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グリークラブと共に歩んだ仲間たち 
 

※本一覧表は同じ時期に共にグリークラブの活動に携わった仲間の絆を大切にし、｢入部年次別｣に括りました。 

参考のために「卒業学部回」も表示しました｡一部の方（中途入部､中途退学･転学ほか）については､実際と異な

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のでご了解ください。 

（注）「・」印は物故者（2003年３月現在）、「＊」印は部長歴任者、｢♪｣印は指揮者歴任者、［ ］内は出身高校､（ ）内は旧姓名 

                     （五十音順配列） 

1947（S.22） 

［学部1回］ 

・堂崎 一典     [茨木中]    

1948（S.23）     

1949（S.24） 

［学部3回］ 

福原英之祐    [姫路西高]    

1950（S.25） 

 

 

［学部４回］ 

上 野 健     [姫路西高] 

・佐々 精義   [加古川西高] 

永 福  章       [長田高] 

・山内 秀樹       [長田高] 

内海 圭一    [姫路東高] 

田村 伸三       [灘 高] 

二階堂敏和    [扇町商高] 

吉 田  勝     [福知山高] 

大塚 宗治    ［姫路東高］ 

徳本(岡田)裕司   [洲本高] 

長谷川滋夫   ［姫路東高］ 

・♪木村 豊     [龍野高] 

＊中城 達蔵   [姫路西高] 

美濃島宏昭    [姫路西高] 

1951（S.26） 

［学部５回］ 

岩井 一雄       [長田高] 

豊 田 靖 [徳島富岡西高] 

植垣(宇野)和男 [豊岡実高] 

平田準一郎    [夢野台高] 

幸 田 健    [夢野台高] 

森 安 将      [茨木高] 

千 足 勇   [市立神港高] 

 

1952（S.27） 

［学部６回］ 

青梅 富夫  [加古川東高] 

・北 田 俊  [県立尼崎高] 

植 田 收    [姫路南高] 

＊多米 俊雄   [市立湊川高] 

加藤陽一郎     [長良高] 

♪西尾(矢野)昭 [篠山鳳鳴高] 

河 越 昇    [鳥取西高] 

・藤井 克彦     [三国丘高] 

1953（S.28） 

 

 

［学部７回］ 

・飯 田 存    [夢野台高] 

高 雄 寛      [明石高] 

中村 泰利      [星陵高] 

♪福原 正浩       [姫路高] 

植田 雅雄      [御影高] 

竹内 義朗      [西脇高] 

＊奈良充啓(節雄) [甲陽学院高] 

山下 雅郎      [敦賀高] 

金 村 勤    [大阪港高] 

田中勇二郎[長崎県立諫早高] 

・成田 博生   [大館鳳鳴高] 

 

・泰井 義治      [小野高] 

堂前 健一   [桃山学院高] 

広田 禎三      [北野高] 

 

1954（S.29） 

 

 

［学部８回］ 

岩佐 光夫       [星陵高] 

鶏内雅夫(正夫) [広島神辺高] 

福田 義彦   [三国丘高] 

吉 田 博      [星陵高］ 

♪大 塩 浩   [徳島脇町高] 

桑野 秀夫     [阿倍野高] 

＊桝田 健司       [宮津高] 

奥田 敏夫  [市立西宮高] 

佐 藤 彰      [星陵高] 

山川 惇一  ［三重上野高］ 

小崎 正通      [六甲高] 

能勢 功作        [灘高] 

山中 一郎      [六甲高] 

1955（S.30） 

 

 

［学部９回］ 

石 川 稔 [府立清水谷高] 

・加 藤 淳    [松山東高] 

佐藤 昌志       [芦屋高] 

西澤(波多野)岳    [龍野高] 

板 谷 清   [徳島穴吹高] 

近 藤 晃      [葺合高] 

・♪白 岡 敕     [六甲高] 

吉 久  宏     [松山南高] 

井上喜代治    [芦屋高] 

＊坂田 達哉   [京都朱雀高] 

武田 俊彦   [徳島城南高] 

・上田 隆昭    [鳥取西高] 

笹山信一郎      [星陵高] 

   

1956（S.31） 

 

［学部10回］ 

川 上 孝     [尾道北高] 

中村 重一   [市立西宮高] 

松島 良介 [市立日吉ヶ丘高] 

・＊炭竈 峯男   [明和高] 

野田 政安       [長良高] 

道浦 慶彦 [福井県立藤島高] 

津川智太郎     [六甲高] 

原田 寛太     [宇部高] 

山 田 勝       [西陵高] 

都染 善直     [神戸高] 

♪藤本 保輔    [神戸高] 

1957（S.32） 

 

［学部11回］ 

浅沼正義 [愛知県立時習館高] 

栗 田 隆    [長浜北高] 

藤井 康彰      [神戸高] 

石村 和人    [星陵高] 

♪佐藤 和男      [芦屋高] 

本多 信吾    [豊橋商高] 

♪香川 睦      [防府高] 

白川 敏彦    [兵庫高] 

 

＊北原 滋男     [星陵高] 

塚本 裕久      [星陵高] 

1958（S.33） 

 

 

［学部12回］ 

遠藤 直利      [星陵高] 

♪片山 邦彦      [神戸高] 

永井和之介  [市立尼崎高] 

前 田 穣   [市立姫路高] 

大島正美 [名古屋市立菊里高] 

桂 川 武   [市立尼崎高] 

中 西 浩 [名古屋市立桜台高] 

水 野 奨      [長良高] 

太田 富秀      [飾磨高] 

＊高 橋 斉   [扇町二商高] 

桧垣 泰二    [松山北高] 

吉田 清成      [西脇高] 

岡本 宣司      [神戸高] 

谷辺 真司   [福山葦陽高] 

福本 義和      [龍野高] 

1959（S.34） 

 

［学部13回］ 

市 場 碩   [金沢二水高] 

江口 允春  [名古屋瑞陵高] 

戸田 省二   [豊橋商高] 

井筒 義尤     [奈良高] 

＊岡本 俊郎      [神戸高] 

中村 好宏       [伊勢高] 

植田 佳富     [兵庫高] 

久 保 守    [徳島商高] 

♪升 田 肇  [加古川東高] 

宇 賀 弘     [芦屋高] 

熊本 州宏     [星陵高] 

由 良 洋     [西脇高] 

1960（S.35） 

 

 

［学部14回］ 

上 垣 晃      [芦屋高] 

杉本 正明    [西舞鶴高] 

・中井 隆雄     [扇町商高] 

♪若城 正博      [芦屋高] 

北尾重典(隆介)   [洛陽高] 

田川 善弘    [城内高] 

中浜 慶和    [六甲高] 

 

久保田峰夫   [龍野実高] 

＊塚本 光男     [星陵高] 

平 井 進     [芦屋高] 

 

・杉岡健太郎     [星陵高] 

辻 雅 彦  [奈良商工高] 

・望月 紘一     [長田高] 

1961（S.36） 

 

［学部15回］ 

青木 正文      [柏原高] 

＊島田 勝功     [茨木高] 

間部 守保    ［長田高］ 

♪奥田 嘉彦      ［北野高］ 

鶴岡 誠也      [長田高] 

・森 秀 機     [明石高] 

木村 光雄 [島根県立浜田高] 

・長谷川久和     [高志高] 

吉 木 勝       [星陵高] 

坂口 芳三     [長田高] 

藤田良夫 [岡山県立矢掛高] 

吉村 勝磨    [土浦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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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S.37） 

 

［学部16回］ 

石川 睦生 [香川大手前高] 

高田 博好      [西脇高] 

中尾(古田)隆三   [長田高] 

♪占 部  暢(邦彦)   [小倉高] 

田中(日野)昭導  [寝屋川高] 

那須 信一    [高松商高] 

大久保好男    [松山南高] 

・徳地 侃二      [膳所高] 

藤田 守晤    [高田商高] 

＊大杉 紀生   [岡山林野高] 

鳥居 靖弘     [桜台高] 

船山 昌弘     [三瓶高] 

1963（S.38） 

 

［学部17回］ 

梅沢 盛夫   [市立尼崎高] 

高橋 信弘     [御影高] 

八木 光次      [三木高] 

尾崎 郁也   [甲陽学院高] 

滝 靖 彦    [名古屋高] 

下川 文晃  [甲陽学院高] 

中川 一彦     [西脇高] 

高島 行男    [扇町商高] 

＊難波 好文       [神戸高] 

1964（S.39） 

 

 

［学部18回］ 

足立正治郎    [福知山高] 

太田 修平   [市立尼崎高] 

草部 邦親     [芦屋高] 

山本 智嗣      [田辺高] 

池田 義孝     [西脇高] 

♪大 西 徹      [西脇高] 

中井 峯生      [星陵高] 

 

上 田 猛     [上宮高] 

♪加藤 信正   [岡山朝日高] 

西口 俊明        [旭高] 

 

上 野 卓   [西舞鶴高] 

＊川原 安夫    [東神戸高] 

野間敬生(幸雄)[京都須知高] 

1965（S.40） 

 

 

［学部19回］ 

井 上 徹     [小野高] 

桑平 光彦     [御影高] 

♪佐藤 建一     [御影高] 

村上 健三   [市立尼崎高] 

今井 利治     [長田高] 

小林 昭一      [小野高] 

中 田 淳     [長田高] 

山崎 松久   [市立西宮高] 

小野 光弘     [御影高] 

＊小見山俊彦     [上宮高] 

細田 新一    [富田林高] 

河合 建一      [長田高] 

阪 上 洋    [東淀川高] 

松尾 正道     [小野高] 

1966（S.41） 

［学部20回］ 

石田 庄三      [御影高] 

菊 地 豊       [社高] 

岩本 正明     [明石高] 

＊曽我 雄三   [新居浜東高] 

氏家(森下)哲夫   [御影高] 

高 見  智     [明石高] 

♪大崎 孝夫  [篠山鳳鳴高] 

中村 彰志      [飾磨高] 

1967（S.42） 

 

 

［学部21回］ 

阿部 泰博    [姫路東高] 

臼井 茂樹      [西脇高] 

西 沢 勉      [明石高] 

間嶋 良治      [西脇高] 

飯田 哲英     [伊丹高] 

大平 典正     [瑞陵高] 

平尾 純一     [明石高] 

安岡 伸茂    [彦根東高] 

井 上  博    [神戸高] 

高橋 真一     [御影高] 

♪堀井 精一       [社高] 

山下 寛朗     [芦屋高] 

＊今井 嗣郎     [東海高] 

谷本 善男     [六甲高] 

前田 俊一     [池田高] 

山 中 正      [津高] 

1968（S.43） 

 

 

［学部22回］ 

＊稲岡 敏男   [加古川東高] 

鈴木 晶久      [高松高] 

西村 幸夫      [西脇高] 

牧 志 実    [清水谷高] 

・岡村 雅秀      [笠田高] 

高島 譲治     [明石高] 

♪西村(井上)俊弘 [篠山鳳鳴高] 

木ノ下 実      [星陵高] 

高本 義和     [明石高] 

古谷 周二     [山口高] 

 

坂井 昭則     [御影高] 

永栄健太郎     [山本高] 

掘 明  司     [勝山高] 

1969（S.44） 

 

［学部23回］ 

＊荒木 博明       [兵庫高] 

田附 雅敏     [長田高] 

安田 充利     [六甲高] 

♪襟谷 精一    [四条畷高] 

初谷 哲男      [長田高] 

荻野 茂樹     [柏原高] 

船江 秀行  [加古川東高] 

 

香川 恭平     [明石高] 

美坂 哲男     [長田高] 

1970（S.45） 

［学部24回］ 

＊久保田弘之     [龍野高] 

♪南 和 裕      [神戸高] 

内藤 充博       [社高] 

宮崎 高行     [鳴尾高] 

西浦 重夫  [天王寺商高] 

 

平尾 徳一     [御影高] 

 

1971（S.46） 

［学部25回］ 

荒木 敏行   [市立飾磨高] 

 

亀井 義夫      [兵庫高] ♪渡里 芳朗    [洛北高] 

 

 

 

1972（S.47） 

 

 

［学26回］ 

足立 陽三      [高砂高] 

佐藤 克裕    [六甲高] 

♪中村 浩 [小樽潮陵高 ] 

松本康一郎 [桃山学院高] 

石元 恵夫  [高知学芸高] 

高井 宏昌    [葺合高] 

奏野 卓也      [桐蔭高] 

 

今井 一史   [四条畷高] 

竹下 利夫      [兵庫高] 

＊前田 隆佐    [七尾高] 

角田 義満   [阿倍野高] 

中山 唯員      [兵庫高] 

松 田 亨   [米子東高] 

1973（S.48） 

［学部27回］ 

上田 茂樹   [姫路西高] 

永 井 洋     [三木高] 

川原 広明 [福山誠之館高] 

＊西谷 英一      [高松高] 

木谷 雄二   [東淀川高] 

橋本 秀樹  [甲陽学院高] 

♪高橋 正治     [白陵高] 

平山 泰行   [神戸工専] 

1974（S.49） 

［学部28回］ 

上村 卓史  [報徳学園高] 

安本 直巳    [鳴尾高] 

増井 俊雄    [姫路東高] 

 

♪松下 克己  [佐世保南高] 

 

＊森田 和昭     [桐朋高] 

 

1975（S.50） 

 

 

［学部29回］ 

大場 哲郎  [県立伊丹高] 

小杉 健二   [長浜北高] 

＊築山 量一 [大教大附属高] 

松 本 浩   [東豊中高] 

奥 進 一   [桃山学院高] 

小辻 伸基     [紫野高] 

丹 羽 晃    [清水東高] 

森山 百来    [池田高] 

岸 田 満   [寝屋川高] 

嵯峨山 泰   [姫路東高] 

永原 惠三   [星光学院高] 

吉村 佳展    [西宮北高] 

久保 晋亮  [桃山学院高] 

田中 秀治    [富田林高] 

♪本多 弘明  [小樽潮陵高] 

1976（S.51） 

 

［学部30回］ 

足立晃一郎   [星陵高] 

宇田 雅幸    [東住吉高] 

東 泰 弘    [戸畑高] 

石 滝 元   [報徳学園高] 

小川 善則   [星光学院高] 

山 賀 隆     [山口高] 

♪居初 和嗣  [桃山学院高] 

木村 真也    [星陵高] 

上田 恒夫     [和泉高] 

＊繁畑 友章     [長田高] 

1977（S.52） 

 

 

 

［学部31回］ 

有 井 均     [徳山高] 

可児 公志      [宝塚高] 

阪原 秀行      [奈良高] 

野々上哲也   [西宮北高] 

松田 憲三       [茨木高] 

池 田 勝       [戸畑高] 

川崎(田淵)敬康  [若狭高] 

武田 晋一     [池田高] 

原 田 繁      [福崎高] 

山中 英司    [東淀川高] 

石井 毅尚   [市立西宮高] 

♪木 村 元   [寝屋川高] 

＊立花 則幸  [清風南海高] 

福富 弘悦     [江津高] 

吉野 幸男   [姫路西高] 

香川 昌嗣   [観音寺一高] 

小谷 哲生     [嵯峨野高] 

中山 直也   [篠山鳳鳴高] 

福永 康成      [上野高] 

1978（S.53） 

 

 

［学部32回］ 

石橋 英治      [鞍手高] 

佐藤 研二     [明石南高] 

 永井大助(大介)  [西宮北高] 

伏木 宏明   [水口東高] 

北澤 靖彦      [大谷高] 

高橋 武志      [長田高] 

中田 明正      [滝川高] 

・山下 直樹    [赤塚山高] 

木村 敏一    [彦根東高] 

竹野 茂久    [星林高] 

♪長友 伸二   [宮崎大宮高] 

 

小森 基裕    [倉敷南高] 

＊多田 裕一      [明石高] 

藤岡日出男     [長田高] 

1979（S.54） 

 

 

 

［学部33回］ 

網谷 英次      [神戸高] 

関本 雅也      [六甲高] 

西谷 春治       [兵庫高] 

♪古塚 隆雄   [赤塚山高] 

三木 正富   [県立伊丹高] 

江 田  尋       [星陵高] 

曽我部 正      [御影高] 

新田 清道      [滝川高] 

松 田 肇     [滝川高] 

山内 章敬      [豊岡高] 

小山 徹也    [東播磨高] 

田中 慎也   [川西緑台高] 

福 山 厚    [有馬高] 

松野 広哉    [宝塚東高] 

山本 尚弘       [岩園高] 

白神 和幸      [兵庫高] 

長田 年也     [枚方高] 

藤本 和彦   [三田学園高] 

三木 孝男      [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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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S.55） 

 

 

［学部34回］ 

朝田 一司      [長田高] 

伊良波卓二   [武庫荘高] 

鈴木 茂幸  [関西大倉高] 

箕田 秀徳        [津高] 

＊足立 秀機      [池田高] 

大 畑 収      [福崎高] 

善明 尚敏  [篠山鳳鳴高] 

♪林 秀 樹     [星陵高] 

天野 正樹      [西宮高] 

大西 竹幸  [篠山鳳鳴高] 

中田 好信      [伊丹高] 

森川 秀基    [太子高] 

石光 博吏    [東播磨高] 

岸本 行弘     [兵庫高] 

松井 重雄   [麗澤瑞浪高] 

吉 田 純     [高槻高] 

1981（S.56） 

 

 

［学部35回］ 

浅野 真司      [高田高] 

中原 浩一     [宮崎南高] 

平松 知也      [島本高] 

＊屋 敷 誠     [赤塚山高] 

石 田 廣   [関西大倉高] 

♪田中 正裕       [神戸高] 

堀本 輝之      [神戸高] 

 

小原 敏靖  [星光学院高] 

中垣 威雄      [今宮高]  

正田 敦己      [明石高] 

 

衣笠 文二    [姫路東高] 

浜本 卓弥   [姫路西高] 

三野 圭司       [社高] 

 

1982（S.57） 

 

 

［学部36回］ 

井上 吉浩     [姫路東高] 
岡野 俊二      [池田高] 

＊小谷 重光      [六甲高] 

吉田 雄三      [山崎高] 

上山 充治     [伊丹北高] 

岡野 武史   [川西明峰高] 

谷敷 哲夫      [長良高] 

 

江種 洋一       [福岡高] 

上 綱 学       [星陵高] 

平出 公一       [葺合高] 

  王 永 發      [葺合高] 

小杉 洋樹      [桜塚高] 

本藤 雅也      [向陽高] 

 

1983（S.58） 

 

［学部37回］ 

海野 真也    [猪名川高] 

大東 之重     [四条畷高] 

＊森岡 秀雄      [六甲高] 

遠 藤 寛    [明石南高] 

谷畠 健二      [鳴尾高] 

奥田 裕之   [宝塚東高] 

橋尾 昌浩   [加古川西高] 

 川滝 哲司      [六甲高] 

 古川 浩延       [神戸高] 

1984（S.59） 

 

 

［学部38回］ 

岩井 憲浩       [池田高] 

田中 聖和      [星陵高] 

中瀧 善久   [川西明峰高] 

山中 一充     [長田高] 

♪郷田 真治      [六甲高] 

戸田 吉彦    [東播磨高] 

畑尻 充功      [北野高] 

山本 晋也     [長田高] 

＊島田 晴正     [神戸高] 

栃下 泰彦       [明石高] 

林 克 己    [東播磨高] 

 

新保 敏之      [星陵高] 

中尾 明敏     [長田高] 

三原 康照    [四条畷高] 

   

1985（S.60） 

 

 

 

［学部39回］ 

♪安藤 章人      [神戸高] 

黒田 卓寿     [葺合高] 

佐渡 研二    [富田林高] 

宝田 哲也   [川西明峰高] 

吉田 雅人     [猪名川高] 

石井 順一     [神戸高] 

小谷 晴信   [川西緑台高] 

仙頭直奈武     [芦屋高] 

松尾 陽如     [箕面高] 

 

伊勢 博文   [淳心学院高] 

近 藤  直     [五条高] 

多田 和彦     [高松高] 

山口 直樹     [桃山高] 

・岩橋 英樹   [名古屋西高] 

佐野 真也      [御影高] 

＊野村 武未 [札幌旭ケ丘高] 

横谷 直人   [猪名川高] 

 

1986（S.61） 

 

［学部40回］ 

川延 英明    [春日井高] 

＊佐良 行宣    [赤塚山高] 

広 瀬 昭   [富山中部高] 

北芝 充章    [三木東高] 

高田 郁雄    [龍野高] 

松田弥寿彦      [橿原高] 

橘高 幸秀     [明星高] 

新田 健二     [池田高] 

丸山 賢次  [宇治山田高] 

佐 藤 太     [桜塚高] 

原田 俊幸     [箕面高] 

♪山本 達也     [洛東高] 

1987（S.62） 

 

［学部41回］ 

小川 優樹    [龍野高] 

西尾 利也    [大垣東高] 

吉川 勇司     [滝川高] 

佐々木 伸      [出雲高] 

星谷 信男    [兵庫高] 

・＊吉田 貴浩    [池田高] 

笹尾 宏樹    [鳥取東高] 

三木 芳訓     [龍野高] 

松 薗 聡 [鹿児島甲南高] 

♪山中 貞祐    [大手前高] 

1988（S.63） 

 

［学部42回］ 

天井 幸一       [泉陽高] 

壁 谷 協    [蒲郡東高] 

古澤 卓宏   [高松一高] 

有若 正彦   [清風南海高] 

川口 剛史     [崇徳高] 

古谷 隆宏     [姫路南高] 

井川 健二   [近大和歌山高] 

＊桜木 秀樹       [岐阜高] 

三村 雄治     [宝塚西高] 

大田 吉信     [龍野高] 

♪藤 田 勲      [岐阜高] 

守 岡 淳   [県立西宮高] 

1989（H.１） 

［学部43回］ 

上田 聡志   [福岡城南高] ♪高田 育亮     [神戸高] ＊林 康 志      [兵庫高]  

1990（H.２） 

 

［学部44回］ 

秋芝晋一郎  [伊川谷北高] 

小島 浩一      [長田高] 

橋本 知興       [藤島高] 

大橋 秋彦      [耐久高] 

斎藤 信幸   [神戸商業高] 

秦 敏  雄       [豊岡高] 

柏 谷 亮     [今治西高] 

佐藤 周平   [福岡城南高] 

 

♪木宮 康介     [上野高] 

西村 伸二   [鳥取東高] 

 

1991（H.３） 

［学部45回］ 

赤井 博明      ［耐久高］ 

田中 史明     [安来高] 

＊乾 勝 一       [兵庫高] 

♪守山 彰人     [鳥取西高] 

表 健 二    [姫路東高] 

 

仙賀 俊輝     [生野高] 

 

1992（H.４） 

 

［学部46回］ 

呉  尚 樹         [社高] 

♪中嶋 広晃     [兵庫高] 

米 田 崇      [御影高] 

鴻坂 正三     [姫路西高] 

中村 昌弘      [阿波高] 

 

児玉 圭司     [淳心高] 

松原 和彦   [尼崎稲園高] 

土 井  望     [宝塚西高]

＊横山 泰之       [小野高] 

 

1993（H.５） 

  

［学部47回］ 

虻川 理作      [泉陽高] 

菅原 真樹    [姫路東高] 

枇杷 淳志   [西宮甲山高] 

池田 剛之       [砺波高] 

田中 芳明 [大阪星光学院] 

 

♪池田 幸弘   [加古川東高] 

梯(西田)俊二郎   [阿久比高] 

 

河内 重和      [洛星高] 

＊長谷川雅宣  [関西大倉高] 

1994（H.６） 

［学部48回］ 

北川 欣三    [新城東高] 
 

♪中村 裕二     [星陵高] 

 

＊福田 隆仁   [加古川東高] 

 

元山総一郎  [駒場東邦高] 

1995（H.７） 

［学部49回］ 

＊飯田 龍平      [清風高]    

1996（H.８） 

［学部50回］ 

中谷 祐介      [舞子高] 

 

＊♪吉崎 裕士 [金蘭千里高] 

 

  

 

1997（H.９） 

［学部51回］ 

大橋 公司 [岡山大安寺高] 

 

＊加藤 智典     [相生高] 

 

 

 

 

 

1998（H.10） 

［学部52回］ 

児嶋 大輔     [清風高] 

 

安田 篤史      [芦屋高] 

 

吉川 健之     [滝川高] 

 

 

 

2003（H.15） 

［現役部員］ 
♪大久保紫恵（4回生）[武岡台高]、野村 明代（4回生）[姫路商業高]、＊矢野 智樹（3回生）[三木高]､ 

小西 寿里（2回生）[姫路商業高]、小林 真子（2回生）[小野高]、早川あゆみ（2回生）[姫路商業高] 

♪山本 奈美（2回生）[姫路商業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