澄子，寺西史郎，中野美佐子，中東妙子，中
村抹三枝，中村成子，畑瀬博，平松和子，藤田瑤子，藤立照子，前田清子，松平幸
夫，松本ヒロミ，丸野茂登子，森脇正裕，山下みどり，山本靖子，横山久仁恵，萬
保子【万代池太極拳】上田鈴子，上田利加子，大上八千代，岡崎喜代子，長田清美，
木下えみ，小原梨枝，小松恵子，斎藤政江，佐藤真樹，鈴木健氏，千住勉，高田福
子，竹内幸代，立花加代子，田中茂子，坪井美代子，西山恂子，馬場善和，平野睦
子，福田民枝，藤井美知，藤田美智代，藤田千恵子，堀川義治，本田まり子，前川
洋視子，前田春美，松本清子，松本靖夫，宮川泰生，三宅知子，森裕子，森朋子，
森喜久子，森里江，森加代子【枚方牧野太極拳はなみずき】伊東千代子，井之上薫，
井端和子，大木由紀子，岡島美津子，川口真澄，木上典子，草野佳代子，佐々木悦
子，白井美枝子，田上文麿，利根信子，西村玲子，野口喜代子，日髙将子，藤岡加
津子，米花美鈴，松本静恵，水嶋文枝，森下千賀代，山下和美，吉田郁恵，枚方牧
野太極拳はなみずき【みくに太極拳倶楽部】遠藤裕美，小関富美子，勝木正子，金
子晴美，桑野郁子，志田雅美，竹中多津子，長谷川博子，三浦民，横山よしい【南
大阪太極拳団体協議会】泉佐野太極拳同好会 奥田敬子，下村昭子，角谷輝次，角
谷秀美，橋本久美子，金物谷早苗，古川恵子，古川進一，古谷能明 和泉市太極拳

夫，武田圭子，中名靖子，中村八重，則岡一弘，萩原智代，橋本訓祐，濱口督子，
樋野幸子，福島之子，前田彰子，三木明美，宮川直美，山田由紀子，吉松陽子，吉
村昭子，脇村智子【泉南太極拳研究会】安保喜久夫，石井毬子，鎌土節子，河合幹
子，小海途泰子，砂川和子，竹岡文子，田中真美子，田中いく子，内藤憲彦，永井
里，中川昌子，西藤充代，藤本雅之，横山房美，吉田久美子【泉北太極拳クラブ】
浅田基栄，浅野真由美，東佳恵子，棈松スミ子，天野珠美，荒川喜代，有村章，安
藤敏枝，池辺光子，池辺朗子，池辺喜多子，池辺清美，井坂志津子，石井達子，石
川典子，石川一孝，石田二，稲葉幾美，井上照恵，井上富久子，井上幸子，今西光
恵，入山美代子，入山忠雄，入山真理，入山小スケ，岩井美佐子，岩井良一，岩坪
幸子，岩永孝夫，岩本博子，宇沢陽子，牛ノ浜ノキ，宇高輝，内田一恵，内田八重，
江角寿子，遠藤静夫，老田良江，大池シマ子，大石直子，大浦方至，大浦志保子，
大川裕子，大田眞利子，太田ヨシ子，大塲節子，大橋光子，大橋美知子，大森玲子，
岡照子，岡田恵子，岡田光子，緒方清，沖胡トヨ子，沖野節子，荻野さよ，奥野イ
サ子，奥村孝子，尾崎節子，小澤秀水，小田洋子，落合敏江，小山田洋子，笠井啓
子，綛谷千恵子，片山誠治，加藤純子，門脇敬浩，兼重博子，構一郎，川口洋子，
川添婦美代，河内美代子，川西千恵子，川端和男，川畑千鶴子，菊池善子，岸本芙
美子，木多美弥子，木多雅子，北川喜久代，北埜富己子，北村忠昭，木野タミエ，
木村雅子，木村幹男，木元功，國富泰子，久保好子，久保村弘子，久保本一雄，久
保本征子，久米百合子，倉橋一徳，栗本憲一，小泉優理，河野一枝，小坂博美，児
玉靖子，後藤雅子，後藤千鶴子，小西美知子，古根川紀美子，米谷千恵子，米谷と
よ子，菰池順子，小山幹枝，阪口拓也，阪本英子，佐々木千枝子，澤村幹子，篠原
美代子，篠原重子，芝辻靖明，島内みち子，嶋田たき子，嶋田和子，清水正煕，清
水隆子，清水道子，正路富美江，城井賀代子，新谷勝美，鈴木世津子，鈴木圭子，
瀬尾末子，善野令子，髙木万代，高辻博，高野京子，高野義彦，高橋武子，瀧澤康
子，竹下芳栄，武田種美，竹野光子，竹前純子，武村紀代美，多田美津子，橘静代，
舘川純子，田中義和，田中宏和，田中真理，田中宏子，谷﨑英則，谷﨑冨美代，田
前れい子，樽見妙子，千代田チエミ，塚狭尚子，辻野陽子，土橋美智子，寺田智恵，
東條智子，德田譲二，德田綾子，徳永卓雄，外山和代，豊田真規子，豊永光代，中
井貴子，中尾千代子，中上亘子，中川敬子，中川弘子，中川友子，中島木太，永田
陽子，中村君代，中村敬子，中村則子，中村惠子，灘真弓，納谷祥子，西岡美津子，
西川光子，西畑禮子，西山純子，根岸堅太郎，埜口夏子，野田章子，長谷川厚子，
畑野香，花野月江，花野至博，馬場恭子，浜口瞳，濱田節子，羽山昌蔵，原恵子，
原山桂子，坂東光代，檜垣伸子，東﨑美知子，東野章二，東芝洋子，平井豊子，平
川静枝，平野利治，平野雅代，福島まつゑ，藤川由美子，藤島公子，藤田善夫，藤
村国子，藤原国雄，藤原裕子，古野和香，細川十記男，細川佳子，堀上啓子，前田
冨美子，前田冨美子，前田由里子，前田妙子，前田良光，牧野仲子，松岡幸子，松
下杏子，松田妙子，松葉由美子，松本節子，松本かおる，松本千代子，丸谷幸子，
丸谷幸子，丸山慶子，丸山慶子，三木田佳子，三谷よし子，南和孝，南ツヤ子，南
埜知代，村中信顕，村松聖美，村山久美子，室田裕貴，米良文子，望月敏美，森千
代子，森陽子，森岡幸雄，森本友枝，守屋操，守屋良子，八木由美子，安田恵美，
矢野多賀子，籔本正人，山りつ子，山下典子，山下千恵子，山田保子，山中厳，山
中浩子，山村喜世子，山本ミチ，山本忠和，結城靖子，横見けい，吉岡なつ代，吉
田栄子，吉田喜世美，吉永久美子，吉村彦蔵，吉年裕文，吉年啓子，米田一美，米
田雪江，米田明子，依藤孝七，依藤久子，綿谷敬子，綿谷啓治【太極拳交野普及交
流会】井野善史，垣内廣子，上久保昌子，阪本恵美子，新開美和子，進士サヨ子，
大門寿美江，高橋喜久子，竹本好子，谷真佐江，中治淑子，長嶋三千代，松居敬子，
蓑毛絹枝，三宅フジ子，向井利子，向井信子，山川エツ子，山本和子，山本茂【太
極拳普及団体九龍会】稲場成子，貫野愛子，福嶋和代【なみはや武術太極拳研究会】

同好会 井阪れい子，河合弘子，橋本久美子，山下和子，山川はるみ，山中通子，
西岡能冨子，西村和巳，西野京子，浅野悦子，田中君代，藤原良子 上海楊式 浅
山清枝，梶上正毅，梶上育恵，金井洋，久保恒美，島田ふみお，島田なみこ，鈴岡
愛子，谷本美保，辻照恵，土原千秋，橋本久美子，平井敦子，藤井真由美，藤原豊
子，御厨庄司，御厨真美子，安見佐智，吉田みさほ 泉南太極拳同好会 木田正宣，
泉南太極拳同好会 長南公民館太極拳クラブ 石野千恵子，岩佐文子，尾﨑和彦，
小野正子，笠屋道子，加藤房代，河野綾子，北庄司正代，木村礼子，白石あつみ，
甚野益子，角谷紀子，辻和子，辻照恵，中明美，永橋アヤ，中村尚子，二木豊子，
野上真弓，玻名城富士子，古谷朝子，古谷俊子，御厨真美子，宮﨑敏子，山田みつ
南和泉ヶ丘太極拳同好会 飯田昌子，大町春子，片岡美佐子，加納十美子，菊セツ
子，桑田五百子，髙橋慶子，辻田てる美，船渡佐起子，眞東美邦，眞東貞子，水野
喜久代，村上田鶴子，森田美恵子，山崎フサエ，和田伊代子，和藤久美 太極健身
クラブ （葛城）有真香公民館，常盤青少年会館クラブかがやき，忠岡太極健身ク
ラブ花みづき【箕面太極拳協会】相沢妙子，浅井佐和子，東良子，荒牧節子，有澤
慰子，池田由利子，伊郷啓子，乾みつ子，井上教子，今中兼二，今村三代子，岩崎
直子，岩崎努，岩田好子，遠城綾子，大西勝，大西恭子，岡村公子，尾崎由美，柿
本和彦，角道美智子，金澤勝子，岸宏子，北野博之，北橋裕子，小泉治良，小泉省
子，後藤康夫，小林蕃，小林悦子，小林万里子，小山征治，斎藤喜美代，酒井範子，
榊孝子，佐々木優江，佐藤迪子，佐藤昭紀，柴田キヨミ，嶋田世津子，清水マスヨ，
庄野ミヤコ，杉徳恵，髙垣千恵，髙橋満智子，高橋京子，田口令依子，武元京子，
田中繁雄，田中清子，谷口智子，田宮美和子，槻谷純一，鶴池順子，年岡美和子，
利根川弘美，富田恭弘，中村洋子，中村その子，西尾正則，西村晴子，野口くに子，
野村守代，橋本永利，波田義信，浜田節子，樋口修，広瀬京子，広瀬紀美，細尾順
子，前田節子，牧野恵子，増田節，松田朝子，松村美智子，馬渕光司，水野清治，
水野万寿子，三好妙子，村山文子，柳生幸子，山内香織，山原光代，山脇真紀，吉
岡三鈴，渡辺京子，箕面太極拳協会【守口市太極拳協会】東正子，池内淳子，石原
和子，石丸美砂子，石丸美砂子，伊藤英，岩本帛子，岩本美代子，上田和代，内田
光子，大川孝子，大島和美，岡田恵美子，岡野洋子，岡本悦子，恩地阿津子，柏原
幸雄，川口了子，河田圭子，河野芳子，神田治美，工藤フサコ，国広静子，熊澤美
知子，熊屋英子，玄順子，後藤久美子，斉藤美智子，坂口マツ子，佐々木良子，佐々
木國子，篠原京子，芝絹代，芝野敏子，清水滋人，清水民子，白石英也，鈴井博子，
大海ノリ子，高野まり子，滝沢タキコ，竹市操枝，竹内みちゑ，竹中三代子，太刀
上千鶴子，田中祥子，田中祥子，谷口知恵子，樽谷清子，辻敬子，津田峰子，冨島
在子，中西タミノ，西野洋子，西村民雄，西本利夫，長谷川明子，濱上勲，浜脇一
夫，原田恵子，平井弘美，平井龍介，深江道代，福井光子，福尾敏幸，藤岡靖代，
藤村ヒロ子，藤本寛子，藤本シノブ，藤原こよ，古木一夫，堀桂子，前田喜代美，
松浦十喜，松本恵美子，水戸口実智子，皆見治美，峯畑和代，宮下美保子，村居和
子，森春美，森本久美子，山内和子，山口量三，山口恵美子，山﨑五恵，山崎道雄，
山田善雄，山本敏昭，山本義治，山本博昭，山本恭子，余崎慶子，吉澤能子，吉廣
夏生，守口市太極拳協会【門真市太極拳協会】天野晴美，荒本恵子，飯島靖子，池
本善子，井坂多恵子，板敷サミ子，上野厚子，植野和子，大島時子，奥田潤子，片
山博，金子ルリ子，河西紀子，越野崇子，酒井秀子，武内美佐子，田中登，辻順一，
辻川淳子，常木迪子，徳田五十鈴，西岡幸子，西口恵美子，西田治恵子，波部美江
子，樋口操子，平尾益子，平野幸子，水口知子，山崎義幸，門真市太極拳協会【八
尾太極拳協会】芦田芳江，足立美由紀，石川良子，石山悦子，礒本恵，稲田世津子，
上杉恵千子，打谷征子，馬谷通子，榎田久子，大倉歳子，岡昭子，小川尚美，小畑
ヒロ子，片岡美彌子，加藤照美，金原愛子，カネル知世子，川崎佐智子，北野勝子，
木下康子，木下敬司，木下典子，木村美千代，楠田秀雄，古仲敏彦，小林喜代，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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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美弥子，酒井春子，阪井佳代，坂田ケイ子，真田温子，柴田綾子，芝山慶次郎，
清水曜子，下松照子，末包美恵子，杉尾喜美子，須田照子，住友洋子，武田繁，竹
田美代子，長井豊子，辻美佐，當宮満錦代，富永勝子，中西純子，中山美恵子，西
村美津子，西村和子，西山道子，八田千恵子，濱向英子，原山義人，樋口順子，廣
瀨洋子，藤山裕志，藤山泰子，松井汨子，松井通子，松井通子，松井宜子，松井啓
子，松岡愛子，松本攸子，三島日出美，宮城宏，三宅良子，宮里昇，宮西昌子，村
上ユウ子，室田宏行，森谷光代，森本景子，森芳マスエ，門田郷子，安井逸子，山
口加世子，山﨑紀子，山西紗貴子，山本みち子，山本勝子，油上明美，吉岡喜代子，
吉川英子，米丸トヨミ，八尾太極拳協会【中央貝塚太極拳クラブ】中央貝塚太極拳
クラブ員一同【富田林ゆうゆう太極拳クラブ】富田林市ゆうゆう太極拳クラブ【枚
方太極拳同好会】枚方太極拳同好会【松原太極拳協会】松原太極拳協会 代表 竹
中喜久子
【兵庫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兵庫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兵庫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小野太極拳協会】小野太極拳協会【三田太極拳
協会】三田太極拳協会【伊丹太極拳協会】赤﨑トシ子，足立貴美代，足立佳津子，
池田歌子，岩定正，植田晋旦，上山恒子，羽坂清美，梅本文江，江本充生，大吉智
也子，岡田喜代子，岡部小夜子，岡本公一，小坂田朝子，尾﨑賀津子，尾中信子，
梶原光行，春日悠紀子，蒲地三郎，河端貴代子，喜多村完，北村耐子，木村美智子，
木村千佳代，木村純子，木村厚子，木山勇子，久野由起子，久保川知，黒岩嘉子，
小城又夫，小城洋子，小坪克子，後藤小夜子，胡中千寿，小林ハナヱ，小林雪枝，
小山志朗，斉藤鈴代，坂本貞子，﨑田世津子，佐々木百子，佐藤ミツエ，重長とし
子，重信森里，庄田由利，白井綾子，新城友子，末次雅子，鈴木雅晴，高澤孝司，
高橋紀美子，竹内公子，武田美由紀，田中稔子，田中佳子，田中恵三子，田中友子，
田中一代，谷茂子，谷垣フサ子，団朝代，茶木晴子，戸井千代子，東山栄子，土手
久子，中西タカ子，中溝玲子，中村雅子，中村泰子，中山加代子，名取宏子，西村
二代，西本久子，西本敦子，野村千鶴，拝野篤，萩原美枝子，蜂須賀小夜子，服部
知世野，林美智子，樋口俊夫，福岡功子，藤井恵子，藤原郁子，藤村タケ子，船見
美佐子，古澤照子，堀田ヤス子，松下登美子，松永せつ，馬原和美，丸山喜恵子，
麦田美智子，六山悦子，村上保子，村上敏展，村上ますみ，村上純子，山崎祐子，
山中枝利子，山本知鶴子，矢本トク子，吉田泰子，芳野洋子，吉森忠弘，脇本和子，
渡辺民枝，渡邉真裕美【NPO法人神戸太極拳協会】間原奈美子，青木安子，青田
桂子，青野淑江，青柳千代利，青山久司，青山英紀，赤木淑子，赤坂昭十六，赤澤
伯一，秋田佳子，秋武洋子，浅井邑仁，浅田正則，浅津公男，浅原裕子，芦田美智
子，芦田美幸，東エミ子，畔布久隆，足立章，敦見国興，阿部小枝子，阿部伸子，
網田佳代子，綾部政子，新井文子，荒砂絹子，荒田喜子，有井利子，有江節子，有
田宏子，有近節子，有宗真澄，有安光子，粟田真佐子，安藤茂子，安藤利秋，安東
玲子，飯沼富美江，生島佳代，池田康子，池田優子，池本早百合，石井久美子，石
垣佳英子，石川良壬，石隅順子，石坂陽子，石坂のぶ子，石地秀子，石田佳代，石
田さよ子，石田令子，石谷壽，石野光子，石原則和，石原康代，板垣徹，伊丹歳浩，
一瀬康子，市場那晴，一矢光代，伊藤有為子，伊藤邦子，伊藤敬子，伊藤千保子，
伊藤保夫，稲垣早智子，稲田公栄，稲吉佐知子，乾壽郎，井上恵美，井上恵美，井
上一美，井上しのぶ，井上正樹，井上三十鈴，井上美幸，井上洋子，猪間禮子，猪
股由紀子，山本末子，今井キシヱ，今泉靖子，今西隆子，入口厚子，岩崎敦子，岩
崎公子，岩崎治子，岩崎三彌太，岩田あい子，上田和子，上田すずゑ，上田美智子，
上谷潔，植松久子，上村きみ子，上柳幸子，上山美智子，魚住玲子，魚橋治子，宇
賀敬子，牛山眞理，碓氷寿美子，碓氷利美，宇田和美，内海昌美，宇野照子，梅澤
美登志，浦岡堯子，浦辺千恵美，浦本恭子，江上和春，江崎美智子，江島玲子，江
藤朋子，夷洋子，蛯名雅子，圓尾智春，逢坂和子，王子稔，大池育江，大石信子，
大石博恵，大岩浩治，大岡和子，大岡節子，大下公子，大島千代子，太田久美子，
太田博昭，大谷節子，大谷幸子，大塚二三，大辻恵子，大藤聡子，大西貞史，大西
哲夫，大西則子，大西蓮子，大西明子，大西玲子，大庭由美子，大畠ひろ子，大原
富子，大原ルイ・治，大宮みどり，大村光代，大森洋子，大藪利子，大山静枝，岡
修一，岡豊子，小賀陽子，岡内幸代，岡田淳子，岡田恭子，緒方忠行，岡本和子，
岡本佐代子，岡本紗代子，岡本久一，岡本洋子，岡山洋子，小川ふさ栄，沖田勝子，
荻野貞治，沖村清美，奥田実枝子，奥村栄子，小澤妙子，忍海邊英子，小田照代，
落合知子，小野圭祐，小野作枝，小野千鶴子，小野千鶴子，尾埜登紀子，小野博子，
小幡正子，折井恵子，織部洋子，海瀬みさ子，我有睦夫，柿本栄一，柿本冨美子，
柿本雄二，加隈信子，影緑，陰山淑子，陰山直子，笠川雅子，梶川和子，樫原千鶴
子，舵原恭子，梶原玲，数岡八重子，数岡八重子，粕谷清子，片岡照美，片岡登志
子，片岡謹子，勝川和子，桂京子，加藤明子，加藤久美子，加藤ともこ，金澤俊子，
金山實，金子修司，鎌田美貴子，鎌田良子，神岡孝幸，神吉早智子，神吉節枝，嘉
村克彦，亀山勝之，亀山富栄，唐田智弘，苅田かよ子，河合篤子，河井紀美子，河
合新一，河合強，河合範子，河合典子，河合広夫，河上きみよ，川口勝治，川口久
実子，川口恒雄，川口恒男，川口洋子，川崎妙子，川崎矩代，川崎矩代，川崎久生，
河下豊子，川瀬昌子，川田智恵子，河内綾子，河津さなえ，川西曙美，河野憲義，
川原明美，河原昌子，川原三千子，川原美千子，川村英子，河本洋子，神吉晴子，

玉公子，後藤有良子，小西久子，小西博子，小早川梅子，小林悦子，小林千代子，
小林久子，小林道子，小原眞弓，小東靖一，五味清通，小村勉，菰渕昭子，小山ひ
とみ，小渡潤子，近藤公子，近藤邦子，近藤敬子，権藤善行，斎藤功，斎藤芳一，
佐伯都志子，佐伯正俊，佐伯光子，坂井弘子，酒井佳子，坂川リツ子，坂口二美夫，
坂下郁子，坂部幸子，佐倉茂美，酒匂景昭，佐々木昇，佐田佐紀，定松さとみ，佐
藤国博，佐藤孝樹，佐藤初江，佐藤通子，真川和子，佐野みゆき，澤田マチ子，篠
原勝，篠原義夫，柴田幸子，柴田史子，芝野裕子，芝生トシ子，芝本恭子，渋谷和
子，渋谷きみ代，嶋岡啓子，清水延子，下地くみ子，下段チトカ，下村好子，須知
照代，首藤潔，首藤さち子，首藤佐和子，白石直美，白川ゑみ，新崎瞳，進藤まさ
子，新信和美，新森正子，菅野君代，菅原千江子，杉田佐代子，杉本美津子，杉森
順子，杉山二三子，杉山真知子，杉山雪絵，厨子忠純，鈴木悦子，鈴木恵子，鈴木
孝，鈴木久子，春原伸佳，須見順子，住谷和子，住元三枝子，住吉房子，瀬川由美
子，赤安佐子，瀬戸照代，瀬戸紀子，瀬戸光和，瀬戸口真由美，千賀和子，仙崎す
み子，五月女三枝子，園田愛子，曽原ユキ子，髙原由利子，高木昌一，髙木芳江，
高沢萬喜子，高島喜四治，高島達夫，髙嶋光男，高瀬道子，高瀬義明，髙瀬芳子，
高田喜久子，高谷正美，高谷正美，髙野時子，髙橋愛子，髙橋薫，髙橋剛，髙橋好
美，高濱千鶴，高松ヒロ子，篁静子，高柳康夫，髙山多恵，高山英子，武市嘉晴，
竹内貞代，竹内佐智子，竹内哲子，竹内守，竹内良子，竹口キヱ，竹下すみ江，武
田英資，武田節子，武田良子，武田依里子，竹林勝実，竹林サユリ，竹本美代子，
但馬圭子，田尻信子，橘章代，立田啓子，辰巳久美子，田中麻絵，田中英津子，田
中和子，田中和代，田中勝子，田中喜久子，田中喜代子，田中清美，田中幸子，田
中信行，田中信行，田中孝子，田中町枝，田中弥生，棚橋幸子，谷洋子，谷口喜美
子，谷口耀子，谷本しづ子，玉浦せつ子，玉川勝己，玉木サエ子，田村千代亀，田
村秀雄，存公美，丹野葉月，丹原光隆，近田香都子，千歳美津子，茶元真美，調子
英雄，潰田美代子，潰田良靖，築山泰子，佃桂子，佃眞知子，佃まり子，辻本冨士
夫，辻本義弘，都築和子，都築茂，都築奈歩，鶴原直美，出水節美，寺嶋義明，寺
本小春，天満笑子，土井むつ子，桃杏，戸倉五十鈴，戸田進，戸田浩企，栃尾サチ
子，飛戸好江，冨田益子，富永昭子，戸村京子，豊田柄子，内藤三惠，仲井裕子，
永井亜紀子，永井克弘，永井宏彰，長井ゆみ，永井禮子，中尾登美子，中尾登美子，
長尾利子，中川あおい，中川エイ，中川節子，中島幸枝，中島徹，中嶋美紀子，中
島みち江，永瀬郁子，仲田勝克，永田昭子，中谷桂子，中谷ゆみ江，中塚宗佑，中
継正夫，永冨勝，中西敦彦，中西和子，中西登志子，中西良夫，長浜忠明，中林頼
子，中藤努，中村夏子，中村浩子，中村由美子，中本登貴子，中山道江，柳楽公子，
浪本美砂子，苗村則子，成原美雪，南古安子，難波富子，南奉宏明，新名二郎，仁
木裕子，西雪江，西海和子，西尾陽子，西川和美，西川惠子，西口艶子，西島春美，
西田加代，西田眞智子，西林京子，西村啓子，西村哲男，西本朝勇，西山澄，西山
雅代，西脇千代子，新田由美子，二宮順恵，二宮順恵，納庄とみ子，野口和江，野
口典子，野崎昇，野瀬隆子，野田寿之，野田春子，野田由里，野津洋子，野原悠紀
子，野村明子，橋爪光子，橋村琢子，橋本世津美，橋本冨美子，橋本直子，橋本治
美，橋本冨美子，長谷川和子，長谷川律，長谷川英子，服部志津子，羽藤順子，花
野章子，花房聖子，花房緑，花房義夫，花牟礼美千子，羽根田純一，波部寿一，浜
口澄子，濱田和美，浜田賢太郎，浜田侑子，濱田より子，早川誠，林保子，林洋子，
早田浩，原美佐子，原田浩，春井良雄，春木和子，春木弘毅，半田秀子，半田昌子，
半田玲子，日笠久美，東一枝，東野和弘，東邨弘子，樋口俊子，久野一之，肥嶋陽
子，緋田忍，日高和子，日高邦昭，日高早苗，飛高節子，平井正子，平川憲作，平
田時江，平野京子，平山洋子，廣岡三枝子，廣瀬喜美恵，広田悦子，廣田孝志，廣
田美智子，広山昌子，深水和子，深谷雄二，深谷良江，福井志保，福島安子，福島
瑠美子，福田いづみ，福田栄子，福永昌典，福永裕子，福原智子，福光富美子，福
光知子，福本広寿，福本正和，福本康江，藤井益美，藤井美智子，藤池征夫，藤岡
洋子，藤川和子，藤木節子，藤田和子，藤田敞子，藤田すみ子，藤田典子，藤田文
吾，藤田美代子，藤田洋子，藤谷美保子，藤村真喜男，藤本栄三，藤本和子，藤本
文子，藤原あさ子，藤原あさ子，藤原サワエ，藤原寿美子，藤原三重子，藤原美智
子，藤原康計，藤原礼子，船川裕代，舟木富子，古川俊雄，古川智子，平谷道代，
平内きくの，別院信代，別府ツギ子，戸来和子，外岩戸三信，細川美枝子，堀田邦
子，堀田正寛，堀井明子，堀江千鶴，堀岡有美子，本田和子，前川奈保，前川睦美，
前島ゆかり，前田チエ子，前田俊郎，前田勇左久，前谷ハル，牧加代子，牧洋子，
牧野靖夫，政木晴美，増田止美惠，増田功子，町田澄枝，松井季映，松浦満支美，
松尾貴子，松岡絢子，松岡佳世子，松岡忠博，松岡久恵，松下英子，松下浩子，松
島早苗，松田多恵子，松田俊夫，松田豊信，松永和子，松野数子，松野典子，松林
広子，松原宏子，松保聖子，松保聖子，松本幸子，松本哲，松本志津子，松本智子，
松本雅代，松本喜治，真鍋千代子，萬水洋光，満藤典子，三浦菊栄，三浦菊栄，三
木初美，三木弘子，水池敏郎，水江登志子，水田寿賀子，水田智也，水畑正徳，道
端實，満石アヤ，光田剛啓，南英夫，南出トシ，美濃一恵，三原康子，三俣正子，
宮井ひろ子，宮井夕起子，宮川美恵子，三宅和子，三宅島子，三宅治代，宮崎厚子，
宮崎サダ子，宮地加代子，宮田達子，宮地淳子，宮原ふさ代，三山裕明，宮本勝治，
宮本富子，宮本直美，宮本保子，宮脇慶子，宮脇友子，向井眞美子，武藤茂雄，武

神田善和，神原庸子，菊川亮子，菊池礼子，木地博江，岸田伊津子，岸田真弓，岸
田裕子，喜多正子，喜田純子，貴田久江，北川一男，北川猛，北川伸子，北川益子，
北口つや子，北澤さとり，北畑恵三，北本洋子，城戸孝典，木寅等，木下ふみ子，
木下由美子，木村克子，木村桂子，木村貞，木村信代，木村嘉彦，木本文子，木本
文子，草野静香，串田史江，久世幸子，工藤吉香，国方敦子，国沢章子，国近こゆ
み，久保浩，久保むつ，久保田喬子，窪田よし枝，熊谷晴記，久留島加代子，黒川
芳子，黒木賢一，黒田和代，黒田まち子，黒田幸隆，黒田洋一，顕谷文恵，荒神卓，
合田桂子，上月惠子，香山裕美，古賀よりえ，輿石悦男，小滝弘志，小谷友恵，兒

藤美惠子，村田和生，村田峰子，室山宣世，毛利和子，持田直美，元岡美代子，百
田照美，森恵美子，森和子，森ひろ子，森岡美代子，森川節子，森川博司，森実美
代子，森下とめ子，森下博，森田きよみ，森田茂美，森田秀子，森田美登里，森谷
ハルエ，森谷由紀子，森本勝也，森本千代子，森本豊子，森本則子，森本英敏，森
本ゆみ子，森山あや子，森山幸子，森山文美子，森脇松美，門内洋子，八鍬知子，
八代醍紀美子，安居要子，安田治子，安田道代，安田メイ，柳井京子，柳井安代，
柳川瀬政機，柳暁美，柳原冨美子，矢野不二子，山内美香子，山内優子，山岡田鶴
子，山縣晴代，山上幸子，山口香代，山口ひろ子，山口征明，山口眞佐美，山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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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﨑美奈子，山崎礼子，山下惠美子，山下勝子，山下静子，山下進，山下千津
子，山下仲子，山下禮子，山田志保子，山田妙子，山田艶子，山田艶子，山田益美，
大和悦子，山端久子，山道和美，山南恵子，山本悦子，山本和子，山本きみこ，山
本珠美，山本千賀子，山本のぶ，山本紀子，山本勝，山本通枝，行政裕子，湯本和
美，横尾龍彦，横田美保子，横山恵子，吉井サチ子，吉岡潤祐，吉岡速子，吉岡美
惠子，吉田公子，吉田敏子，吉谷光代，吉永美知代，吉本圭子，吉本泰子，米澤栄
子，米谷弘，頼恒幸江，若宮聖治郎，渡邉知津子，渡部泰江，大池太極拳教室，親
和会太極拳，すぽーつくらぶありの，西神同好会一同，星和台・鳴子太極拳教室，
見山クラブ【KOBETAO倶楽部】青木加子，青木圭子，阿南七重，新井美子，新木
絵里子，荒木清子，荒木七奈絵，生田昌，池田千鶴子，池永美知子，池永恵子，以
西幸子，石田朋子，石部一正，井関博文，市原進，出射悦子，伊藤千枝子，井野靖
士，井上博子，井上靖夫，井上浩子，今井敏弘，植木陸子，植田廣美，上田悦造，
上田カズ子，梅澤洋子，榎添冨士子，遠藤眞知子，大石満之，大鹿美由紀，大西裕
子，大西水脈子，大野文子，大橋訓子，大原柊三，大東真知子，緒方千恵美，岡村
幸子，小川芳子，荻野一子，長田八千穂，越智春子，織田真理子，笠原シズ子，加
藤恵美子，加藤定夫，加藤整子，加藤八重子，加藤民子，金川久美子，金渕明子，
金本ゆり子，上紺屋晴代，上村美智代，川島みはる，川本貞子，菅駿一，鬼一徳子，
北美智子，衣川津直，木下緋沙子，木村徳三，木村恵子，久保田智美，黒川剛，黒
田祐規子，呉麗幸，小杉陽子，小原国彦，込山純子，斎藤園美，斉藤千栄子，酒井
亮吉，酒井郁子，酒井孝子，坂本美穂，坂本陽子，佐藤清，佐藤紀臣，澤井博子，
設楽けい子，設楽広子，柴田敏子，柴田隆，島本和子，志水秋美，庄治奎子，白井
珠美，白木寧子，神宝信雄，末次裕子，管井富美子，杉尾栄行，杉本晴美，鈴木あ
けみ，須藤由美子，妹尾典子，園田純生，園田登志子，曽家清子，髙江和子，田垣
洋子，高橋和子，髙橋佐代子，髙輪延子，田川京子，田口明美，竹内博子，竹森美
智子，田中建子，谷村信子，田畑正子，玉井良子，玉井由紀子，筑紫敬五，辻昭平，
津田美智子，津田美智子，土屋恵子，常森礼子，土井敏子，当麻八重子，富園満里
子，中川洋子，中島純子，中島喜一，中島智子，中田明，中野ゆきえ，中野澄子，
中村久美子，中村憲子，中村操子，中村和子，長山多美子，中脇佐代司，那波惇子，
那波武彦，那波惇子，那波惇子，西史子，西尾美恵子，西河裕子，西田光江，西畑
節子，西森エミ子，二星祥子，丹波谷久枝，貫井徳蔵，貫井意子，野本シズ子，土
師智美，橋本優美，長谷川初美，長谷川智佳子，長谷田千佳子，服部美沙子，濱加
壽子，濱田靖子，林美智子，東浦寛，平川和子，平田ひとみ，弘世ふく子，弘中英
子，福神道子，福山美代子，藤井京子，藤井敏子，藤田基子，藤村佳子，藤村比奈
子，古川裕美，細道弘江，堀越茂，前田悦子，牧文代，牧征二，牧野基紘，政岡信
彦，政岡ゆき，増田節子，増山レイコ，松園喜代子，松永照子，松本直美，松本朱
実，松本容子，三浦由美子，三竿優子，三島洋子，道野賀鶴，南裕賀子，南和子，
三原茂，宮内広美，三宅武，三宅千秋，宮﨑芳子，宮田路子，宮前靖子，宮前公友，
三輪千恵子，三輪トシ子，望月計正，守本邦男，森本和子，安原誠吾，安福洋子，
山内ヒロ子，山内和子，山際敦美，山口熱子，山口純子，山添亜生子，山田尚美，
山根恵美子，山根令義，山根美智子，山根美智子，山本直子，山本貞子，吉江達夫，
吉田良子，吉田幸代，吉永義江，和田里賀，和田サチ子，渡部静，渡辺郁子【松蔭
太極拳研究会】上林泰子，内田裕子，王玲，賀欣，川窪淳子，心石裕久，小林章，
小山智恵子，篠原義子，志水喜久子，高瀬つや子，土井玉美，登川彰子，西尾梨枝
子，原田良子，藤岡敦子，藤澤一範，松下惠子，水山昌子，宮本典子，三輪千恵子，
寄崎明美，ロベールひとみ，渡辺慧子【太極拳元氣会】足立速美，阿部よしみ，綾
部美津恵，荒井智恵子，荒木節子，井垣節子，石崖貴美子，市川ふく子，井藤恭子，
井上晴代，井上泉，井上まつ子，入江美千江，植村武人，植村良子，内海あさゑ，
浦岡厚子，浦瀬由記子，榎本啓代，大澤昭予，大田あつ子，大谷あや子，大中富子，
奥村紀夫，納万里子，納ひで子，柏木みさ子，金丸宏，金丸美智子，金丸淳一，金
丸玲子，苅田行正，川瀬裕子，川添啓子，川西ふみ子，喜田仁美，喜田鈴子，北井
秀子，木下道子，木村正枝，窪田伊都子，倉本まり子，越地道子，児島すみ子，後
藤久仁子，小林幸子，坂田祥子，坂田かつみ，坂田きさ江，阪本小夜子，里村美代
子，島田芳枝，関屋範仁，高岡博子，高橋明美，武田和士，谷川博子，田原千春，
玉川加代子，為木清美，寺岡とし子，寺岡兼美，徳田寿春，飛田相子，飛田福子，
泊道子，内藤たみ子，内藤香織，内藤久代，中垣悦子，永木久美子，中島美穂，長
手正子，中林小智枝，西川徹，西川秀子，西山てる子，萩原旬子，畑中彩矢子，林
留美子，林朋子，林田智恵理，原君江，原富美江，原田満喜子，干潟幸子，平松博
子，広瀬文昭，福岡亮子，福原弘子，福原佳子，藤井勲，船越るり，堀次千恵美，
増田育恵，松末安代，松村尚雄，松本光子，松本美子，水内浄，宮浦照美，宮浦春
美，宮木朝子，村上三枝子，本林明美，守田陽子，守本昭治，山崎教子，山本富美
子，吉田節子，吉田美千代，渡辺二美子【太極拳「身輝会」】浅田妙子，阿重田純子，
敦見るみ子，生藤年代，井本三江子，上嶋輝美，榎本慶子，大嶋香澄，大津和子，
大坪由樹子，大前純子，大森苣子，岡崎典昭，小笠原太一，岡田麗子，小野京子，
兼先悦子，鎌田淑子，北村秀子，木村順，栗田真理子，後藤きよみ，齋藤忠行，酒
井令子，清水京子，下田不二子，橘伸代，田中美恵子，谷口昭子，田之上恵，柘植
喜代美，土居悦子，冨田直美，冨谷鏡子，中野由美，西岡美和子，西岡智子，浜西
美恵子，林弘恵，林恵子，廣谷道子，福井正恵，藤田順子，古塚雄策，三島道子，
三谷スヱコ，充辻泰子，箕浦美砂代，宮本洋子，山田和美，山西康文，山本まゆみ，
吉岡まり子，和田育子，太極拳「身輝会」【太極拳どんぐりの会】赤川京子，浅田
悦子，足立喜久代，荒井史郎，荒井不二子，飯屋美根子，幾田みよき，石塚康一，
石原美佐子，石原美佐子，石本ヨシ子，五十川美智代，乾梅子，伊部千鶴子，植田
晋旦，上時ちずこ，上野久子，上野山代志子，上村恵美子，浦上輝行，江口美佐代，
円座則子，遠藤敦子，大崎節子，大下富美子，大島健治，大野妙子，岡根順子，岡
村道子，岡本育正，奥間由美子，落合エツ子，越智真弓子，片山郁美，神渡ヤ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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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栄子，川口正男，川﨑由子，神邊淳子，岸上桂子，喜多員子，北川由紀，木股
文香，久保利美，久保川和彦，小泉純子，神前良子，小島正和，後藤康子，是石則
子，近藤孝治，斉藤直美，齋藤輝子，佐伯美世子，坂根弘子，阪本慧子，佐々本貴
久恵，佐藤正，澤喜代志，澤田美保子，下村絹代，白井文勇，白石絹子，城山文造，
鈴木峰子，高木久美子，高橋栄昌，高橋鶴子，田口文子，竹中淑子，田中出子，田
中淳子，田中良三，田中由紀，田中弘子，田中正子，辻雅美，土屋重光，坪井えい
子，遠山多喜子，飛田一成，中川寿子，中田新次，中野恵美子，中橋博子，永原和
子，西岡正治，西田逸夫，西田義隆，西村敦夫，西本順子，秦悦子，畑中澄江，幡
野丹香子，服部レイ子，濱畑美智子，巴山照子，原田恵，平野恵子，平見笑子，弘
世多紀子，深川晴代，藤枝良郎，藤枝味稚子，藤田征司，藤原美枝子，古田富子，
古塚嘉宏，古畑眞知子，前田洋子，真砂裕子，桝山榮子，松岡節子，松葉智州，松
村昭彦，松村順子，松本祥子，松本真衣，松本大三郎，的﨑美智子，馬渡玲，三浦
寿子，南美恵，美納ヒロミ，三宅幸成，向井悦子，向井千香子，村賀扶美子，村崎
なをみ，森岡弘子，森田三千子，森永尊枝，森本充夫，森本武，矢内和恵，八木早
苗，安留悦子，矢野喜久代，山下孝子，山下優子，山田喜美子，山田静枝，山中み
な，山平節子，山村久美子，山村純子，吉田千枝子，吉武武輝，吉村由美子，渡壁
鏡子【宝塚太極拳倶楽部】當悦子，伊藤善子，岩切淑子，上田静也，梅原優一，大
垣ふみ子，木村恭子，黒田美紀，越谷武夫，越谷三佐子，竹口明，原美代子，船越
京子，松堂善秀，松平善生，三宅孝子，吉岡節子【姫路市太極拳協会】位田正子，
大塚恭子，下森里美，下里幸，鈴木昱生，高井由貴子，高島輝代，田中良行，辻本
三郎丸，西川きみ枝，西河和子，野村節子，浜田重美，浜野初美，藤井邦子，藤野
八重子，藤原昌子，門藤トミ子，脇本和子【武術太極拳赤相会】小野久美子，鍛冶
本克子，武術太極拳赤相会【相生市太極拳協会】拳の会，タイチの会，緑ヶ丘クラ
ブ
（A）
，緑ヶ丘クラブ
（B）
，掌の会，わかば，協会教室
【奈良県武術太極拳連盟】谷 甚四郎，奈良県武術
奈良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太極拳連盟【飛鳥太極拳同好会】青山陽子，石田
繁夫，魚永福江，河内照明，川畑美智子，古賀淑子，小林淑子，新村昭子，鈴木捷，
鈴木滋子，高松淑子，竹森千恵，中澤哲也，中澤博子，廣瀬克彦，松南好美，三島
喜代子，山脇邦子【生駒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池田圭子，石川基恵，岩井精一郎，鎌
下勝子，岸明子，黒松安男，桑原徹，佐藤稜威子，新谷和雄，竹内昌代，田中紀子，
辻仲君子，津本ツヤ子，中橋千津子，藤池美代子，安田和心，和田久子【上牧町太
極拳同好会】阿部美幸，池口康子，大原幸子，大藤祐子，河合美智子，杦村喜芳，
髙橋正尚，立雅子，田中多加江，寺島すまえ，徳永初子，中井八重子，西井正和，
菱川加代子，藤川久枝，松浦敏子，松本康博，柳澤崇之，山内清，山内孝子，和田
恵知子【太極拳良安会】王文超，澤田壽夫，竹内博子，戸髙貴子，野村博子，畑中
ちえ子，阪東よし子，山根久美子【太極悠揚の会】朝倉頂久代，浅田喜代美，有吉
好美，有吉好美，淡路美鈴，飯坂あつ子，石神尚子，石神富美子，石田奈津子，市
川幸子，井上久仁子，今西沖，岩本美喜子，上田常子，馬先仁美，梅田勉，榎本喜
美子，大迫美枝子，大下千代子，大野祐子，岡本仁孝，小川和子，角田二三子，葛
城文子，上林千代子，喜田正子，北野博子，久々宮朝子，窪田典子，熊倉真由美，
小島陸正，小西みゆき，小林冴子，小堀稔子，古御門範子，米田徳子，斉藤慶子，
三枝安子，坂本栄子，坂元弘，櫻井多美枝，笹原妙子，定広妙，佐藤真由美，佐藤
美知子，佐野禮子，塩地幸子，島俊子，杉原惠子，須子ヒロミ，清家静香，関口一
子，瀬戸泉，妹尾ヒロ子，髙橋節子，高橋トシ子，瀧口貞子，武智英雄，竹村富子，
辰巳千代子，田中和可子，田中光子，田村喜久栄，丹愛，辻野忠男，堂園久美子，
堂園時男，道満善子，冨永みゆき，直本佳代子，長江淳子，仲尾利枝，長尾恵理子，
永原久美子，中村哲子，西城和子，能智庸一，野間野加弥，橋川薫，八軒久恵，林
康子，速水勝之，樋野本昭子，平井久枝，平井憲子，弘永和子，福島典子，福塚佳
恵，福西輝子，福良明子，藤岡幸枝，古川幸子，細川晴代，細川美津子，堀江田鶴
子，前川弘，前川桂子，増田千枝子，松枝日出郎，松田廣，松原順子，松本きよみ，
松山真紀子，三ツ石ヨシネ，峯恭子，宮口和代，宮髙恵美，甕直美，元広諭，森静
子，森口正子，森島ヒトミ，森田栄子，森田京子，守家奈緒子，森山和美，山岡髙
子，山川十糸子，山川明美，山口幸子，山口冨美子，山口勝彦，山崎初美，山本津々
子，山本和子，吉川美枝子，吉田ツギ子，吉田洋子，米永英子，綿谷淳子【中和太
極拳クラブ】上田吉世，大地フミ子，大塚進，奥昭子，小澤弘子，川合佐和子，栗
山真佐子，栗山耕二，児玉梅子，小村治子，坂上弘美，志治良三，土谷良治，土谷
純子，中橋香世子，西本修身，増田美也子，三浦雅徳，森本成宏，森本トヨ子，諸
橋高明，横尾光代，吉田かづ江【奈良市太極拳協会】穴田早苗，天野能行，網島サ
ク子，網島サク子，荒川莉慧，荒川莉慧，荒木英一，荒木倫世，池内登喜子，池田
八重美，池田慎久，池田義明，池田圭子，池田慎久，石高万義，市川幸子，市川幸
子，糸井信明，今木智保子，今木智保子，入木田永，入木田永，内原冨士子，海野
香子，奥西憩子，奥西憩子，奥山順子，柏村直子，片山輝子，木下雅巳，木村惇，
小島敬子，小城幸一郎，近藤希路奈，三枝朋子，佐田順子，真田照子，真田照子，
島田志津子，島田志津子，白木ヒサ子，杉岡明美，杉原貞子，杉原貞子，鈴谷千恵
子，関家潤，孫秀琴，孫秀琴，髙尾順三，髙瀬藤夫，田中セツ子，出口武男，出口
武男，中須賀美佐子，中辻惠子，中辻惠子，中村愛子，中村愛子，中村理恵子，中
村利枝，能川美幸，馬場敏子，平井恵津子，平井恵津子，平野豊子，廣瀬実，福原
夕起子，藤井シズ子，藤川聖子，前田洋子，松田怜子，松田怜子，松本尚久，三浦
一良，向井早智子，向井早智子，安田いづみ，安田スミ子，安田佐智子，山崎佳保，
山﨑佳保，山﨑典子，山崎典子，山辺正子，山本勝敏，吉成剛，吉成剛【平群太極
拳同好会】池田勝代，井上美津子，上野久子，大田秀美，岡本豊子，尾﨑良子，金
満通子，岸野月子，岸本祥子，阪本和子，崎尾米子，佐藤有岐子，下元禮子，高橋
喜美代，谷野由紀江，中川礼子，名田絹代，錦織智惠子，西村佳子，橋詰昌明，籏
谷里美，浜谷節子，原時枝，福井久子，南明秀，宮前吉男，村社勝子，幸野多希子，

— 50 —

2011. 10. 31

発行

武 術 太 極 拳 増 刊

平群太極拳同好会
【陳静武術太極拳研究会】案志由子，岩田薫，
和歌山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奥野順子，折田久代，垣内涼子，北川洋子，境
万起子，坂下佐希子，島﨑ちか子，對田未夜子，中村京子，西原照代，林雅子，道
瀬礼子，三井淳子，森さち子，山田文代，吉田友香子，吉永政人【友佑太極拳クラ
ブ】阿部美恵，池田洋子，井尻雅章，乾恵子，岩橋和代，上田眞須美，岡憲史，岡
原太津子，奥田加世子，奥野順子，折田順子，加瀬田信子，門起譽子，亀阪明子，
川島志津子，川端和子，貴志章子，北廣富子，木村悦子，久保佳代子，倉石庄子，
栗本浩，小門範子，酒井昭代，阪口悦子，坂元早苗，佐藤久美子，佐藤弘志，高岸
由子，滝本浩之，橘久美子，立野磨由美，玉川慶子，戸川良子，徳谷郁子，冨吉健，
中谷春子，中野千恵子，中峯光代，南部征男，林恵美子，東山久代，水沢則子，南
出利恵，宮本美奈子，目﨑和代，矢田京子，山﨑増美，山田文代，吉田トシ子，吉
村喜美子，和田真由美【ゆつひ太極拳クラブ】芦村佳津子，飯沼美千代，石本ひと
み，井田日由子，岩橋啓子，榎本淑江，大畑潔子，岡田淳子，岡本秀樹，岡本洋子，
小倉明，笠松文子，柏木孝子，上垣内真喜子，加茂眞知子，川口三四枝，越村勝，
小林令子，小山武夫，坂口文代，坂元早苗，笹田実千代，島寿美，嶋田雅雄，杉野
美由紀，高橋恭子，高橋宏嘉，田中愛子，谷口宣子，津浦美登里，出口節子，寺井
光代，戸髙良子，鳥井聡子，内藤佳代子，中尾昭子，中村百合子，西浴美智子，西
野千恵，野坂光博，林扶佐子，原田阿津子，平柳祥代，深美直子，福居久美，府中
喜久子，松島宮宣，松島成子，松本十代子，水野冨美子，三岡多恵子，山田節子，
山ノ井澄子，湯﨑直子，力津絹子【和歌山武術太極拳研究会】青木三智子，井辺悦
子，岩橋千尋，氏原陽子，打田鈴子，尾家由美，太田節子，奥野さちよ，金田三千
代，川田明子，菊池江美子，北村智敬，久世公子，栗原登子，小浪佑子，坂本由美
子，阪本勤子，清水倚久，寒川雅子，竹中恵美，玉置多惠子，徳田順子，中真喜子，
中井時世，永長美保，長坂佳子，中田晃代，中西しげ子，中村喜代子，名手裕美，
堀内まり子，本多洋子，前田眞千子，増田美代子，松本隆博，松本尚美，宮井和美，
和田恵美子【和歌山悠々太極拳倶楽部】畦柳久太郎，上田美代子，熊須章子，茂野
悦子，鈴木史朗，竹内香代，西端佳陽子，林征子，平井妙子，広田郁子，保坂恵美
子，前田美智子，南千鶴代，南方昭美，宮崎久美子，山本慶子，米本伸子，和田夫
美世
【健身太極拳連盟】一山紀子，角和子，中山和子，
鳥取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西村修一，牧田千賀子，矢倉喜代三，湯浅恵子，
健身太極拳連盟有志【大栄太極拳協会】高塚佑子，武信順子，武信倍子，村岡加世
子【太極拳連星クラブ】井勢陽子，大北多津子，大倉和子，大倉和子，太田寿親，
太田節子，太田節子，岡本澄子，岡本澄子，鎌谷幸栄，小谷さち子，小林茂，小林
温子，小林芳恵，田中智恵子，谷本昭，中島仁美，中村重光，西原和子，藤原美津，
古町淳子，牧野幸恵，美田一美，村川幸恵，村川恵，森岡敦子，森安小百合，山根
和子，由本直，由本衣子
【雲南太極拳協会 】雲南太極拳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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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原市太極拳協会】青木初子，赤木克子，秋田千
代子，石井信行，石井幸子，猪原安子，上西勝美，
大久保恵子，大成喜代子，沖津倫子，小野綾子，加賀博子，片山美奈子，片山靖子，
片山順子，金川ちよ子，金島美恵，金原啓子，賀山昌子，木山敬太郎，佐藤益子，
妹尾泰子，妹尾みち子，妹尾悦子，高橋久美子，高橋幸子，武井保子，竹内泰子，
竹内乙代，田中かおり，田中泉，田辺博子，塚原敬枝，堤谷偉子，鳥越保子，中原
節子，西山みよ子，長谷川明子，広井一士，牧野はるみ，三鼓美津子，三宅寿，三
宅恒子，三宅美恵子，宮本美枝子，物部妙子，森下成子，山木清子，山辺勝彦，山
辺一恵，横畑智子，渡辺育子，和迩悦子【岡山市太極拳協会】秋山悦子，粟本壮平，
井澤陽子，植村るみ子，宇高佳恵，大杉静代，太田孝志，大月美代子，梶廣子，樫
村保子，喜多敦子，楠戸政子，小若久恵，笹岡はるみ，実原卓夫，白石聡子，鈴木
元子，平和子，高重昌子，高森淑子，唯恵美子，中藤晴代，西村順子，野田慶子，
橋田貴代文，浜田雄一，林栄子，原田千恵子，藤原幸子，本藤信子，丸谷治子，道
広明人，村上恵子，森本浩子，安井ひろみ，山口喜久子，山田路子，柚木恵美子，
柚木ますみ【倉敷市太極拳協会】青木光江，赤沢信子，芦田美代子，荒谷清子，安
藤久恵，池内登女子，池本ますみ，石井八重子，石野恒子，和泉ミサヲ，井上美知
子，上野充子，内村寿美子，江村朋子，大玉清志，大森美子，岡川二三，岡野裕美，
岡村公代，岡本桃子，荻野啓美，奥田昱枝，尾島裕子，小髙秀子，小野喜志恵，貝
原悦子，片岡伊佐子，片鍋広子，片山正江，金髙恵，河田幸，河原晃子，河原祐紀，
河原浩二，河原成紀，北川清宏，髙馬貴子，小澤得恵，澤根敏江，塩坂準子，繁田
晴雄，篠原さつき，清水芳明，菅野諄子，杉本洋子，硯ミサ子，瀬戸悦子，妹尾唱
乃，仙波逸子，高戸雪美，竹内祥子，武本茂夫，田中廣子，田中秀幸，長曽我部房
代，土屋雅子，綱島悦子，津村ちえ子，寺﨑公恵，土居雄二，富永元子，中尾昭栄，
中川美智子，中桐佳都子，中桐品江，永瀬年枝，中西麗子，中村孝子，中村和子，
奈須好美，新谷房子，西山信郎，練尾由江，野中典子，橋本正人，橋本ひろ江，林
靖子，原恵美子，原チヨ子，姫井郁子，平田妙子，藤野雅義，藤原和子，藤原恭子，
藤原友子，前田敏子，松井宏恵，松浦剛，松永里枝，松本亮子，松本美穂子，三澤
美子，水野敏，水野満子，峰重まゆみ，三宅佐知子，三宅節子，宮崎和代，安谷圭
子，八束澄子，山辺さち子，山本雅子，山本敦子，横山孝子，吉本智子，渡邊美軌
【総社市太極拳協会】生田洋子，池上美保子，植田純子，江原保子，河原幸子，草
野智宏，高橋利久，難波久美子，林雄一，林リエ，平井淑子，藤川逸美，堀田志郎，
堀田志郎，光畑信子，守田久子，安田聖子，山田孝江【高梁市太極拳協会】伊賀巳
起子，小川智子，小原春美，小林やす子，須山美洋，多田永子，難波末女，土師裕
子，林美保，東平泰子，見尾操，森治子【津山市太極拳協会】秋元るみ子，安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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恵，池上富子，石岡儀則，石原貴美江，井上悦子，井上達也，井上美穂，今井己喜
江，上杉英文，植月豊子，浦山恭子，大村美恵子，岡本初子，角かよ子，川口博光，
河内愛子，喜田橋和代，木下春枝，木村和恵，百済芳郎，國富操江，國政正明，髙
本泰子，小島千代，古谷幸子，後藤正宏，小林光代，小山基智子，小山朋子，頃安
成子，権田敦子，澁谷恵美子，白井都子，須田道枝，高橋知子，高畑邦枝，髙畑秋
子，髙畑美代子，高松明美，田外美幸，竹内和子，武川春子，武川美代子，田中規
子，谷口幸子，谷口真知恵，徳田忠子，中谷章子，中葉万渡，難波恭子，仁木陽子，
西脇啓子，橋本孝子，畑精子，秦野一葉，花房良子，原朝子，原田浩佐，原田敬子，
伴展子，平山小夜子，平山孝子，広瀬香美，福田和子，福田里美，藤江益子，牧野
恭子，松井みどり，松尾康子，松尾公子，光永登子，森伊久枝，森本美代子，薮木
敬子，薮木二郎，山口喜久子，山下勝子，山中良昭，山本桂子，山本尚子，利岡栄
子【新見市太極拳協会】磯田恵美，黒山富美恵，中曽京子，船越勢津子，八木基次
【備前市太極拳協会】赤堀和彦，安良田啓子，荒手篤，石田節子，出井テルコ，宇
治橋美智子，臼井暁美，片山笑子，河合嘉弘，川西正子，木村千枝子，桑原佐代子，
桑原智恵子，金藤幸子，下林俊江，杉山綾女，髙原和江，瀧川八代維，竹内阿久利，
竹原稔子，玉垣八重子，戸田敬子，波多野博，平尾康裕，町敬子，森妙子，薮井国
子，吉川美知代，流王富美子【福渡太極拳協会】安藤裕美，金畑恵子，鴨井悦子，
川島恵，川島通正，国忠成子，杉山典子，経広伊津子，長原美津恵，三宅郁子【玉
野市太極拳協会】玉野市太極拳協会
【廿日市市太極拳協会】相原和香，市ノ瀬晶子，伊
藤洋子，井上富子，井町佳世子，植田剛之，牛島
智保子，梅野孝義，梅野知子，大石武司，大石郁子，扇元勲，大久保美恵子，岡本
勇，加藤喜代子，加茂智慧子，茅野志津子，川崎久子，川下教子，神田千穂子，神
田正照，神田嘉文，関東孝治，草本直子，黒田文江，佐藤和子，澤江展子，白川洋
二，白濱能里子，新海康夫，杉村矩子，清間和子，髙浪和夫，髙橋洋子，竹元光子，
井
田島迪子，立上早苗，田中光代，田中実，田中和子，谷峰美緒子，丹治マチ子，長
■
美智子，土田孝子，寺田逸子，中井正世，中井美惠子，中川慈子，中谷ハズエ，中
西隆子，中村美智子，長森恵子，中山久子，二階堂惠子，乃美康明，橋本勉，橋本
澄子，藤枝幸子，藤本待子，前反美砂子，増田桂子，町田紀代，松田洋子，松梨キ
ヨコ，水沼民子，皆本弘子，三宅孝子，宮本晴子，村上広美，盛清美津江，山口博
行，山田京子，山田孝子，湯木はるみ，吉永美穂，吉村敦子【福山市太極拳協会】
浅枝美和子，芦田恵美子，荒田敏子，池田幸子，池田幸，泉いよ子，出雲サカヱ，
伊藤敏男，伊藤富子，井上史江，伊場多恵子，今村幸子，岩永真澄，上西フサヨ，
魚谷スエ子，梅田絹代，占部幸子，榎本禎子，王輝，太田芳江，大嵩モトコ，大本
幸子，大本真智子，岡田正弘，岡田登美子，岡田ほのみ，岡田朝子，岡田洋子，奥
井照枝，小倉道子，小田垣邦子，越智由香里，香川逸子，香川ゆかり，忰熊加容子，
金田裕子，鎌田由紀子，釜本光恵，上田芳子，川崎まゆみ，川根行範，神本美代子，
神本八江美，菊川博美，菊池安子，キャップエレニー，京泉満子，久保悦美，窪森
美津子，黒飛綾子，高本順子，小迫妙子，小沢唯男，児玉良恵，小玉容子，小林智
子，小林朝子，小林久雄，小堀逸子，小松暁子，小松栄子，小松谷直子，齋藤興告，
阪本紀代子，迫節子，佐々木百子，佐々木康子，笹山政子，貞光康江，佐原冷子，
猿川昭子，島本珠美，新川政子，菅原睦美，杉原妙子，杉原悦子，砂田さと子，砂
原洋，住田康子，住田恵津子，妹尾陽子，高卯登美江，高垣京子，田頭良江，高橋
勝子，高橋直子，高原のぶ子，田窪洋子，竹内エミ子，武田千鶴子，竹元葉子，田
中幸子，辻百里枝，土本さえ子，筒井小夜子，藤堂礼子，殿山千代子，冨垣律子，
名賀孝恵，永井ミエ子，中津トク子，名越理恵，夏木謙子，猶原雅子，仁科順子，
西信修子，西原健治，新田弘美，沼田裕子，鳩野万里子，花房栄子，花房民子，林
弘子，原田富美子，半田福子，姫治瑞穂，平野陽子，広江基和，福田隆子，福田容
子，福本光子，藤井久雄，藤池美智子，藤谷幸子，細井美佐子，細谷洋子，細谷日
出子，細谷光照，細谷久美子，堀田小夜子，堀田君代，前田真澄，前田宏子，馬越
文乃，松岡利恵子，松原清子，松原瑞江，松本ひとみ，松本友子，松本茂子，丸尾
祐貴子，三島スミ子，溝上千種，溝川光子，溝口智恵子，見立昌子，道信雅子，三
宅かすみ，向山重子，村上かつ子，村上良子，村上久美子，村上美知子，桃谷佳代
子，森井令子，八津川千鶴，柳原京子，矢野富子，山崎あつ子，山下フタミ，山田
愛子，山根紀子，吉本春美，吉行由美子，和木禮子，竹の子会有志
【山口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山口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山口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下関市武術太極拳連盟】石川八重子，今井小夜子，
入谷典子，岩﨑愛子，上野多美子，薄墨泰子，門田住子，金田美枝子，工藤康子，
黒岩ユカ，河内秀美，河野智恵子，小林亜季，小林文江，小松和子，桜井智恵子，佐々
木キクヨ，白岩美江，髙田㐂美子，髙橋洋子，津次悠紀子，中津美津子，中村㐂代
子，花岡由紀子，浜祥子，浜上倫子，日野裕子，日吉禎子，藤田紀子，藤村登希子，
牧野妥子，本村輝美，森羊子，山﨑良枝，山田恵子，渡辺千佳子，渡邊美由紀【周
南武術太極拳協会】相本邦子，小西輝保，濵田宏，周南武術太極拳協会【太極拳普
及団体九龍会】家田容一，稲垣三枝子，寺堂良子，豊田ひふみ，中村幸子，増矢奈
穂実，宮本久美子，村上千枝子，桃崎ハツ子，山中幹江，義宮冨美江【岩国市武術
太極拳協会】瀬戸海太極拳クラブ，錦太極拳同好会一同
【香川県太極拳協会】安芸恵津子，足立陽子，有岡
香川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節子，池田京子，石井民恵，磯崎鈴子，磯崎智子，
岩田和子，植村さとみ，浮田幸子，宇野和子，大西マサミ，岡田豊美，岡田美穂子，
片山登代美，川上義邦，河田友エ，神原好美，倉山恵美子，黒川数子 夫妻，合田
花子，小西美智子，渋田美千代，島川真寿美，清水邦夫，白川ハルミ，杉村光枝，
滝内利幸，竹内幸，竹下紀子，筒井純子，冨永美枝子，中川春子，中西浅子，中西
弘子，中村百合子，馬場照千代，林恵子，林喜久枝，藤井明美，藤澤節子，藤原一
三，藤原ヒロミ，細谷節子，正岡真知子，松浦節子，宮下澄人，宮武未知子，宮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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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宮本康弘，村上佳代子，村上みどり，矢田史江，矢野由紀，渡辺仲子，香川
県太極拳協会【香川中国武術協会WUSHU】安部由美子，石尾彩恵，泉清章，泉照
美，井本羽咲，木村一成，堺奏恵，佐々木輝子，十河加奈子，土井麗子，西本岳斗，
福井路，松井恵子，松井年行，松野浩輝【太極拳若葉の会】天野桂子，石丸洋枝，
上枝幸子，植松富子，内海静子，樫春子，梶河静子，加島照子，金丸恵子，鎌田峯
子，亀山克子，川西公美，塩梅厚子，砂子義徳，十川光子，竹内幸子，田中壽子，
谷照代，長尾輝士，長尾信子，細川敬子，松本香代子，松本照子，三崎清美，溝渕
善子，宮地キヨミ，明星きよこ，村上和子，森野文子，山崎芳子，竜吐規子
【徳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徳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徳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徳島県太極拳協会】赤松恵美子，秋田美恵子，荒
操，井上淳子，今中宣子，岡井知枝子，小笠原啓子，小田礼子，桂幸江，加藤治男，
河上美代子，川田知加，河野文子，河野美和子，川人香，川村英人，喜島寧子，北
川トヨ子，北川初子，久保佳子，小西豊子，近藤真由美，佐々木ヒサ子，佐田一江，
末木明美，末木拓生，鈴木民子，住吉正史，田岡祐子，髙尾久子，髙尾フサ子，高
田拡夫，高橋陽子，武市信子，竹田順子，立石史子，谷藤多美子，田村和子，続孔
子，寺井智恵子，寺尾憲資，長尾八重子，中川正子，中野幹男，新居弘子，仁木覚，
仁木百合子，西野宏美，西藤幸子，浜田邦雄，林為好，林真佐美，原田八重子，広
瀬成美，前田智恵子，正木美恵子，真野節子，南好美，柳生富江，山口照美，油谷
君代，渡部幸子，マンボウクラブ
【愛媛県武術太極拳連盟】愛媛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愛媛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第14回交流会【まつやま太極拳研究会】菊池静香，
黒田和江，上堂光子，周防睦子，高橋義智，田村トシ子，西原伊津子，細田悦子，
丸山キヨ子，光宗和子，村上泰三，山本清美
【安芸市太極拳クラブ】荒川侃水，上杉千世，尾
高知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﨑美和，蔭川和，門田幸，門田則子，清岡良子，
須賀和子，長野和子，新居千代，畠中芙佐子，浜田真樹，福留建夫，本田康子，山
﨑茂子，横田幸子，和食静江【高知武術太極拳協会】青木道子，青木陽子，揚田多
紀子，足利キン，伊井節子，池上久美子，石本哲男，井上郁子，今城富子，上杉芳
子，氏原史子，大久保幸江，大﨑佳世子，大谷苗美，岡﨑みさほ，岡崎隆重，岡田
世津子，岡田淑子，岡林佐智子，尾崎容子，笠井順子，門田和子，鎌田和子，上村
和子，川上美智子，川北史，川久保喜代，川澤裕子，岸田泰子，北添起代子，北村
賢一，北村光子，久保道子，公文加恵，小嶋美代子，後藤聡子，小松絵美，小松桂
子，小松美和，近藤笑，斉藤忠利，坂本良弘，柴岡太古，嶋田須賀，下元すみ子，
秦泉寺保子，杉本健，須藤和子，関川久代，高橋愛，高橋静枝，竹内真奈美，武政
こずえ，竹村貴志子，田坂節子，田中宰，近澤利衛，近森知子，辻恵子，筒井博美，
津野志磨子，土居和世，巴博子，中熊いづみ，中田美子，中村忠一，中山礼子，永
吉拓道，南部貞子，新居武子，西岡満子，西森マチ子，野﨑道子，野中公恵，浜田
英子，濱田智惠，濱田恵子，林豊子，平田美都代，福川裕徳，福留厚生，藤田敬子，
藤原政子，古屋精紀，堀内瞳，松井淑，松岡康子，松岡和子，松下るみ子，松下公
子，松本 和子，松山リエ，宮尾賀子，宮﨑美代子，宮地正隆，宮田尚美，森田郁
子，柳瀬佳子，矢野浩衣，山崎美佐子，山﨑好，山本多恵子，山本富美，山本知加，
吉永さち，吉村佳津子，和田敦子，朝倉太極拳教室，一宮太極拳サークル，浦戸太
極拳教室，越知教室，太極拳福寿会，高須お祭りクラブ，高須教室，東部会，土佐
道路クローバー会，南国太極拳サークル，ぬのしだ太極拳同好会，三里太極拳教室
【東部太極拳クラブ】有光和子，井津真喜，入交矩子，坂本美与，佐藤敏之，内藤
雅仁，西尾寿公，野村圭子，浜中芳久，廣瀬恵子，森美恵，安岡幹子【土佐市太極
拳協会】市川ミサ，岩郷むつ子，楳田昌子，奥田明美，上村庸子，神田孝子，瀬戸
公子，谷岡由佳，中島文子，濱田美江，三谷佳志子，横川ともこ【四万十市太極拳
協会】四万十市太極拳協会【宿毛市太極拳クラブ】宿毛市太極拳クラブ【須崎市太
極拳協会】須崎市太極拳協会
【NPO法人福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NPO法人福岡
福岡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県武術太極拳連盟【華麗太極拳連合会】阿部カヲ
ル，荒平千代子，有村陽子，飯盛矩武，池田三枝子，池田智子，石井昌子，石橋明
美，石松宣子，板屋トミエ，井手武彦，井手功，糸岐宣昭，稲垣えり子，井上光子，
井上通子，井上早苗，井上陽子，井ノ口則之，今村寿子，岩室美佐子，岩室由美子，
上山道子，牛嶋裕子，内川淑子，内田純子，内田美男子，海野和子，梅木千里，江
見礼子，王殿鈞，大蔵亜弓，大塚英明，大庭千恵子，大村泰子，岡利子，奥村初代，
甲斐久子，甲斐朝子，風間英明，片岡淑子，片山悦子，加藤愛子，加藤康禮，角屋
とき子，金子房子，金崎眞知子，金原美子，釜崎初枝，鎌田美千世，蒲原敏子，亀
井玲子，河崎正樹，川島和子，川澄嘉宏，河野美咲子，河原由紀，北島千津子，義
間千鶴，草場キヨ子，楠田園枝，黒木隆，黒住ヤス子，桑山綾子，小池公子，小泉
恵美子，古賀由美子，小林弘子，五郎丸洋子，近藤圭子，坂井浩子，坂本恵里，柴
田淳子，島崎幸子，下條道代，白石武子，隋順海，末永富子，末松幸子，瀬崎雅子，
宗由江，高橋紀美子，竹内麻穂美，田尻久美枝，田代道子，田中良子，田中綾子，
田辺高代，谷節代，丹広子，蝶野しをり，鶴崎由美枝，津留崎とみ，土井浩子，戸
簾沙也香，徳永陽子，戸澤民江，富永慶子，中嶋ヒデ子，長瀬ユキエ，長田寿美子，
中村征子，中村洋子，中村喜美子，中森しげみ，縄手尚枝，西田操子，西畑美幸，
西畑正子，西畠和男，野尻浩子，野見山真佐子，野村智子，浜田敏子，林恵子，林
幸子，原幸代，原口智恵，原田優子，原田東紀夫，原田千里，稗田ノブヨ，樋口み
ち子，平田静子，平野文子，平野淳子，廣瀬精二，廣瀬哲子，福田美信，藤井博，
藤井朝美，藤本渥美，舟越幸子，舟越小夜子，舟越照子，舟越正子，古川裕子，前
田美貴子，真木万智子，町田達治，松尾葉子，松尾和枝，松澤君子，松田アサヱ，
松藤由紀子，松本洋子，水口由美子，水町晴美，三宅和恵，村岡泰子，村田武，森
保子，森千枝子，諸永真由美，八木俊夫，柳川あさよ，山口佳緒里，山口勝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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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まさ子，山田由子，山本ムツ子，吉開登志子，吉田良子，吉田晴子，吉田晴枝，
吉田貴志子，吉田佳子，吉村るみ子，利久俊子，渡辺美代子，渡邊孝之，渡邊和，
渡辺育子【北九州太極拳普及協会】相島満惠，青柳陽子，秋成清子，秋滿新太郎，
秋山ヒロ子，秋吉義一，安高勝子，安部幸子，安部久子，安部定香，安部征雄，甘
水咲子，荒牧恵美子，有田久仁子，有吉猛，淡野かずよ，安藤文子，安東一栄，伊
井秋子，飯本キク子，井生郁子，池田妙子，池田文子，池田律子，池田美穂，池永
裕子，池永重徳，池松房子，池村栄子，石川八重子，石部峰子，石松哲郎，石山初
子，磯谷雪子，市川弘子，一瀬里恵，一華多美子，伊東智恵子，伊藤裕子，伊藤倫
子，伊藤きくみ，井上開代子，今井多九郎，今井小夜子，今永正雄，今長実千代，
今西征子，伊与田利子，入谷典子，岩佐正光，岩佐富美子，岩坂明美，岩崎由美子，
岩﨑愛子，宇江城千鶴，上田幸江，上田勝恵，上野美智子，上野多美子，上野匠，
上野晴生，上野美智子，上村たか子，上村志保美，宇梶友子，薄墨泰子，臼田芳子，
浦田善子，瓜生美智子，江藤富三，江藤文子，衛藤民子，榎園敦子，遠藤澄子，円
入勝彦，大浦豊子，大浦豊子，大江ひさ江，大岡美枝子，大神智子，大久保悠子，
大隈正登，大迫元子，大里和江，太田喜久子，大竹夫佐子，大津久善樹，大音博子，
大庭幹子，大林るり子，大原洋子，大平ミヨ子，大曲テルコ，大森由子，岡久代，
岡崎美津子，岡崎久子，岡沢良貞，岡田和彦，岡田瑞枝，岡田祐一，岡田しづよ，
緒方恵美子，緒方厚子，岡部佐代子，岡村由紀子，岡本峯子，奥千賀子，奥村令子，
奥村千代子，尾崎洋子，小田清志，織田百代，小田好子，小田原美香，落合朱實，
小堤千津子，小戸美佐子，小野律子，甲斐リツ子，甲斐千津子，甲斐洋子，我有幸
子，笠原早苗，梶原弘子，片山紀美子，加藤泰枝，加藤真理子，門田住子，金木清
子，金子智子，兼田キミ子，金田美枝子，香原砂知子，神川恵美香，上鶴和代，辛
島和子，假屋園幸子，川上清美，川崎加代，川嶋洋子，川島美登里，河内建二，河
内笑子，河野靜子，川端あけみ，河原君江，川村利子，河本俊通，菅ひとみ，菊純
子，菊川英昭，菊本由美子，岸房代，岸上博喜，岸本佐恵子，北田忠男，北谷恭次，
木野純一，木下キヨコ，木下春美，木部義昭，木村多紀子，久志野あゆみ，櫛野敏
晴，楠木昌子，工藤和子，久保文靖，久保潤子，久米元子，倉岡龍子，鞍懸寿子，
栗崎暁子，栗山晴美，黒本操，幸田知佐子，幸田澄枝，郷田妙子，河野智恵子，神
谷ひとみ，神力フミ子，小木戸緑，小木戸秀喜，小島小夜子，古城能子，児玉時代，
児玉タヱ子，古長早苗，小寺純子，小寺タカ子，後藤芳子，呉藤ヨシ子，後藤京子，
後藤清美，小泊妙子，小西孝子，小林幸子，小林章子，小林亜季，小林文江，古原
茂美，小渕芙美子，小松和子，米谷マユミ，古森裕美，是石妙子，権田芳子，近藤
和恵，近藤公平，近藤孝子，近藤博子，近藤正幸，斉川義勝，斉川泰子，西条圭位
子，財前千賀子，西頭光代，佐伯信子，酒井俊一郎，酒井俊一郎，酒井みよ子，酒
井千鶴子，酒井香代子，坂口さつえ，坂田昶，坂本英子，桜井智恵子，迫博幸，笹
尾忠義，佐々木キクヨ，佐々木賀子，佐々木実，佐々木行子，貞包正則，佐竹喬，
定村弥生，皐月美江，佐藤弓子，佐藤靖子，佐藤紘子，佐藤敏男，佐藤博子，佐藤
久美子，皿海実知子，塩井弘子，志賀タエ子，重松まき子，重松詠子，実崎圭介，
實﨑信介，篠永政枝，篠原恵美子，嶋田薫，嶋田あや子，嶋立廣三，清水富子，清
水哲子，淸水俊子，霜手節子，常慶芙美子，生島年子，生野尚子，白石栄子，白石
博基，白石和美，白岩喜美江，白川房江，次郎丸鶴子，進悦子，新開美幸，新谷洋
子，新富由香，水津綾子，末田洋子，末松留里子，菅京子，菅智子，杉谷幸子，杉
村吉輝，杉本笑子，須崎房子，鈴木英子，住田悦子，瀬戸口和子，副島民雄，園利
恵子，苑田光代，園本アサエ，園山紀久代，大門和枝，髙木小夜子，髙﨑小夜，高
津千恵子，髙西美茅渟，髙橋達子，高橋庄司，髙橋真由美，髙橋春美，髙橋洋子，
髙橋達子，滝上篤也，瀧口キミヱ，竹石健兒，竹内桂子，竹内桂子，武田恭子，武
次高子，竹藤カヨ子，竹宗千代，田尻好子，多田康廣，多田晴美，只松敬子，伊達
藍，田所麗子，田所麗子，田中政巳，田中尚美，田中幸子，田中進也，田中典子，
田中信子，田中すみ子，田中和枝，田中ヨネ子，田中澄子，谷川ミエ子，谷口清美，
谷本勇，為末秀子，津坂千波，津次悠紀子，辻須美子，辻畑誠治，辻畑眞理子，土
川勝美，土川恪子，土谷つや子，筒井みつ子，都築信男，堤悦子，常賀裕子，角田
信生，角田素子，坪井由紀子，津曲立子，鶴原良子，靍久俊子，手嶋佐智子，遠山
覚，徳永綱子，戸髙信子，刀根公代，冨里まり子，富永郁子，冨永智子，富松征子，
豊島幸子，内藤和彦，内藤正臣，中井肇子，永石智子，中川京子，中川健次，中島
公子，中島秀子，中島早由美，中島浩子，中島久美子，中谷節子，中津美津子，中
西英子，中野美智子，永野和恵，中畑秀一，長浜幸子，中村操，仲村恵美子，中村
ヒサヱ，中村喜代子，中村光江，中村重德，中村清美，中屋敷澄子，中山真由美，
中山幸子，波平京子，西尾直子，西岡純子，西川恵子，西田のり子，西谷浩子，西
畑陽子，西村京子，西村由紀子，新田敏勝，野口千鶴子，野口秀子，野村宣子，野
村和子，野村さえみ，橋口静代，橋本英俊，橋本洋子，橋本哲子，橋本由紀子，橋
本富美，蓮井ちえ子，畑野美紀子，花岡由紀子，花村博正，馬場英子，浜祥子，浜
上倫子，浜田芙佐子，浜田弥生，濱野昭男，早川冨美子，林強来，原田美惠子，原
田桂子，原野早苗，東睦，肥後節子，久野章子，日高恵美子，日高伸子，日髙伸子，
日出柄みほ子，日野裕子，肥山勝子，日吉禎子，平尾優子，平田隆子，平野節子，
平野恵子，平本節子，廣池美知子，広瀬三恵子，深草侃，福島邦子，福田初子，福
羽弘子，福村勝子，福山長賢，福山朗子，藤井敬義，藤川英子，藤川のぶ，藤木厚
子，藤澤典子，藤瀬清子，藤田春子，藤田紀子，藤富美ヤ子，藤林良子，藤村登希
子，藤本昌子，藤原弘子，藤原敦子，不動猛雄，船津節子，古川寿美子，帆足幸子，
洞ノ上洋子，堀龍彦，堀新一，堀内利子，堀尾妙子，堀本博子，前岡生久，前田景
子，前田しず子，前田正太郎，前波真美，牧野妥子，益田博子，増矢智子，真武一
晴，町島龍子，松井治子，松井陽子，松尾康裕，松尾清二，松尾妙子，松川敬子，
松崎洋子，松下くみ子，松下文江，松田孝子，松田一喜，松田孝子，松永弥生，松
藤絹代，松元八重子，松本美千，松山範子，真辺晴美，眞鍋壽子，円岡加奈子，三
浦仁司，三浦美代子，水田澄子，水田絹江，水田澄子，水野元美，水野美知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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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由紀子，三井功，滿生美加，三留寿美惠，緑川重徳，三根シゲ子，峯新一，峯則
子，三原孝子，三原洋子，三村サヨ子，宮川千鶴子，宮崎弘毅，宮崎英子，宮崎久
美，宮地朱美，宮地完治，宮原チヱ子，宮原末子，宮本ひとみ，向井栄子，椁園美
代子，椁園礼子，宗定美代子，村瀬直子，村瀬昭次，村瀬直子，村田久美子，村田
靖之，村永加代子，目坂康子，毛利昭子，本村輝美，百瀬久子，森敏子，守圭二，
森羊子，森井文子，盛岡民子，森下千鶴代，森田恵子，森田やえこ，森本杜雄，森
山みどり，諸富厚子，矢加部治代，矢壁邦子，安河内真祐，安武ひとみ，八谷敏子，
柳瀬慶秋，矢野岸子，矢幡勝子，矢幡恵美香，山岡勝子，山縣一葉，山口明美，山
口佳代子，山﨑桂子，山崎哲子，山﨑孝，山﨑良枝，山﨑桂子，山下良子，山下キ
ヨメ，山下栄子，山下知子，山下安子，山下紀子，山下悦子，山下洋子，山下弘子，
山下武子，山田弘美，山田惠子，山田カオル，山田ケサ子，山地寿美子，山本喜代
子，山本悌子，山本久美子，山本絹代，山本絹代，山本昌子，山本千恵子，山本喜
代子，山本勝範，山本令子，湯浅みき子，横溝愛子，吉川且枝，吉田佐記子，吉田
美津子，吉田佳子，吉田和美，吉田滿利子，吉田三保子，吉田文子，吉竹和美子，
吉武輝昭，吉武禎恵，吉竹和美子，吉永和子，和田康彦，和田美枝，渡辺るみ子，
渡辺陽子，渡邊美由紀，渡辺文崇，渡辺昌則，渡辺恵子，渡部京子，割石素子【健
しん会久留米】赤石一恵，秋山佳子，出田テル子，草場美奈子，黒岩保，古賀美津
子，菰原貴子，坂田史郎，坂田悦子，坂本桂子，猿渡久恵，島豊子，杉尾ヨシ子，
髙田秀子，髙田耕二，高田幸子，髙野和美，田村悦子，中川由紀子，中島百合子，
中島清子，長沼イチヨ，中村カズ子，服部幸子，樋口節子，星野貞之，星野節子，
馬渕五月【太極養生会】愛澤栄，穴見信子，有富テルヨ，有冨テルヨ，池田公子，
石田勝代，井上信子，今泉美知子，今永登紀子，今永未来，岩﨑千重，大里孝子，
大庭八重子，岡部秀子，小原房子，甲斐英俊，金田たかえ，河上文代，川村高，川
村たみ子，菊池睦子，岸原喜久代，北時子，草野幸子，窪田信江，久米律子，黒木
加久子，黒田美枝，河内山厚子，河内山厚子，小杉文枝，後藤美砂子，在国寺弥生，
斉田豊子，坂本幸子，崎田義則，佐藤君子，白神智子，末松淳子，鈴木中，隅岡紀
子，関年子，関山巖，瀬崎公子，高須美智子，髙田稔，髙田稔，立川和子，田中恵
子，棚瀬マスヱ，谷口雪子，土居シナエ，党裕子，東野順子，土岐美佐子，徳重嘉
子，徳永三千子，中尾ひろ子，長崎紀子，永田妙子，中西伸子，中村雅子，中村宏，
中村信栄，楢﨑美恵子，西村眞澄，野田和子，野田和子，野田和子，早坂武志，原
口久子，原田志津子，平山ヨシ子，藤波三重子，古川クニ子，保利弘子，前田早苗，
前田キヨミ，増見瑠美子，松崎昭子，水原公子，満生静江，満生みを子，村上英幸，
村田裕子，森清子，森米美，森本博子，山田弘子，山中紀美子【筑紫龍安太極拳ク
ラブ】家中美保，石川恵子，井手美智子，今永千恵，今村香代子，上田富子，内木
場えり子，内田至，内田朝子，内村喜代子，占部恵子，永楽哲司，緒方道子，岡松
正臣，奥野雄大，尾崎恵美子，小野道子，風間廣雄，瓦田こずえ，菊次英子，黒木
公子，小若女美恵子，斉藤鏡子，斉藤鏡子，佐伯喜代次，坂本清美，柴田香津子，
高田孝子，高山惠子，徳永饒，中川康一，中西眞由美，中野昭子，永松高明，中村
美恵，中村章子，西内美代子，萩尾知子，花田晴美，花田英喜，藤木末子，渕上治
子，堀崎憲太郎，堀崎玲子，松原メイ子，松原文明，三浦薫，三角典子，三角勝江，
宮里美里，宮森静枝，用松静香，森部尋子，諸留嶺子，安川洋子，柳日登美，山口
絹子，山崎美津子，山﨑守，山田みどり，山西笑子，結城一代，横山清子【筑豊太
極拳協会】青柳陽子，浅田悠一，浅野慢，浅野ちずる，穴井千満子，天登晴江，池
主良子，石田冨士子，石松敦子，一木クニ子，井戸澄子，井上利男，宇都宮郷宏，
瓜生政子，江島陽子，遠藤浄子，大熊由嘉里，大塚てつえ，大塚照代，大庭睦代，
大庭恵美子，大庭千代乃，大庭千代乃，大庭奈緒美，大村光子，岡本邦子，奥井千
春，小野五月，角野キミ江，梶嶋昌美，梶原奈津子，金川明子，金子勝元，河越千
恵子，川嶌照美，川野和子，木附伸子，木村直文，工藤京子，久米俊子，黒川智津
子，神谷タマ子，駒山徳男，小南チトセ，桜本末吉，迫田絢子，佐竹佐和子，佐藤
ケイ子，志賀ミサ子，白石今朝子，鋤田哲雄，杉本勝則，杉本タマエ，髙市智津子，
立野謙吾，田中照子，田中身季，田中政代，田中哲美，田中町子，田中ヨリ子，棚
次明子，筑紫英子，津田芳枝，津野健治，津村まち子，冨原澄子，中田千賀代，中
村宏美，中村忍子，辺田ますみ，野見山典子，土師純子，橋本敏美，林功，林光江，
原田紀美子，樋口トミ子，平嶋敦子，平島義嗣，廣田真知子，深町眞由美，藤井真

福田美幸，福田美幸，福村晴美，舟川昭子，前河和代，牧野講祐，溝河律子，皆川
美穂子，宮本京子，宮本覚二，村上千代子，村上淑子，桃坂玲子，守口滋代，守口
滋代，森下初美，守山トシエ，守山トシエ，柳本友子，山下栄子，山下登代美，横
山利夫，渡辺ひろ子，匿名，豊前教室，東部太極拳協会，にこにこ泉の太極拳教室
【飛幡太極拳協会】青柳道恵，荒巻佳代子，安東信孝，石垣由紀美，石田澄江，猪
俣宏子，今田豪助，岩田八千代，内田順子，海老原弘美，大塚哲雄，岡裕美，岡﨑
京子，岡﨑清孝，緒方恵美子，加來雅夫，河野やす子，河野セツ子，川村千鶴子，
河本美津子，北岡アヤ子，久我紀美子，工藤和子，國信節子，黒岩佳子，黒岩登志
子，小出和子，神山しげよ，小永吉美千代，小南紀子，小山イソミ，坂本直人，坂
本奈緒，佐々木ひとみ，澤田明美，式町公枝，執行美恵子，清水みえ子，杉崎由里
子，杉崎奈緒，杉崎洋，宗文子，空谷妙子，滝キミ子，竹中セツ子，田上欣也，鶴
田淑子，徳永栄子，友定素子，中須賀和子，長田螢子，中野悦子，中村浩子，西上
朋子，西本清子，西本ゆかり，芳賀蒔子，橋本トクヨ，馬場英子，馬場保博，林優
子，廣谷セキ代，福井晃，船津夫佐子，松浦佳奈子，松﨑教子，馬見塚啓子，南と
し子，南とし子，三宅克子，森重瑞恵，森脇千津子，安田登美子，山口幸子，山本
幸男，吉田里香，和間京子【福岡県健康太極拳クラブ】麻生栄子，安高国子，石田
晴子，上園逸子，植田和子，上野良子，上本千代子，内田清美，大島勢津子，太田
ヤス子，岡村瑞枝，尾崎満代，小田實，甲斐啓子，金子陽子，川上いづみ，川上れ
い子，木村朝子，楠下寿美子，小池義雄，小池晴美，幸地由美子，後藤節子，小橋
厚子，坂野節子，塩田道子，重住ハルミ，重松富子，島史江，末嶋秀美，末嶋育子，
瀬戸常子，高椋乙代，田中アキミ，田中良子，谷頭洋子，力寛子，土居八重子，徳
本京子，冨安千佳子，長尾一子，中城節子，中村春子，中山博子，二宮美津子，畑
中けい子，日笠裕子，日高佳代子，藤原重子，二見寛，松井洋子，松尾俊治，松尾
まさ子，松山都至子，桃井弘子，森下直江，山口美穂子，山下英子，山村照代，結
城裕世，渡辺芳子【福岡太極拳協会】青木和子，青柳キヨ子，赤坂富子，明石京子，
赤松硅子，秋満光江，秋山陽子，阿曽榮子，阿曽一正，姉川絹代，姉川絹代，阿比
留ユミ子，安部雅子，安部雅子，安部シヅ子，阿部晴美，阿部佐和子，阿部仁，阿
部智子，荒川鶴子，有田須賀子，有田光生，有田みつ子，安藤君子，碇ツルエ，伊
規須和恵，井口美智子，池千尋，池田孝子，池野定行，生駒麗子，石川美代子，石
川孝子，石川勝，石田宣子，石田幸子，石津隆稔，石橋喜美代，石松啓子，石丸純
子，石丸三規子，伊豆丸雅子，礒田晃代，礒谷順一，一枝博子，市丸亜矢子，井出
美代子，伊藤千恵子，伊藤民子，伊東紀子，伊藤由紀子，伊藤紀子，伊藤真由美，
伊藤豊年，伊藤節子，伊藤利明，稲角哲也，稲葉由美子，稲葉キミ，稲益幸子，稲
永順子，稲永富佐子，井上ヒサ子，井上元弘，井上照子，井上雅恵，井上郁美，井
上郁美，井上幸子，井上千賀子，井上博子，井上悦子，井上久美子，井上泰治，井
上マコト，井口慶子，猪口清美，猪ノ口美保子，今井由美子，今徳和也，今西ひろ
子，今林美智子，今福仁臣，今村実子，井村晴代，井本保子，入江敏夫，入江大二
郎，岩城さおり，岩下南鶴子，岩下南鶴子，岩田純子，岩田惠，岩根留美子，上坂
節子，上坂節子，上杉満子，上田彰二，上田陽子，上野礼子，上野秀敏，牛嶋仁美，
内田美津子，内場由美子，内山喜代美，内山エミ子，馬越圭古，梅尾よし子，梅津
まさ恵，梅田弘子，浦了，瓜生房子，瓜生叶，江口加恵，江口幸一，江藤千種，江
藤テル，大浦則子，大賀忠子，大賀則子，大久保久子，大坂美紀子，大沢ますみ，
大澤勝，大重扶美子，大島和子，大嶋くに子，太田まゆみ，大田秀子，太田育子，
太田洋子，太田かおり，大成明美，大野美和子，大野竜二，大野康彦，大庭依子，
大橋規子，大見一敏，大見一敏，大山福枝，岡崎陽子，小笠原具子，岡田万稚子，
緒方尚子，岡野喜久代，岡野美登里，小川ひろ子，小川秀治，小楠葉子，桶田正子，
尾崎小夜子，落合イト子，音成幸子，小野和代，小野裕子，小野千恵子，小野末広，
小野真喜子，小野田澄子，小幡澄子，尾山清，甲斐登志枝，甲斐登志枝，貝原美恵
子，我有憲子，梯美喜枝，鹿子木幹子，梶栗英正，柏タツ子，梶原照子，片山和子，
加藤節子，加藤洋子，金堀みどり，金子法夫，金子ちよ，椛島フクエ，椛島毅，上
塩佳子，嘉村三記子，亀井千代子，唐金稔郎，狩俣淑美，川勝順子，川上一成，川
島和子，川嶋和恵，川添美枝子，川田直子，河野喜代子，川端芙美子，川原孝行，
川原将男，川原博恵，河部よみか，河村京子，河本津多子，神田田実子，関東廣子，
北岡アヤ子，北島保彦，木戸こずえ，木下さとみ，木下盛夫，木村悦代，木村八生

澄，藤田靖子，藤田タイ子，藤本孝子，古谷勝明，古谷実千子，古野富子，堀部初
江，前田和子，松岡昌子，松島宏成，松島静枝，松本純男，松本茂，松岡真砂子，
三毛幸枝，三村典子，宮岡るみ子，宮下由利子，宮田安沙子，宮武美智子，宮原小
夜子，宮本寿美枝，三好日出子，向山優子，村上情子，森下久子，森部照子，山崎
勝代，山下克子，吉浦緑，吉田真理子，吉成涼子，吉野末子，渡邉芳光，渡辺政江
【中国武術青藍拳社】足達祐子，阿部伸子，荒木しのぶ，井上美香，井上雪絵，岩
本宇嗣，岩本宇嗣，大瀧和代，大庭恵子，織田隆行，角谷早織理，川鍋淳子，木下
聖子，草場京子，幸尾重子，柴田弘子，城大香子，白石久実子，髙倉ミツ子，田中
徳一，中尾浩子，西川由美子，野崎千江子，藤田邦夫，藤田佳寿子，丸川道代，三
船英，三船千香，宮竹潤一郎，八藤丸恵子，矢野久子，山口功，山﨑和子，山下義
昭【東部太極拳協会】荒石ミツ子，飯田真由美，池田公子，池田圭子，池田明美，
池永豊子，石井幸子，今井信武，植田サチ子，上野キクエ，榎みさ子，江村福見，
大久保久海，岡阪展枝，加来恵美子，影田尚道，門田米子，川上正喜，川上直美，
菊池美保子，木村億子，清末精子，楠木昌子，久保節子，合原梅代，小松忠勝，近
藤隆江，酒井博子，酒井博子，佐久間いく子，佐藤静子，篠田民子，庄司喜美子，
白川利枝，髙島匡子，髙島貞栄，立川光代，田中千恵子，田中照美，田中照美，田
中英夫，田中伊都子，田中喜代子，田中千恵子，樽本芳子，塚本克喜，辻上ウタ子，
鶴田弘子，永尾才子，中嶋春江，中園文子，長田八千栄，中野萬千子，中野なをみ，
中野萬千子，中村まゆみ，中本征夫，西村邦彦，橋口ヤス子，橋口ヤス子，羽廣信
代，原田久美子，東原照美，樋口鈴義，平田優子，廣木啓子，廣木啓子，福島順子，

子，木薮珠子，金城和美，空閑妙子，久我真理子，久我陽子，久木田洋，草場悦子，
草場雅子，楠和子，楠本和子，久保幸江，久保貴美子，久保奈実子，窪田セツ子，
窪田涼子，久保田サトミ，久保田光子，久保山八重子，熊谷知美，倉員貞子，倉田
憲悟，栗崎久美子，栗田千ヱ子，栗原悠紀子，呉章子，黒木千恵子，黒瀬ミサヱ，
黒田節子，桑野倫子，桑野由紀子，桑野昭，桑野あつ子，桑原輝子，小井手ミエ子，
鴻農清子，河野ミヨ子，河野芙美子，古賀ひさみ，古賀好美，小嶋玲子，後藤志保
子，後藤妙子，後藤妙子，後藤栄子，後藤和子，後藤あゆみ，後藤恕，古殿悦美，
小林孝雄，小林邦子，駒田洋子，駒田禮子，小松佳子，小松ミチ子，小味山君恵，
小味山靖武，小柳加代子，是村俊代，権藤理恵子，西條照子，斉藤啓伊子，斉藤啓
伊子，齊藤晴美，斉藤豊次，斉藤妙子，坂下行夫，坂下昭代，坂田初枝，坂田ゆみ，
坂本幸代，相良紅，櫻井靖子，櫻井道明，桜木ミヨ子，迫田美智代，佐々木友子，
笹栗邦子，佐藤とき子，佐藤立身，佐藤ゆみ，佐藤悦子，佐藤ゆみ，佐藤康子，佐
藤悦子，佐藤正紀，讃井恵美，鮫嶋律子，塩川英子，塩塚美智代，塩満弘子，重藤
理子，重吉常子，志田千恵子，実渕奏子，篠嵜美知子，柴戸和代，柴田育代，柴田
香子，柴田典子，柴田冴子，柴藤太郎，渋谷征志，島才子，嶋田紀代美，嶋田邦子，
嶋田金子，清水洋子，宿里律子，城アツミ，城台順子，城台順子，庄野靖子，白井
靜子，白川誠一，白橋美智子，白水ミサヲ，白水ヤヨ子，塩飽るみ子，新谷絹子，
新地りえ子，末次ヒサノ，末次洋子，末松裕子，末松知子，菅寿子，菅志津子，杉
園辰三，杉野勝利，杉野桂子，杉村邦子，杦本紀子，杉山洋二，朱雀香織，鈴木紀
子，鈴木哲夫，鈴木久美子，鈴木賢司，鈴村節子，須藤誠秀，関くに子，瀬口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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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瀬口タミ子，瀬戸好子，銭本礼子，瀬良紀子，副島信，園田芳子，園田良枝，
園田和男，高木静江，髙木寿美子，髙倉フサ子，髙﨑一恵，髙崎鈴子，髙杉直道，
高瀬悦子，高瀬清美，髙園邦子，髙田碩子，髙田マス子，高田一誠，髙出幸恵，髙
野芳子，髙橋英人，髙橋秀治，髙原祐子，髙柳陽子，髙栁詔一，髙山達也，竹石和
徳，武内教子，武末和美，武田京子，竹野和子，竹林博子，武谷信子，田坂豊，田
島ヒロ子，田代礼子，田代典子，田代和夫，只松英樹，橘陽子，竜口朝代，田中み
さよ，田中由美子，田中尚子，田中八重子，田中亨，田中アキ子，田中妙子，田中
敏枝，棚木友博，谷垣久乃，谷垣敏雄，谷川瑞子，谷口眞樹子，谷口泰子，谷﨑達
夫，種浦ヤス子，田端信子，田原禎子，田村直子，築山節子，辻千恵子，土橋正子，
辻村照幸，土屋芳子，筒井京子，堤清修，堤裕彦，常松まゆみ，坪田桂子，鶴登基
治，津留崎照子，鶴田智枝，鶴田恒司，鶴田順子，鶴丸美弥子，寺島美代子，寺田
朝子，寺本智子，寺本時世，出利葉幸子，杜君燕，塔野賢一，東江洋子，徳永英子，
徳永レイ子，徳丸かつ代，都甲かやの，都合スミ，十時恵美子，舎川美喜，土橋博
子，富永千文，富安米子，知足民子，豊増敏子，鳥越順子，砥綿一美，内藤正子，
中尾淑子，中尾和美，中岡薫，中川晴美，中川園枝，永里和子，中島正義，中島エ
イ子，中島鈴子，中島雅江，長嶋かほる，永島桂子，中薗勝洋，中竹純，永留八智
枝，中西由美子，中西春美，仲西久代，中野フチ子，中野由紀子，中之薗幸子，中
間忍，永松律子，仲光康子，中村信子，中村清子，中村キヨ子，中村とも子，中村
とも子，中村良輔，中村藤穂，中村みき子，中村四季，中村和子，中山信子，中山
豊子，中山熙江子，永吉和恵，永吉和恵，中原次男，柳楽ミツル，梨田良子，名嶋
照代，灘真由美，名本七重，成田寿磨子，成瀬幸子，南里裕子，西香織，西尾美枝
子，西川きぬ子，西谷ひろ子，西原敦子，西原廣治，西村文江，西村恵美子，西村
久代，西村陽三，西山ヒサ子，西山洋子，仁田修，仁田アキ子，沼口宏，沼口三重
子，根本栄子，野上久美子，野口登美子，野崎恭子，野田部和子，野中タマ子，野
村尚子，波賀桂子，萩尾日出生，橋本昭子，橋本洋子，橋本恵子，長谷恵美子，長
谷川宏子，羽立徹，花田由喜子，馬場規子，馬場節子，浜田唱子，濵地京子，林静

藤介瀚，井上幹子，井上清美，妹川伝子，岩尾富士子，岩岡省子，岩坂美恵子，上
田静香，上田睦子，上田道子，上原欣二，上原久仁，上原慎二，上原ゆかり，宇高
雄司，宇高弘美，内田育子，梅田しげみ，瓜生悦子，江口えい，江本由紀子，大久
保緑，大倉宣子，大堂節，大野鏡子，大庭チトエ，大山博史，大山恭子，岡田清子，
緒方百合子，小川竹子，奥村緑，尾関むつみ，小田喜代子，鬼木一郎，甲斐和子，
垣原洋子，影山由紀子，片峰和彦，香月いつむ，桂和代，川﨑典子，河野勝廣，河
野信子，川村敏郎，神崎良枝，菊山恵子，北里加代子，北村博之，木村直代，蔵本
多津子，桑木和子，桑野加代子，小池節子，高律子，古賀典子，小嶋房江，小林ハ
ツヱ，是此田修司，近藤サヨ子，斉藤瑞枝，坂本ヒサ子，坂元ユミ子，櫻井愛子，佐々
木由紀子，佐々木スミ子，指山守男，佐藤美和子，佐藤元宣，佐藤京子，佐藤育郎，
佐藤則子，篠塚博文，篠原和子，柴田利恵子，嶋村晴美，清水れい子，下村りつ，
首藤文子，城英子，白石末子，新谷節子，杉園奈緒子，杉園セツ子，杉園秀美，鈴
木みちや，鈴木美智子，素村広子，髙倉弘美，竹下美代子，武田令子，竹中嘉子，
田中昭代，田中清美，田原淳子，田原迫静香，田村康治，田村加代子，俵光江，土
谷富美子，都甲和代，中野スエノ，中村信明，中村喜代子，中村晴恵，永吉タツ枝，
永吉昭夫，縄井ひとみ，西八代子，西川澄子，西村幸世，西村セツ子，西山信男，
新田紀代子，野内和子，野口幸恵，野口加代，野中慶子，野村美紀子，長谷川陽子，
秦満子，波夛野敦子，羽根田嫩子，早川洋子，林操，林勝弘，早田賢子，原由美子，
原口眞理子，日小田美都子，久野玲子，平井恵子，平岡友枝，平野栄子，平野節子，
平野京子，広瀬弘子，広渡治子，福田陽子，藤井祥子，藤原弘美，古川勝世，古野
静江，前田ミユキ，枡崎琴代，増田瑞代，松尾敦子，松尾ミドリ，松尾優子，松岡
均，松隈菅子，松﨑リツ子，松永三千代，松本満智子，水本恵子，光安千枝子，光
安尚子，宮崎千枝子，美山清子，向坊尚子，向坊龍爾，森岡裕子，守田美佐子，森
藤マス子，森山三知代，矢治文子，安永節子，矢田晶子，矢野浩志，矢野由美子，
山浦恵美子，山縣愛子，山﨑とみえ，山田すみえ，山田敏子，山中和子，山室つぎ
む，山本清，山本悦子，結城信夫，行時淑子，吉田ユキエ，吉田須美恵，吉田房子，

江，林洋子，林育子，林ハツ子，原靖子，原鈴子，原京子，原孝子，原島俊彦，原
田キヨ子，原田早苗，原田利江，原田弘子，半田ミキヨ，半田史代，東和香子，樋
口富子，樋口則子，久冨久美子，久本小夜子，日髙知子，日高聡子，日髙静枝，姫
野拓恵，姫野敏枝，姫野政一，平井眞知子，平井貴美子，平尾アサエ，平川京子，
平嶋タヘ子，平田進，平田ひとみ，平田加代子，平塚愛，平野秋子，平野友枝，平
野聡子，平山澄惠，廣川輝子，広永茂子，広渡清香，廣渡たつみ，広渡容子，深江
道子，福圓南津代，福島玲子，福田博美，福谷健，藤井康子，藤井八重子，藤井淑
子，藤井えり子，藤井嘉昭，藤江正洋，藤江康子，藤岡由美子，藤木加寿美，藤田
理枝子，藤田喜久恵，藤野八重子，藤村知子，藤原俊廣，二又美登里，佛坂和彦，
船本冨美枝，古川晴美，古川富士子，古川敬子，古野由美子，逸見征子，坊野政信，
坊野邦子，堀和子，堀裕子，堀千鶴子，堀勝司，堀内由美子，掘口恒子，堀田恵子，
堀田かほる，本田二二子，前田安都子，前田チカエ，前田芙沙子，前田島江，前田
春彦，前田さゆり，前田光久，前田豊，前之園辰雄，牧野礼子，真子節子，真島由
紀子，増田信夫，益田令子，益田慧子，松尾栄二，松尾登美子，松尾栄二，松尾登
美子，松尾美代，松尾芳子，松尾ヨシエ，松尾登志子，松岡信子，松門恵美子，松
川洋子，松崎美智子，松﨑トシ子，松田真紀子，松田八重美，松永日出子，松永淳
子，松長千秋，松永志都子，松永明子，松永竹美，松原もと子，松藤俊子，松見美
生子，松本美由紀，松本協子，松本美智代，松本典義，真間正寿，三島光代，水城
敏雄，水谷洋子，水摩秀子，溝田惠美子，三谷美智子，満潮律代，三ツ橋美津子，
蓑原徳子，宮尾節子，宮﨑みゆき，宮崎久子，宮地眞理，宮原早由美，宮原靖子，
宮本重子，三好さゆり，三輪満子，迎正人，迎洋子，向本明子，牟田口直子，武藤
勝春，村上千鶴子，村上義秀，村田トミ子，村山美奈，村山さえ子，望月智子，本
松アサ子，本松千雪，本松錠二，本村勝代，森茂，森俊子，森カヨ子，森内信行，
森下順子，森田能代，森田千賀子，森田敦子，森田範子，諸冨洋子，諸永美和子，
諸藤美由紀，諸藤秀子，矢ヶ部洋子，八木桂子，八児洋二，矢野ハツ子，矢野律子，
矢羽田美佐子，山内利恵，山口廣子，山口朝子，山口勝代，山口敬子，山口紀世子，
山﨑武司，山﨑正美，山崎玲子，山下邦子，山下瑠璃子，山下悦子，山下洋子，山
下和枝，山科康子，山科恵美子，山田恵利子，山田いつ子，山田和夫，大和日出子，
大和美由紀，山根義彦，山辺登代子，山村洋子，山村隆道，山本睦子，山本千佳子，
山本知美，山本京子，山本仁美，山本トミエ，山本尚弥，山本雅子，山本博資，山
脇雪江，横尾玲子，横尾文子，横山キヨ子，横山美和子，吉住洋子，吉田芳光，吉
武幸子，吉富美佐子，吉永アケミ，吉原トモエ，吉村次郎，吉村貴子，吉村勝，米
田しげ子，力武洋子，龍和歌子，和田美佐子，和田康徳，和田由紀子，渡辺綾子，
渡辺正樹，福岡太極拳協会【福岡太極拳研究会】青柳和代，青柳美江，秋吉廣行，
荒井幸子，有吉照子，安藤満代，池田遼子，石川秀久，石川勝，糸数友美，稲葉美
由紀，井上亜希子，岩本修二，内場直子，大石康太郎，大川雄一郎，大塚喜保子，
大曲雅美，大森直子，岡田竜太郎，片山一夫，金丸範子，川添千枝子，川原恵子，
河原一恵，木附悦子，木村由鼓，楠田昌子，久保田眞由美，熊谷瑠美子，古賀幸子，
五斗園子，佐伯京，阪本輝久，佐々木廣子，佐々木光子，佐藤民子，四宮千津子，
四宮ひろ子，清水祐子，庄嵜恵子，末原三徳，鮓本忠義，底田有理，高橋弘江，田
中義是，田中左知代，津田耕治，津田敏子，冨永好子，中島悦子，中島晋一，中津
迪子，南部武秀，西夘助，新田照子，根木村尚子，野口美穂，橋本昌子，橋本ちづ
子，花谷ひろ子，浜崎敏枝，葉山幸世，東郁生，平井聖代，平田延枝，福井美紀，
福崎博子，藤野悦子，藤山紀代子，船木敦子，本庄一法，本田えな子，前田滋代，
前田芳恵，松永澄子，松本美穂子，宮口真一，宮本恵子，向龍子，森邦彦，山前久
重，山田眞由美，吉村公香，吉村圭子，渡邉正信，渡邉満寿子，渡部園【福岡太極
拳練会】青栁和美，安部小夜子，荒木公子，安藤美奈子，安楽ノブ子，池上久子，
石川恒子，石田愛子，石田節子，石松暢明，井芹美沙子，板倉益美，伊東澄江，伊

吉武知佳子，吉野知子，吉村恵子，四角タツ子，頼田康子，頼永笙子，渡辺喜子【武
術研究会MARS】合澤伸哉，浅井宇蘭，浅井佳苗，浅井夢空，安達謙治，阿部香織，
網野淑子，新生哲朗，飯田和子，池田悦子，伊豆恭子，板野博子，井上望，ウィム
ヘンドリクス，植村喜代子，牛田智美，牛田雅弥，江島純子，江島俊朗，江島博美，
江藤久美子，江藤拓海，江藤拓也，江藤瑞姫，大内田晴俊，大平卓志，緒方由美子，
小田祥子，金子美佐緒，ギヴォンラヴィッド，桐原清美，桐原大樹，桐原妃奈乃，
桐原満衣子，日下部幸枝，黒江佳子，鴻上雅仁，児玉みどり，古中康一，榊原ツル
子，榊原正典，先山武志，白石浩，末吉多起子，土橋益子，寺尾和之，中尾真奈美，
長尾美和，中島剛，中村清枝，中山富代，新居恵里子，新居政幸，西元邦雄，野元
明香，野元秀幸，野元海凪，橋本愛，林和子，林直大，原勝利，原ユリ子，廣渡愛，
福井貴々，福井友也，福田由美子，藤野達也，二村きみえ，船瀬大吾，桝田純子，
松田美智子，水野大智，水野武昌，村上由美子，持主敏和，森寿子，山田省吾，横
溝佳史，吉田佳代，渡辺美奈子
【佐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佐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佐賀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伊万里市武術太極拳連盟】泉晴美，山口シゲヨ，
伊万里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唐津市武術太極拳協会】上野頴子，大木槙子，柿原信子，
加茂知子，木寺順子，小西美恵子，小松幸子，近藤春美，坂本繁子，桜井春美，下
条三千子，谷口智子，寺田桂子，浜久保智恵子，平川紀子，増本京子，松尾紀代子，
松本豊子，宮口加奈子，柳本芳子，吉田ミヨコ，吉田淳子，吉田みつ子，米丸慶子，
唐津市武術太極拳連盟【基山太極拳協会】久保園裕子，匿名１名，基山太極拳協会
【佐賀市太極拳協会】大塚せつ子，吉永美紀，太極拳佐賀倶楽部【武雄市武術太極
拳協会】井手敬子，武雄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鳥栖市太極拳協会】青木美恵，安東政
江，井川睦夫，伊藤実千子，井ノ口豊子，埋金清子，江﨑貴予，大沢美枝子，緒方
典子，小川敏江，奥戸タツ子，木村清香，児玉栄子，小峯敏子，斉藤絹代，佐藤敬
子，佐藤千里，菅初代，関照子，多賀富士子，竹下博子，田辺郁夫，冨トシエ，豊
住多美子，仲真利子，永田顕子，中野澄子，成冨恭子，西久保公重，橋本洋子，橋
本靖子，原マスミ，原菊子，樋口美智子，広尾えい子，福岡久美子，古川淳子，牧
野豊，松岡佐知子，松隈真理，森千鶴子，梁井公美，弥永真由美，山内智加，山田
啓子，横尾カツ子，吉田真和，吉田英子，吉竹愿子，檪村春江，桜町教室８名【弥
生太極拳協会】石﨑好子，一ノ瀬ミヨ，井上政子，井上紀代子，井上絅子，鵜池良
描，江口隆一，江越スミ子，大隈喜代，大塚光代，大坪輝久，柿本良江，金丸安隆，
金丸千寿子，北原澄代，桑野潤一，興梠美津代，小山タエ子，最所奈美代，西津博
子，貞富恵子，佐藤たづ子，佐藤泰代，陣内咲子，武智正臣，鳥飼真弓，長尾富子，
中牟田清子，中牟田久子，西河睦子，納富美智子，橋本テルヨ，濱立子，原由紀子，
原野八重子，東内啓子，福岡幸子，古澤礼子，古舘敏子，堀田智子，眞崎スヤ子，
増田和之，松尾千恵子，松尾寛子，松尾洋子，宮地佐智子，山﨑みえ子，山田チエ
子，山田純子，米光浅子
【彩和会】柴田雅代，三田村直子【佐世保太極拳
長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かんわ会】岩田寛子，浦田満由美，種田恵美子，
中村美恵子 帖佐教室 帖佐幸子，塚本佐保子【太極拳ＨＡＯグループ
（Ａ）
（Ｂ）
】
山本道子，ＨＡＯあじさい太極拳，ＨＡＯ西北，好々友の会，美好会，紅悠会【太
極拳ＨＡＯ田平】内野則子，河本勢子，黒石アキエ，小島アヤ子，柴田鈴子，早田
博子，髙橋美恵子，高橋智子，立木春代，谷コウ，渡子啓子，富野仙次，中尾まど
か，中田紗代子，中別府園子，西島礼子，畑中イツ子，松永エイ子，松本アイ子，
丸田寛子，森千鶴子，山本和子，吉本典子，綿川寿子，ＨＡＯ田平【太極拳翠クラ
ブ】塚原篤子【長崎太極拳倶楽部】石橋智子，内野順子，小笠原冨美男，小笠原理
恵，髙比良三千代，富岡いつ子，中原朱美，松長佐知子，三浦義則，山﨑芳子【長
崎県太極拳友好会海燕支部】井手岩雄，岡田栄二，海原一博，空閑次男，野見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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恵子，平道和穂，光武須美子，峰正代，村上京子，山本由美子【長崎県太極拳友好
会（佐世保）】岩永コイノ，加藤久美子，谷﨑秋敏，野村怜，東田幸雄，百武れい子，
廣田澄子，古川茂美，ベンキスト・ベン，前田誠治，宮崎彰子【葉風会】伊藤洋子，
植松季代，大川内慶子，太田純子，小川稚世，小川孝子，小幡一美，神山幸子，神
田照子，喜久里俊子，黒川芙美子，小山善子，﨑山直子，田川恵子，田畑照子，塚
本千賀子，朝永洋子，橋本さち子，畑﨑文代，浜田節子，久本シノブ，福野民子，
福本マユミ，船越紀代子，松本千代子，真辺憲代，森岡信子，森永美恵子，頼田久
子，渡辺政喜
【明日香太極拳協会】穴見和美，安藤千代子，行
熊本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田まさ子，池添和江，池田絹代，入倉恵美子，宇
髙弘子，岡山淑子，川越教弘，絹脇淑子，栗山幸雄，黒木真弓，小寺義昭，迫田健
太郎，重松明子，島村けい子，田中省一，田中文代，田原えみ子，堤蘭子，永田道
子，永利菊代，永野ヒロ子，永畑邦子，久野和江，平野恵美子，広田芙美子，深迫
春美，福田栄介，福留敬子，藤村悦子，本田信一，松崎津和子，松本遥子，宮川蕉
子，若松美枝【健康クラブ孔子の里】岩﨑廣喜，上村國之，浦壁環子，緒方まゆみ，
川上冨久子，田上昭子，出口絹代，平川マキ子【太極拳川の会】柏香代子，河上洋
子，笹川アキエ，田上久男，宮﨑純子，カトレアの会，つくしの会【太極拳「希望
の会」
】幟川洋子，福山小夜子，別城美知子，右田三代子，南部万年青太極拳，本
荘コミニティセンター太極拳クラブ【太極拳練武向日葵の会】赤星ヒナ，
赤星恭子，
荒木敬子，荒木精吾，井恵子，市原清美，稲田俊子，上村葉子，大澤シズ子，大島
美帆子，大島正子，大嶋篤紀，大津民子，岡田康子，緒方秋美，小崎修一，小野千
里，梶山陽子，金村栄子，河岸彦明，河岸信子，木下洋子，国武ヱミ子，久保田節
子，倉原千萬子，蔵満哲，栗山喜代子，黒川節子，小清水節子，小橋貢，坂本幸子，
清水巌，新上義昭，鋤先武雄，園田レイ，髙嶋重光，高橋稔，竹下成子，立山多津
子，建山義徳，田中弘文，田中聖七，田中美代子，辻本和親，内藤芳博，永井久美
子，中島健一，中島禮子，中野貴美子，中村和子，南野幸子，西田優子，西本信子，
蓮尾薫，長谷セイ子，林四重香，林弘美，東和子，東原康子，藤村京子，前坂秀子，
松阪昭一，松瀬美智子，松吉初代，都芳江，村上千恵子，村上由紀子，村嶋ヤス子，
山口博子，山腰万里子，山中矩子，和田直子，太極拳練武向日葵会【燕里武術太極
拳協会】石原絹枝，浦田イツ子，緒方啓子，川田真規子，北川大成，北川飛燕，北
川桜花，白石弘美，積寿美礼，髙山十六生，手島節子，遠原利恵子，徳永重彦，豊
田純子，中村むつみ，西井領子，平田秀子，深井節子，光永清子，宮本尚子，村上
里絵【武術拳好クラブ日和】安達康子，伊東けい子，井上瑞代，大﨑伸子，大塚和
子，小山博子，河上ヨシエ，川谷ちづる，木野和子，阪田律子，佐々木和江，佐村
理江，柴田アツ子，柴野孝子，下園妙子，白石篤子，瀬浜久仁子，園田ふき子，髙
木ムツ子，田中千恵子，朝永則子，永井納子，中尾千恵子，中嶋いつ代，永田美代
子，永田秀代，西村美香，野口沙月，萩原加奈子，橋本希世子，橋本良子，林弘美，
林千加子，東市子，福江眞知子，福岡いく子，村山美子，守田小枝，山中小代子【武
術こぶしの会】池田加代子，池田聡美，石村節子，稲﨑まち子，井村絹子，岩村孝
子，上村京子，上村幸枝，梅田清子，浦上伸子，大谷千枝子，緒方博子，岡村愛子，
金谷敏子，川﨑征子，河野君子，木崎春代，木野恵，木下久美子，城本貴美子，新
垣有美子，副嶌悦子，高田孝子，立川陵子，徳永美幸，豊田巨子，中石いつ子，中
石信，中川やつの，中原知代幸，西田安江，浜坂浩，浜坂恵美子，濵田絹子，肥合
妙子，福島和恵，福田明則，外村のり子，星田誠子，星田律子，宮地敦子，村上み
つ子，森本道子，渡辺眸【武術太極拳優駿】黒田徳子，古閑和子，唯井タエ子，平
島仁美，山﨑恵美子，山田隆信【やまが太極拳愛好会】相川成人，朝倉チエ子，朝
倉和代，新克代，荒木都，伊織和代，池尻真知子，池田哲子，石田由美子，石松博
美，泉ミトリ，一森寿子，井寺悦子，伊東ヒサ子，今井治，今田松江，井村芳枝，
上野ヨシエ，有働誠子，耘野由紀子，江崎靖子，大久保ツタエ，大古閑あけみ，小
野弥，小野美穂，加藤操，金子厚生，兼武千文，川畑明美，川原佐智子，河村アツ
ミ，神崎光子，北井和子，北川まさ枝，北島 乃，木村悦子，木村みずえ，清原唯
夫，草場重子，隈部良子，黒田喜久夫，桑原幸子，坂口弘子，坂口暉英，坂田美恵
子，坂梨あけみ，坂本詔子，塩山登代子，下田洋子，城葉子，杉原道隆，高棠恵子，
髙田日出彦，高峰恭子，竹下玲子，竹下玲子，多田隈恵，田中美知子，田中そめの，
月足敏子，月浦原一，築山相子，堤済夫，角田雅美，徳丸美重子，戸嵜峰子，富田
アツ子，富田峯子，友枝美穂子，外山英子，中原隆夫，中原メイ子，中満正一，那
須良一，長谷川セイ子，服部信子，林次夫，原令子，原田敏子，原田民子，東山静
代，古江弓子，戸次絹子，星子久典，星子栞，星子福代，堀聖也，前川鈴子，前田
源司，前田セイ子，前田富美子，松永文代，三浦美津代，宮田カツ子，迎田益子，
棟京子，村田静枝，森仁美，森みつよ，山川弘子，山口静子，山下冨美子，山部勝
子，横田明子，横田郁子，𠮷川忠寛，𠮷川清美，吉里イサホ，𠮷田敬子【悠遊太極
拳】一ノ宮直子，黒田勉，信田とみよ，武原京子，田上満代，玉城法子，鶴山わか
ば，百束セツ子，開田秋穂，三村仁子，芳田禎子，米村由紀子
【大分健真会】麻生美千代，安達マチ子，安 栄子，
大分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池見智子，石井小夜子，板井正直，猪原民生，猪
原美津代，内山喜矩，大野陽子，大森美恵，神矢ふじ子，川中涼子，清原由香，黒
田栄子，児玉雅子，小玉千代，小手川淑子，小手川貞子，小手川静子，後藤靖子，
在家澄子，斉 久子，坂本桂子，指原邦行，佐 睦子，重岡逸子，實崎泉，篠原豊
子，首 和美，生野達雄，生野雄大，末松安子，鈴木弘，瀬田仁子，多田和子，徳
光とき子，鳥居光代，直野靖代，中野喜代子，永松優子，姫野芙美代，蛭田恵美子，
深町茂寛，福田和子， 沢京子，藤田舜三，前田満智子，松井晃，松下和代，松村
嘉子，宮成睦子，矢川登美子，山内眸，幸睦子，吉田真須子，吉武智子，渡辺悦子
【大分市太極拳同好会】大野美恵子，小野八重子，相良啓子，長岡寛，日野倭子，
村上公子【奥豊後太極拳クラブ】秋山智恵子，芦刈ゆみ子，足立典子，足立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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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紀子，安東孝子，伊東和子，岡部たず子，柏祐子，黒田照美，後藤巖雄，後藤冨
美子，小松忠幸，佐藤美穂，佐藤俊郎，清水和代，十菱愉美子，生野十三子，白石
眞弓，曽我万里，但馬千代，多田千鳥，千鳥安雄，中嶋和加子，永松正彦，野村昭
子，半沢トシ子，姫野幸子，古川洋美，古川良子，牧季代美，松浪政利，三浦満子，
森川登美江，森迫弘子，山口和子，山下敦美，山本三知子，吉岡節子【佐伯市太極
拳協会】芦刈みちよ，安藤正幸，大神睦子，岡部幸代，甲斐幸子，片山イツヨ，神
田金吾，神田時美，木村幸子，久保田成太，重松真二，曽宮幹夫，染矢志津子，仲
矢光子，成迫洋子，原絹代【さくら武術太極拳連盟】足立恵美子，足立久美子，足
立幹子，足立美智子，足立孝子，足立道子，阿南聖子，安部純子，安部みち子，安
東久子，安東育子，安東淳，伊賀上睦代，伊賀上タカ江，伊賀上シゲ子，伊崎梅香，
伊崎茂子，石田豊，板井なぎさ，板井満洲子，板井今日子，板井玲子，岩本博子，
上村ユミ子，内幸美，宇都宮恵子，江藤三代子，岡部春光，荻本啓子，小野幸子，
小野英子，小野育子，加藤トミ子，兼重美智子，唐木クニ子，河野たきえ，川野孝
子，河野フミヱ，神田チズ子，木梨孝子，吉良育子，工藤信子，児玉八重子，古手
川千恵子，小林智子，小松久子，佐藤まつえ，佐藤明子，佐藤セツ子，推原ヨシエ，
塩月賀代子，品川ルツ子，清水民子，下田久子，首藤仙吉，庄司幸恵，陶山信子，
高野佐知子，田崎弘子，夛田真由美，田中ミヨ子，筒井智都子，堤内恵美子，寺本
智子，冨田喜代美，冨田トミ子，冨田美千子，冨田キヨノ，直野貞雄，中尾賀代子，
中川則子，仲松啓子，南寿頼子，新名恵美子，新名文美，新名多恵子，西山明子，
橋迫芳江，波津久勝代，花宮和代，林田公代，稗田浩子，日名子ミツ子，日野ヨシ
子，姫野阿佐子，姫野ヨシヱ，平川民子，平川京子，平川ケサ，平林美穂子，広瀬
富子，広田トヨカ，藤丸英美子，見塩皎子，宮崎文子，森口キヨ子，薬師寺和代，
薬師寺日吉，山﨑多嘉子，山崎美智子，山本慶子，山本貞子，吉田カネ子，吉田ま
ゆり，吉田明美，和多田三重子，渡辺道子，渡辺春代【嵩山少林拳大分県連盟】藤
谷多枝子【豊の国太極拳協会】秋月恵美子，麻生三男，足立仲子，安部石野，安部
晴美，安東妙子，安藤紀子，井筒明美，伊東喜代美，稲井昭子，猪原利子，今村良
子，上田悦子，上野由美，浦浜節子，大久保恵美子，大久保ヒロ子，大西千恵子，
押尾三千代，小野輝子，小原美保子，甲斐くるみ，加藤祥子，河野初美，菊池明美，
木村啓子，清田節子，後藤初代，後藤一美，坂梨孝子，坂本麻里，佐々木郁子，佐
藤トシ子，佐藤まり子，篠崎伸子，首藤恵子，園田和子，髙山順子，田崎トシ子，
丹後律子，徳田エツ子，内藤直秀，長野洋子，中村美喜子，西田欣厷，二宮早百合，
野田明美，長谷川眞理子，姫野美貴子，平井忠男，平井貴美子，平野幹子， 原実，
藤原豊子，渕上昭子，星子栄子，松井秀之助，松尾瑛子，松田美代子，三ヶ尻善子，
宮本伸義，宮本三枝子，森重友子，薬師寺文子，山田宏二，山田公子，山手裕子，
山中朝江，山本美代子，吉田チズ子【別府市日中太極拳教室】辻健【ゆう和太極拳
クラブ】安部清美【由布市武術太極拳協会】麻生タキ，上野幸子，大久保ツギ子，
神屋光男，川崎禮子，川野洋子，木本きよみ，後藤美代子，佐藤徳子，佐藤京子，
杉崎文子，田中幸恵，野中真弓，平野巡子，安井隆子
【県連盟事務局】新富町太極拳協会，ねんりんピ
宮崎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ック会場，延岡市太極拳協会【小林市太極拳協会】
黒木トシ子，四位達生，温水敦子【西都市太極拳協会】相澤ゆかり，壱岐和代，石
井昌子，石井紀道，井上輝，上岡直子，江藤芙美子，大久保晶子，緒方千恵子，緒
方メイ子，緒方よし子，鎌田節夫，木村藤子，黒岩正丈，坂口千代，菅原タミ子，
管原昇，杉田ツタ子，清悦子，高市フミ子，高橋勝美，竹之下裕子，冨山由美子，
丹羽省五，丹羽芳子，沼口兆子，山田詔子，山田辰馬，吉田茂善，吉野悦子，吉野
哲子【宮崎市太極拳協会】石田賀寿栄，磯上美紀子，今和泉幸子，梅木美穂，大山
光代，岡田愛子，小畠淳二，加藤典子，川添順子，窪田修一，黒木信子，白神比佐
子，田﨑栄子，冨永一弘，外山光代，西村光夫，兵頭三郎，松浦裕子，右寺紀子，
宮部博子，渡辺朱実
【鹿児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鹿児島県武術太極
鹿児島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拳連盟【鹿児島県太極拳連盟】青屋弘子，赤尾
さとみ，赤﨑喜美代，秋山アサエ，阿部みどり，鮎川ゆう子，荒木京子，有川栄子，
有薗瑞代，有馬ちず子，有村悟，安藤クニ子，安楽久美子，飯尾多喜子，池田貴子，
石川澄子，泉みどり，市来敦志，市来千鶴子，伊地知としえ，井手上從子，入来兵
衛，入来伸子，入佐ななみ，岩元順子，岩山ひとみ，上釜博子，上野博子，上之門
絹子，内園順子，宇都レイ子，鵜木ツユ子，江口陽子，追立泰子，大河ヨリ子，大
城千穂子，大倉野郁子，大薗ハヤ子，大原スミ子，大山まり子，大山マツ子，奥山
ゆみ子，栫久子，篭原公子，加治佐鈴子，加治佐あき子，勝田和子，加藤和子，神
野善博，川崎美恵子，川﨑優子，川辺広子，川原良子，菊永理愛，君野絹子，切原
泰子，櫛下町ひろ子，口ノ町綾子，久田ゆり子，桑代もえか，河野潤子，河野時江，
河野良江，高良レイ子，古城美都子，小薗イクエ，駒水シズ，才田博幸，酒瀬川シ
ズエ，坂元宣代，坂元美代子，﨑山尚子，鮫島祥子，鮫島淳子，鮫島町子，篠﨑和
子，芝絹子，下入佐美千代，下小野田祐子，下世美保子，下田代由美子，城ヶ﨑美
優，白澤千晶，末永良子，瀬戸山ユミ，園畑洋子，園屋あい子，竹迫妙子，竹中ヒ
デ子，竹之下芳子，竹山美保子，田中光徳，田中ノリ子，田中恵子，田中トム子，
田中優，田中スミ子，谷口美恵子，田野尻忠子，寺師順子，寺下敏子，堂園けいこ，
徳重初枝，徳田章子，徳留淳善，徳永タミ子，德永ミフ，戸破サエ子，永江モリ，
長江忠次，永長貞子，中迫美智子，中島妙子，永田タキ子，中堂園かよ子，中原幸
子，中村弘美，中村加代子，生井澤由美子，成元順子，南郷孝代，西エチ，西迫美
智代，西迫良子，野﨑ひとみ，野田久蕙，橋口雄子，橋口益子，八反丸典，蓮子ま
り子，馬場博子，馬場トミ子，浜崎康史，浜崎豊子，濱田清子，浜田ヨリ子，浜田
ヒロ子，浜田幸枝，濱田慶子，濱元和子，原口美治子，原田美恵子，日髙礼子，平
山あさ子，福添真記子，福田悦子，福地洋子，福留チミ子，福盛優子，古屋舗玉子，
法亢慶子，前田カズエ，前田さとみ，前田修，前田祐真，前山良子，槇山千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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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木紘，町田千壽子，松下恵，松元雅子，松山ノリ，水上直威，南アサ子，峯元恵
美子，宮本千恵子，村木睦美，室屋利代子，本村ケイ子，森尾智子，森永美知子，
森山京子，安田恵美子，安永純市，柳田聰枝，山口則子，山崎節子，山下順子，山
下郁代，山中真知子，山元照子，吉田よし子，吉永和子，吉原博子，四元砂子，米
満徳子，米森治，鹿児島県太極拳連盟【鹿児島太極拳協会】赤田清子，赤田典子，
跡部フヂ子，有元節子，岩切咲子，岩﨑勝子，宇住庵慶子，江之口ナリ子，大浦秀
子，大柄根廣子，落司道子，柿迫美好，上川路勝子，仮山由紀子，川中ツタエ，川
畑隆志，川畑里美，菊池美智子，久津輪ひとみ，郡サエ，小迫実，小宮妙子，境慶
子，坂元弘明，坂元羚子，坂元正文，坂元礼子，笹貫スミ子，篠原恵津子，新留啓
子，角正博，瀬口啓子，田川美和子，長良子，寺内光代，徳永幹子，中迫康子，新
原奈代子，西中川喜信，西之園克彦，西之園翠，野ヶ峯樟子，野ヶ峯樟子，畠中み
どり，東安子，東元尚子，平野美穂子，深水洋子，藤田律子，豊饒澄子，前川イツ
子，松野幸子，松元文子，南谷博幸，宮田ユス子，薛良子，山元佑子，湯ノ口まち
子，四元克男，米倉義昭，鷲塚カヨ子，奄美教室，加治木同好会，グリーン教室大
根占，溝辺太極拳同好会【南日本太極拳クラブ】有川久子，今給黎広子，奥津京子，
槐島洋子，小村紀子，小村みさえ，下園清子，髙橋信子，田中清子，田中俊子，田
畑和子，中尾洋子，馬場照代，原口裕美，春田牧子，福崎ちづ子，堀内悦子，森ツ
ユ子，吉丸キクヱ，姶良カサブランカ，なでしこ教室，木曜アリーナ教室
【沖縄市太極拳協会】新崎盛喜，新崎米子，祷美
沖縄県武術太極拳連盟 根子，上間和枝，大城孝翔，神村政江，小谷智恵
子，作下和子，平良和子，高宮城直樹，津波古保，富山ゆり子，仲宗根修，長田武
雄，濱崎悦子，屋宜ひろみ，山内小夜子，山田光一【沖縄太極拳友会】喜納良子，
島元正子，平良政枝，平良順一，鳥山やよい，登川操子，花城直美，牧向子，又吉
エイ子，又吉みどり【宜野湾市太極拳協会】東江美根子，安座間初子，伊波初美，
金城光枝，金城直子，金城勝，米須スミ子，島村枝美，下地源彦，城間明子，龍山
正吾，多和田敏子，知念苗子，仲座和子，仲地悦子，新田麗子，比嘉愛子，比嘉百
合子，平山明美，外間実男，真栄城みち子，真栄田茂子，又吉希和子，松田スミ子，
松田憲友，宮城正博，宮城末子，柳田富子，山口乃里子，与那覇みちよ【名護市太
極拳同好会】安富祖正雄，安富祖栄子，伊芸正吉，池原八重子，池原ケイ子，國吉
由美子，幸喜政子，谷川美知夫，豊里友英，仲間弘美，西平良子，平岩幸子【那覇
市太極拳協会】運天広美，運天広美，金芳晴，新城許江，玉城富明，玉城富明，田
盛敦子，田盛敦子，古堅昇，宮城紀子，宮城紀子
【神戸松蔭女子学院大学太極拳部】加峰舞子，川
日本学生武術太極拳連盟 窪淳子，清水捺世，曽谷莉沙，武本圭世，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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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奈【中央大学太極拳同好会】大澤雅良【東洋大学太極拳クラブ】石川結，井出沙
織，岩田真理子，木内明，桑本光典，小林若菜，徳中優俊，仲条高幸，保泉裕香，
元木愛，和田康秀
【埼玉散手倶楽部】飯田建一，飯塚哲夫，池田希代子，
池田純，岡田和則，車英樹，坂本義行，中村亜紀子，
堀口直樹，前田洋，森重克也【散手倶楽部・大阪】田村卓也，田村ひで子，徳永豊，
得能宏之，橋本剛，秦文也，藤井孝司【湘南散手クラブ】荻野卓哉，柏木羽衣，柏
木弘至，菊池健太，小瀬由樹，霜村道，瀬戸萌花，角田佳那【千葉武術散手倶楽部】
岡部武央，早乙女孝司，早乙女春江，田村貴【東京武術散手倶楽部】伊藤和正，梅
津啓子，梅津輝男，上條光重，木本泰司，木本圭衣子，小林喜直，小林幸枝，小峰
誠一，高橋良長，高橋光江，福西忠，藤田類子，藤田雅啓，藤田信子，星野衛一郎，
星野陽子，星野江里，真島寛和【富士宮武術散手倶楽部】岡部宜史，岡部俊子，岡
部勝彦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本部研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 修センター太極拳教室】阿部佐代，斉藤清一，中台
けい子，矢作ゆみ子【第28回全日本武術太極拳選手権大会】相磯一輝，足立いく江，
安倍宏之，網浦奏論，新谷あきこ，伊よ久大吾，池田靖枝，石原泰彦，稲垣八千代，
今泉光子，岩村計子，上島比都美，大内麻友，大沢藍未，大沼紀子，大矢和延，大
鷲哲郎，大鷲一美，加賀宮佳子，萱沼つや子，河内香子，河内義和，河内理美，川
崎歩美，岸真優，北川大輔，清谷博，栗山健司，桑原節子，毛塚教子，毛塚貴子，
河野祐子，小林由朗，小林房子，小林淑子，小原実佳，小原英佳，齋藤信芳，齋藤
ゆたか，坂本蓮，坂本蓮，左川栄子，佐藤多美枝，塩田恭子，志田典子，島田誠，
清水涼子，白木颯真，菅野淳子，鈴木善統，鈴木綾，平良和子，高橋智子，高山恵
子，髙山千代子，武井悠朔，武井悠朔，竹口美鈴，谷川節子，辻本三郎丸，津田裕
實，津田しげ子，津田康彦，鶴﨑正太，寺田寿保美，徳永亜希，友正慧，永井叡介，
那須野晴子，西村眞里子，伯田博子，馬場正子，原田将司，春野恭子，東嶋健一，
平井礼子，平澤大介，平田真美，福島まつゑ，福住晃，伏見昌年，藤本真由美，藤
本斉，藤原耕一，前東篤子，松永智洋，松村朋子，松村達也，松本尚美，三鴨幸子，
満留博文，宮川みえ子，宮崎令子，持田廣子，森真理子，森崎八江，保村恵，山口
高，山崎優子，山下やよひ，山下公也，山名功起，山名功起，横山吉信，吉田昭二，
吉野佳子，渡辺雅人，渡辺敏雄，渡邉一雄，渡辺こずえ，渡邉和代，綿谷昌明，綿
谷睦子，ＪＵＲＩＮ太極拳教室選手会，喜多方市ふるさと振興株式会社

東京武術散手倶楽部

以上，総計1, 072団体，55, 454人
＜日本連盟事務局より＞
本事務局では，みなさまからいただいた芳名簿のお名前を本誌に掲載するにあたり，忠実に転載できるよう最
大限努力いたしました。もし，お名前に誤字等がありましたら，お手数ですが下記までご一報いただければ幸い
です。本誌次号以降で，お詫びと訂正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社）
日本武術太極拳連盟 〒102-0085 東京都千代田区六番町９ 九番館ビル２階
TEL：03-3265-9494 FAX：03-3265-9550 E-mail：jwtf@jwtf.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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