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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格 登 録 者 名 簿

北　海　道
池田杲子，大川幾子，大矢ひとみ，岡下愛子，加納芳
郎，草薙加代子，工藤繁子，久保田孝子，小林文江，
髙木香織，田中けい子，原田恒也，藤枝かおる，藪谷
義雄，若園昌子，渡邊幸子

青　森　県
池田邦彦，五日市勉，伊藤陽子，太田義考，工藤尚子，
工藤勝，古村勝枝，坂田智子，澤田惠子，照井チマ，
奈良牧子，牧野のり子，横内典子

岩　手　県
金英子，沢藤トキ子，藤澤イナ子，藤原由香里，堀籠
雄，松本廣巳，村上ヨシ子，八重樫玲子，山中紀子

宮　城　県
大澤貞子，太田文江，郷家和則，桜田加智子，佐藤美
子，佐藤よし子，渋谷美和子，髙橋文彦，土田眞由美，
中尾典子，西嶋祐子，三浦順子

秋　田　県
安藤静子，石塚成子，一関美紀子，伊藤弘子，大岡眞
人，大森妙子，奥山泰子，加賀谷謙一，柿崎幸子，稼
農桂子，北嶋ヨウ子，工藤操，工藤美佐子，小嶋ちづ
子，腰山慶子，斉藤若子，佐々木智子，沢野敏子，菅
原江美子，髙橋広子，中嶋芳子，七尾理絵子，原田成
次，福田祐子，藤井のり子，藤本節，堀井芳子，山田
重悦，綿貫桃代

山　形　県
石塚きよ子，菅美喜子，斎藤利子

福　島　県
荒節子，有江加代子，安瀬秀雄，遠藤幸子，大野敏，
鎌田ヒロ子，日下部美和，髙力登志子，佐藤民子，白
坂洋子，鈴木香織，中村ヨシ子，藤田智子，矢内裕美

茨　城　県
秋田きみ子，荒井睦子，市毛伸子，梅原保子，大内幸
枝，小田久子，小野孝秋，鴨志田文江，小林成行，齋
藤こずえ，坂本綾子，佐藤乃芙子，澤田石京子，塩屋
美保子，芝沼充，鈴木幸子，竹内美紀子，田中龍子，
田村光東，長嶋信二郎，中塚香江，皆川忠，皆川桃代，
山田幸子，吉岡幸代

栃　木　県
浅間昇，石澤ヒロ子，岡みどり，海野久子，君島千津
子，篠崎成子，早乙女昭治，塚形京子，土屋和子，手
塚明美，寺下泰子，半上野秀樹，堀田和枝，宮沢昭雄，
山中眞千枝

群　馬　県
天野守，新井さゆみ，飯塚一美，石川康二，石原恵津
子，磯部重利，板井奈保子，糸井恵美子，伊藤高一，
稲葉康雄，上原美津代，内堀通子，内堀光之，大﨑正
枝，太田ミサ子，金井英夫，鹿沼秀子，川西富佐子，
国沢勝子，熊谷京子，小暮貴子，小沼章，小林真理子，
齋藤栄子，斎藤靖夫，酒井ふじ子，塩原順子，品田光
司，柴﨑記久江，柴田雅子，瀬沼菊江，田部井順子，
千吉良美津子，千葉泰代，津久井清隆，常盤富江，長
沢ひろ子，中嶋孝雄，中西麻衣，西川早苗，丹羽恵一，
樋口由美子，深沢節子，福島順子，星野裕，増田かず
子，増田香代子，松嶋よしみ，茂木喜美代，山岸律子，
山田涼子，横田真知子，横堀隆義，吉﨑信子，吉野玲
子，和佐田澄子

埼　玉　県
相田光子，安藤多仁，伊藤常和，宇治田絵里子，梅原
貞子，江口タツ子，榎本紀代子，江畑菊枝，大橋博子，
大部久美子，大屋容子，小倉礼子，落合房子，鏡原由



紀子，笠原かず子，加藤友美，金井美千子，上海道久
乃，菊池重陽，北村千波，久保信子，倉橋公美子，倉
林咲子，小林政江，小山博美，作美実千代，佐藤香苗，
嶋津知則，須川睦子，鈴木紀子，鈴木雅世，鈴木淑子，
髙橋秀子，竹内神奈子，田中美代子，田母神裕子，中
野京子，永原和代，成田能祥，花野井恵美子，馬場貞
夫，春口和子，東敏子，平野文江，深作由紀，福岡博
子，藤田葆雄，細井美代子，堀越嘉子，松本富枝，三
浦悦子，茂木與志子，森田晴子，矢作チヅ子，吉岡千
香子，吉成法子，若月八代江，渡辺光子

千　葉　県
五十嵐くら子，市川博敏，井出千鶴子，粕谷達雄，加
藤和子，河村輝子，熊谷恵，齊藤英夫，坂野和茂，篠
原靖子，須藤恭正，高木誠，髙根秀樹，髙橋恵子，舘
下えり子，遠矢三千子，富澤三智子，豊島裕子，仲筋
幸一，中谷美智子，中辻幸子，中村洋子，萩谷清二，
長谷川綾子，馬場可代子，藤咲克己，藤原玲子，松崎
眞起子，三浦照子，宮内正則，森本亨子，山口とも子，
山口浩子，渡辺恭子

東　京　都
青木ひろ子，秋山修，朝倉菊子，五十嵐睦子，石鍋百
合枝，大羽繁，岡村悠加，奥泉千恵子，小野かおる，
金子修也，神田孝子，神原ひとみ，菊池京子，熊井清
陽，黒良美里，河野秋華，河野省吾，五味里子，坂井
弘周，里吉裕子，志田原嘉子，島田愛子，清水まゆみ，
釈囲朋子，菅野明美，菅野邦男，鈴木洋子，髙木多美
子，高橋聖子，武市恵美子，手呂内佐知子，永井延江，
鍋島律子，二平ひとみ，伯田博子，花村勝光，星野真
木，松岡翠，松田義海，松本義彦，宮子和子，安井い
づみ，山﨑洋子，山本健一，吉田美知子，吉本佳生，
渡邉須美子

神　奈　川　県
秋枝舞，安部かほる，天岩直子，荒井壽江，猪狩加津
美，石井ナツ子，石川ゆかり，石橋明美，一瀬浩，伊
藤秀子，上田美枝子，太田まさ子，大矢すわ子，長村
弥須子，柏田清治，鎌田啓子，工藤麗子，古塩久美子，
越水武，後藤みえ子，斉藤博，齋野今子，坂井喜朗，
坂下辰男，佐藤菊枝，白岩和子，新谷寿磨，須山女，
世戸繁男，高橋美智子，髙山絹子，田口忠男，多田千
恵子，千葉武，土井未来，田路幸子，戸川典子，戸倉
信司，中島孝利，永渕恵，長谷川佐波子，濱口広美，
林映子，春木輝美，福地文博，北條京子，真下久美子，
松島敏子，松本宏之，村田和江，森脇海記生，山本慶
子，山本富夫，由井英昭，吉澤久美子，渡部育子

山　梨　県
青柳好美，浅川慶子，市川恵美子，伊藤由美，小川し
ずか，萱沼文子，窪田弘枝，小林理恵子，清水鶴江，

志村美斗志，武本敦司，丹澤貴子，丹沢初音，出口圓
珠，野沢和江，埴原春美，宮本節子，向井知恵子，山
口和恵，山下一美，山田浩子

新　潟　県
阿部美佐子，阿部幸子，阿部レイ子，安澤昭子，安藤
理恵，池上則子，伊藤和夫，内田和子，大町亜也，小
川弘子，笠原博，金子勝海，熊谷玲子，古田島正敏，

助，髙橋成子，武内智，野口真奈美，生野葉香，樋口
洋三，平良木美佐江，深沢静子，古谷能寛，本間栄子，
三島小代子，森尻政昭，吉田保雄，涌井潔，涌井文江，
渡辺登美子

長　野　県
赤羽かほる，飯島政春，井口久子，石坂成子，一ノ瀬
進五，太田多美子，岡村文子，折橋玲子，笠原琴波，
唐澤千賀子，北島佳恵，小林博子，小林みつ子，佐藤
幸子，重岡正美，篠原昌子，鈴木節子，関やす子，武
井千代江，塚原茂子，寺西隆，富岡美知江，中島三千
子，中野勝治，中家美千代，日野政子，平澤みし江，
丸山令子，宮澤雅子，宮島礼子，村上友美

富　山　県
五十嵐昭子，上田忠文，碓井典子，大村幸子，岡田寛，
金森尚子，小西義文，島田美栄子，髙塚美代子，竹嶌
惠美子，長棟美知子，沙魚川恵子，深松俊枝，松井久
透，松村淳子，三澤弘美，吉田久美子

石　川　県
板谷昌子，大畑幸子，亀田よう子，坂室予誌子，田中
美代子，田中由香里，根畑利治，浜田孝子，林和子，
日野隆子，日野裕，広瀬満里子，福岡他美子，部谷美
紀，本田真澄，三崎孝代，宮本幸代，本野澄子，山口
洋子，四谷廣子

福　井　県
浅野靖子，飯田孝子，井筒典子，伊藤滋，伊東千春，
乾喜美子，上田厚美，宇野貴子，大宮千景，桑原良一，
小林敏枝，酒井房子，桜田龍次，志田勝治，谷口高，
谷口艶子，富田富貴子，野地秀夫，野路恵，長谷川眞
基子，廣瀬淑子，松下婦美子，森口征男，森本敦子，
森山育郎，山田美恵子

静　岡　県
秋山幸子，伊熊みさ子，石川鉄也，石山みどり，逸本
淳子，伊藤加代子，伊藤欣二，伊藤知香子，内山冨士
子，太田和代，大嶽眞里子，大向帝子，金子初江，北
原千早，木原國彦，久保喜志子，熊切順子，黒木重信，
小島延代，齋藤直子，佐野静子，嶋田靖，新開あき子，
杉村みよ子，杉本倶子，鈴木ゑみ子，鈴木自子，田村
きく江，鶴田訓子，中村容子，西ヶ谷けい子，西田和
哉，野村智子，橋本由美子，長谷川三十司，浜田桂子，



濱田チエ子，原信也，一杉知子，平田貴子，蛭海増枝，
深谷幸子，前田武，前田眞佐子，松本陽子，三浦せつ
子，森川八恵子，森本祥隆，薮崎圭子，渡辺なほみ

愛　知　県
網谷幸枝，今井圭穂，小栗淳子，小野千春，折出靖子，
加地桃子，川北京美，倉知竹志，小山純，柴田栄子，
服部春代，日出山光子，丸山美代子，水谷美智子，森
洋子，山口晃代

三　重　県
浅井敬子，池田豊美，伊藤小百合，伊藤奈津子，犬飼
美佐子，奥野美知子，川邉幸生，小玉テイ子，小西美
也子，小林信義，笹山俊一，佐田洋子，下村幸子，大
陽勇治郎，辻昌子，冨田正宏，豊田秋郎，中西由紀，
西川たづ子，西川千加子，西川美智子，花山初子，二
口民子，古川雅美，増井澄代，松本亀久代，三村敞吾，
宮島さと美，村田香，村田幸子，籔内昭子，山本峯子

岐　阜　県
足立千鳥，太田哲也，桂川誠司，金山博恵，川瀬美津
子，小西志穂，酒向三冬，塩田猛，鈴木熙巳，竹下眞
毅，田中希代子，棚瀬幸，谷口多美，土屋文月，長尾
千江美，廣澤茂，廣澤美紀，伏屋孝子，星谷貴則，増
田廣子，松原秀雄，山田由美，若山朱美

滋　賀　県
川村義男，北川久美子，櫛間佳英子，小澤良子，小西
尚子，中田加代子，平野正子，古川美栄子，堀井明美，
山田道子，吉田裕子，渡辺恵美子

京　都　府
石原純子，岡本花枝，奥野京子，小林祥子，佐藤京子，
下坂澄子，園田美惠子，中垣博文，野間啓子，細川佳
代子，山﨑靖子，湯浅直美

大　阪　府
青木容子，東貞美，阿部好子，石橋香，石橋千恵，泉
山百合子，上田紀佐枝，遠藤裕美，太田久代，大野峰
子，岡垣トモ子，奥由美子，金谷美津江，金丸トシ枝，
寒久美，木谷千代美，北濱元博，木戸明美，木下えみ，
香山よしの，小原梨枝，小南秀幸，坂本香保子，柴山
啓子，新谷勝美，須貝富美，杉山里美，鈴木康友，大
黒晃明，高木悦子，髙橋佐知子，髙原栄子，田中伸忠，
田中洋子，田中嘉明，辻美子，津山栄子，寺川佳子，
寺西史郎，當眞徹也，德田五十鈴，戸出之恵，中川悦
代，仲宗根常美，中田隆次，中野准子，中橋幸子，中
原直美，鍋島靖子，西岡麻寿美，西野有香，西村隆子，
西本久恵，西山圭子，西山為祥，萩昌子，畠中宏子，
範衍麗，平尾照子，福山勝美，藤川擴永，藤田照美，
藤山泰子，藤原守成，藤原良子，古谷展子，前川洋視
子，松永友子，松本恵子，松森郁子，松山康子，丸橋
美雪，三口眞樹子，南川加代子，村上典夫，森岡百合

子，森近史，森本久美子，門田明貴世，矢久間篤子，
家次武子，安田満枝，山内登志美，山口智津子，山﨑
壽久，幸林宏子，吉留幸子，吉原律子，吉村栄子，吉
村由美子

兵　庫　県
阿保ひふみ，池口侑花，石谷毬子，井上恒久，岩崎治
子，碓氷利美，大坪由樹子，大橋正，大前純子，金山
實，假屋博之，河合明代，岸本景子，北尾博子，小林
宮子，齋藤忠男，阪口礼子，坂幸，島巴，髙谷正美，
髙山多恵，田尻信子，田中緑，田畑敏子，土井由美子，
戸部由美子，冨田八重子，中西準二，中山匡，中山雪
絵，能登照美，則本加奈子，畑末伸子，八朔智恵子，
鳩野正和，浜田賢太郎，藤嶋朋子，掃本美千子，前川
克博，前田勇左久，松原宏子，宮脇知美，三代地光，
武藤茂雄，矢野芳子，山内喜代子，山際好子，山崎教
子，山下禮子，渡部千草

奈　良　県
井上恵美子，植島淳子，岡典子，奥田ミナ子，長田正
彦，小野惠子，唐津敏恵，河田洋子，岸田和子，木村
泰子，栗山眞佐子，小山修，白樫裕子，竹川幸子，竹
川猛，玉井ヒサ子，千野美保，塚本初美，堂園久美子，
中西勢津子，平井憲子，福良明子，藤川玲子，桝井佳
子，松田廣，松本豊美，宮野真澄，山田栄喜，山本勝
敏，横田よし子

和　歌　山　県
岡本憲三，小坂田一子，海渡力子，北川洋子，栗本浩，
小谷淳子，坂下佐希子，砂野泰男，髙栁みどり，立野
磨由美，中村京子，南部征男，林雅子，平柳祥代，藤
岡秀代，堀憲子，枡岡悦子，山本京子

鳥　取　県
伊民公恵，大北多津子，大崎芳江，小林みちる，松本
和子

岡　山　県
阿部克代，池田恭子，石井京子，大月康子，岡田憲二，
小幡律子，木村操，小島千代，清水満子，平和子，髙
本敏子，仁木陽子，畑精子，林田佳子，船倉十美子，
三宅良枝，山辺勝彦，山本智子，吉本智子，渡辺恭子

広　島　県
青木康子，一宮和浩，井出陽子，伊藤美由紀，岩井梅
子，隠善佳子，上野美貴代，大久保邦生，加賀恵美子，
鴨尾敬子，川口敏子，久保貞子，小林洋三，近藤隆治，
今野節子，酒井正子，﨑山紀伊子，佐藤恒子，佐藤敏
恵，須浪好美，武田邦彦，寺西佳子，西岡儀文，花森
満恵，福間玲子，古田雅子，細谷和江，前反美砂子，
松村みち子，松本文子，三島康代，椋木康博，安原昌
子，山根純子，弓手千尋，吉浦正樹



山　口　県
淺田岐依，江本真由美，片山幸江，國武君江，倉橋扶
美子，権代富司栄，谷直子，田村裕司，徳本貞子，永
井隆郎，長谷川春雄，藤本いく子，水村澄子，宮尾清
子，三好安子，村下信枝，村瀬ひろみ，村安章子，矢
野満紀子，山根京子，山見りよ子，四元京子，渡辺幸
恵

香　川　県
阿部紀美子，阿部小夜里，小竹キサヱ，白井光子，山
下美鈴

徳　島　県
天羽恵子，井上武久，梅津真砂子，高橋桃子，西広子

愛　媛　県
井上義久，梶原博通，國田一郎，佐々木英美，島田裕
子，高橋義智，西本ひとね，渡部富美子

高　知　県
岩郷むつ子，小松留美，田坂節子，巴博子，三谷佳志
子，横川ともこ

福　岡　県
浅野雪根，伊藤豊年，今泉由紀子，岩田和夫，岩永く
み子，江藤真砂美，大庭政子，尾﨑恵美子，掛橋泉，
川上直美，川上正喜，川島和子，草薙博子，窪田涼子，
児玉タエ子，斉藤妙子，坂本真弓，佐々木一樹，笹原
直子，佐藤敏男，末次玲子，杉本勝則，須藤政行，髙
杉直通，高橋よしえ，立川光代，谷口信男，塚本不二
子，堤雪子，連尾営次，出利葉幸子，藤内弘子，鳥巣
幹子，永江三智子，中島恵子，中島康子，中須サカヱ，
中村真子，中村美惠，中山悦子，二瓶マリ，二瓶嘉文，
服部佐智子，林和子，原田孝，東睦， 台，久冨

久美子，廣石かおり，福井美紀，福田由美子，藤木末
子，堀﨑玲子，丸川道代，三國千代子，溝上知津恵，
溝田惠美子，三岳寛卓，見原邦治，宮田恵美子，百田
聡子，柳本友子，横山美和子，吉田善治

佐　賀　県
池田とも子，伊藤香織，梶原真由美，貞富恵子，副島
能里子，鳥越美保，西隈秀子，西畑しおり，野村惠子，
濵立子，藤井照子，松尾佐智子，松藤春子

長　崎　県
池田一美，江添郷子，大久保文子，大知すみ子，大栁
文代，岡恵理奈，神田照子，小原美加恵，島村節子，
下村美代子，立部惠子，中原澄子，林和代， 子，
福島佳子，藤原信子，船越紀代子，本田五月，松尾公
明，真谷由紀，山口年子

熊　本　県
岩崎良祐，大佐古伸次，木野恵，塩山登代子，柴野孝
子，白石篤子，新垣有美子，髙峰恭子，戸嵜峰子，外
山太茂，永田秀代，西森康人，萩原加奈子，濵田絹子，
鉾之原美代子，山口静子

大　分　県
子，岩男和子，衛藤民子，柏祐子，菊地令子，

國廣秀子，小池博子，佐藤美穂，野田明美，山村隆子
鹿　児　島　県

棈松成子，内田慶子，小齊平圓子，笹貫スミ子，徳永
房子，西原まき子，昇秀子，宮田里美，宮原洋子，山
口眞知子，米倉純子，若松大展

沖　縄　県
新垣枝美子，新垣笑美子，大城八重子，豊里静枝，長
浜テル子，比嘉幸代，前原美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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