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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山高生86－1．90－3

依光正哲61－1，62－1，65－

　2，70－4，74－6，86－4

依光良．馨60－3

吉田映子53－3，55－2，60－6

吉田政治5－1
吉田良三1－4
吉田茂芳33－5，37－1

吉田正岳91－6
吉田直85－3，87－6，95－2

吉田裕92－1，97－2
芳川研一76－1，

芳井幸子73－2
吉川要5－2，7－5，10－1

吉川光治26－3，66－3

好美清光38－6，40－1，41－

　2，47－2，54－3，57－5，91－4，

　95－1，99－3

吉村　寿48－2

吉村幸男76－5，78－5，80－

　5，85－5
吉永栄助1－2，1－5，3－3，4－

　2，5－3，5－5，6－5，8－5，9－2，

　11－6，18－5・6，19－3・
　4，28－1，29－4，34－4，34－4，

　41－2，47－2，49－3，69－4，75

　－3
良永康平．97－3

吉野昌甫〃一2，38－6，40－

　1，41－3，45－1，45－5，48－2，

　48－5，50－5，52－5，54－2，58

　－5，59－5，66－3，67一ユ，68－

　1，68－3，70－1，70－4，71－5，

　73－6，76－5，79－5，83－6

吉岡守行56－2，58－4
吉岡慎一．79－1，82－6

吉沢　昇93－3
湯浅由一99－6

弓削達28－4，34－6，38－
　2，40－6，41－5，42－2，44－2，

　56－3

由井敏範86－1，89－1
油井犬三郎　88－1，舳一3

油井雄二75－1
唯是康彦56－1，56－5，60－

　5，70－5　　　　　　　　。
結城洋一郎　78－6

湯沢威61－5，62－1，67－
　5，68－6，69－5，77－6

銭広雅之76－4
頭川博75－2，77－5，79－
　3，81－6，84－2，85－6，88－2，

　89－6，92－6，94－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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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矢田俊文79－1
柳父徳太郎　18－1

八幡清文72－4，77－2，93－3

矢島基臣69－2，74．1，79－

　5，96－4

矢島美寛99－5
屋嘉宗彦70－2，71－5，75－

　2，80－4，86－5

山部俊文94－3，95－2

山田秀雄30－2，41－4

山田裕理100－3
山田　洋94－5
山田勇6－5，7－4，9－5，10

　－4，17－1・2，19－5．6，

　20－5・6
山田克巳46－5，48－4，50－

　6，57－1，66－6

山田和男62－5
山田欣吾40－2，40－6，46－

　　3，49－3，59－3，側一5，79－4，

　　83－3，84－3

山田欽一3－2，21－1・2，
　　25－2，27－6，35－6，37－4，42

　　－2，独一2，44－3，45－2，46－

　　5，47－1，47－1，47－5，48－3，

　　49－5，52－1，53－3，58－2，65

　　－3

山田九朗55－2
山田長夫12－2
山田直道73－3，75－4，77－

　　2，86－4

山田良治48－6，62－6
山田泰司50－1，51－2，52－

　　3，54－4，54－6，57－2，57■4，

　　61－4，62－5，63－5，66－3，71

　　－3，72－2，77－5，82－4，88■

　　6，93－1，94－6

山田高生’50－3，52－2

山田雄三1－3，1－6，2－5，3－

　　2，3－3，4－2，5－3，5－4，6－6，

　　7－4，8－4，9－2，10－5，12－2，

　　13・1，14－3，16－1・2，19一

　1・2，22－1，24－3，26－3，

　27－6，29－5，32－2，34－4，35

　－4，36－5，40－5，41－6，42－

　5，42－6，必一5，47－4，48－5，

　49－6，51－4，53－4，55■1

山岸敬子94－5
山岸俊男69－5，74－2，74－

　3，81－2

山口弘一18－5・6
山口隆二45－1
山口茂1－3，1－3，2－5，4－

　5，6－2，7－4，10－5，13－4，16

　－3・4，19－1・2，22－1，

　23－2，24－2，28－3，34－2

山川喜久男　25－1，37－1，38－

　6，52－3，弘一3，62－5，67－2，

　69－1，77－5，79－4，88－6

山木　茂11－5
山本和平52－3，53－4，55－

　5，56－1，57－2，61－2，鎚一2，

　88－6，94－6

山本満90－1，99－4

山本隆基98－1
山本武利58－4，61－3，61－5

山本恭裕96－6
山本忠平28－1，28－1，37－

　6，50－5，61－1

山中隆次32－6，35－2，76－5

山中篤太郎　1－3，2－1，4－3，4－

　　6，5－6，7－1，8－6，13－2，16－

　　1・2，16－5・6，20－1’

　　2，24－3，29－2，33－5，36－5，

　　41－2，42－5，43－5，炸4，51

　　－3，53－4，55－3

山野一美57－3，60－3，65－1

山崎秀記100－3
山城章2－3，3－4，10－6，

　　11－5，17－5・6，26－2，31’

　　2，35－5，43－2，58－6，59－6，

　　63－4，69－2

山下邦男62－6，79－5，83－

　　6，89－2，91－4，99－2

山下俊一82－6
山内進78－6，96－3

山内得立3－2，6－6，9－1，11

　－1，15－1，23－6，60－2

山内敏弘53－3，54－2，59－

　2，65－1

山浦久司83－1
山崎昭88－4，100－3
山崎耕一87－2，87－6

山崎三郎5－5，10－1

山崎怜75－1
山沢逸平48－6，58－5，59－

　5，65－2，66－6，68－5，69－4，

　76－2，81－5，85－5，92－1，92

　－4
矢野敬幸96－6
鎗田英三72－5
安井修二67－3，67－5，69－6

安川一93－5
安丸良夫78－5
矢田一男49－3，55－4
矢沢修次郎　84－2，86－2，98－

　　1，98－3

横川新56－1，58－4，63－

　　2，72－2

横倉弘行61－5
横須賀薫93－3
横田雅弘100－5
横山宏章81－3，87－6

横山潤76－5，78－6
横山れい子91－2

横関至76－1，97－2
米田実1－6，5－6，7－6
米川紀生59－5，61－5，62－

　　2，64－1

米川伸一39－6，40－6，41－
　　5，42－5，45－3，45－5，46－3，

　　47－3，47－5，48－4，51－2，51

　　－5，52－1，53－2，53－4，59－

　　3，62－6，63－5，63－6，64－1，

　　64－3，64－4，64－5，65－6，66

　　－1，67－4，67－5，68－4，68－

　　6，77－6，79－4，85－1，87－3，

　　90－3
米倉誠一郎　87－3，90－3

米山耕二7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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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82－4，95－4

土岐健治85－4，93－4

鴇田忠彦56－5，61－6，62－

　　2，78－4

常盤敏太1－1，1－6，2－5，2－

　　6，2－6，3－5，4－2，4－5，5－3，

　　6－2，8－4，10－4，11－3，13－3

時子山和彦　57－1，58－5，60－

　　5，65－3，81－4，94－1，99－5

徳江和雄62－2，65－5．67－

　　3，67－6，68－4

富永祐治8－1，27－4，34－4

富沢賢治51－3，52－6，53－

　　2，53－6，54－6，56－2，59－4，

　　61－1，63－3，63－5，64－1，64

　　－2，64－3，64－4，65－6，66－

　　1，67－6，77－1

土演　博92－6
鳥居宏史82－6
戸塚七郎60－2
豊田武28－4，33－1，38－4

豊泉周治95－3
坪沼秀昌93－5，99－5

円谷唆68－2，68－3，70－6

土淵健一60－4
土屋和恵65一工
津田真激59－1，61一ユ，61－

　5，63－5，63－6，64－3，ω一4，

　66－5，67－6，69－5，81－4，97

　－4
津田隆10－3，12－6
淳田内匠33－3，37－3，43－

　2，43－6，45－5，55－2，100－2

対木隆英57－3
辻村みよ子　78－6，86－2

塚田十一郎24－4

塚田富治87－4，93－1

塚原康博99－6
筑丼甚吉42－2，45－1，46－

　5，47－1，48－4

津村英文89－2
恒川邦夫87－4
貫　芳裕74－3
都留重人12－6，21－3・4，

　23－4

都留　康89－5
都築　彰95－3
都築忠七42－1，似一3，46－

　1，47－4，55－6，84－1，97－1

都築広巳幽一2，86－2，88－

　3，98－5

U

内田正子98－1
内田直作6－2，7－3，7－6，9－

　　6，16－3・4，18－4，22－2，

　　23－5，26－1，32－4，32－4

内田伸子．74－2

内田知行75－5，91－6

内田芳明33－1，35－2，35－

　　6，37－1，43－6

内池廉吉3－5
内野　茂36－6
内島敏之・66－5

内海和雄74－5，77－1，89－

　3，90－4，92－6，97－3，99－1，

　99－6
宇田川璋仁　73－5

上田　将90－5
上田隆穂94－3，95－5
上田辰之助　1－5，2－3，3－6，3－

　6，6－1，7－1，8－6，12－5，13－

　3，22－1，24－2，24－3，32－4，

　36－4，37－5

上田貞次郎　1－1，2－2，5－1，7－

　1
上田　泰98－3
植田兼義86－1，88－2
植由捷雄28－1，54－1，57－3

上田敏郎34－3，51－6，54－

　4，56－4，61－1

上原専禄1－2，1－3，1－6，2－

　6，3－4，4－3，6－3，8－2，12－

　3，14－2，22－1，刎一5，26－5，

　32－4，35－4，37－4

上原行雄59－4，79－4，80－3

植松守雄77－2，80－5

植松正25－6，28－1，28一

　5，31－5，37－6，40－1，45－3，

　48－1，50－2，50－4，54－2，56

　－2，58－3，62－4

植村博恭93－2
植村邦彦81－1
上野　格93－3
上野理子73－2
上野卓郎77－1，87－6

上杉　忍71－6
宇治琢美69－3
鵜飼康東71－5
浮田典艮58－1
梅村又次外5
梅谷文夫51－4，54－2，59－

　2，66－3，68－3，77－3

浦田一郎73－2．78－6，99－4

潮木守一54－2，55－5

臼井英之91－5
臼井久和90－1
宇津木正33－3，43－6，49－

　2，50－3

鵜沢秀78－1，80－2

W
和田重司45－2，46－3，49－5

和田淳一郎　100－1

和田一夫78－5，90－3

渡辺　寛93－3
渡辺金一25－6，26－5，28－

　4，30－5，33－6，34－4，36－2，

　38－1，38－3，39－4，41－1，41

　－3，43－5，必一6，53－5，59一

　・3，触一5，72－6，76－6，80－6，

　83－3，88－5，92－3，100－6

渡辺雅司72－3，76－3

渡辺雅男81－6，97－3

渡辺憲正89－5，91－1，92－

　6，96－3，99－1

渡辺茂樹71－6
渡辺恭彦44－3，53－1，53－2

渡辺陽一56－3
渡部峻明57－6，60－6

559



執筆者別索引　〔13〕

　4，54－2，55－2

高橋三雄79－6
高橋誠一郎　24－3

高橋滋93－5，94－5
高橋真司66－4，93－3，93－5

高橋秀悦75－5
高橋泰蔵1－3，2－1，3－1，5－

　1，5－4，6－6，6－6，7－5，9－4，

　13－2，15－1，18－3，22－1，24

　－2，32－6，34－2，34－4，36－

　3，39－2，41－4，45－1，48－2，

　49－4，59－1，62－6

高橋俊治82－5
高橋豊治99－2
高橋安光23－6，24－5，24－
　6．25－4，28－6，34－3，38－6，

　43－6，47－6，55－2，80－1，81

　－4
高宮晋29－3，33－3，40－

　1，47－1
高根義三郎　47－6，48－4，50－

　2，51－2，53－2，53－4，54－2，

　54－6，55－4，56－2，57－3，58

　－3，59－1，61－3

高野政子67－1，70－6

高野敏行93－3
鷹野邦人80－2，98－4

高瀬浄68－5
高瀬荘太郎　2－3，4－6，6－4，14

　　－4・5
高島善哉1－1，2－1，3－1，3－

　　4，4－4，5－1，5－4，7－4，7－5，

　　8－1，8－6，13－6，22－2，24－

　　5，24－5，33－3，鋤一4，35－4，

　　36－4，42－6，46－1，54－4，

　　100－4
高須賀義博　44－2，57－3，61－

　　4，83－4

高田清朗71－2
高山　晟52－6
高山憲之88－4，93－6，97－

　　6，98－1，100－1

高柳良治61－3，64－3，64－4

竹田茂夫79－1

武井大助24－3
武隈慎一88－4
竹村孝雄49－6，51－3，52－

　4，54－1，54－5，55－2

竹中竜雄4－1，10－5，14－2

竹下守夫75－4，95－1

竹内章郎91－2，97－2

竹内弘高99－4
竹内一夫96－4
竹内和夫77－3
竹内啓一58－1，59－1，59－
　4，61－1，61－3，65－6，66－1，

　67－1，67－3，71－4，72－2，72

　－3，72－4，72－6，75－2，76－

　6，80－6，81－6，84－6，86－3，

　88－5，89－4，92－2，95－3，96

　－5，97－6

竹内清32－6，39－1，似一3

竹内規浩49－1
竹内康江95－4
滝野　功81－2
滝田和夫79－3，80－4

滝谷善一7－1
滝沢菊太郎　33－2，35－1，36－

　1，55－3
滝沢正彦80－3，82－4，83－

　4，93－1，96－3，97－4

玉井竜象48－3
田村貞雄46－5，48－5，50－

　　5，51－6

田村昭三郎　59－2，65－1

由村紀之61－6
田辺秀樹84－3，86－1
田辺佐保子　89－1，91－1

田中裕明97－6
田中宏53－1，72－1
田中浩97－2，100－2
田中克彦45－6，50－1，57－

　　6，77－3，91－4

田中勝人94－1，100－3
田中和夫23－2，28－1，36－

　　2，47－2，54－6，58－3

田中金司34－2
田中誠二1－5，11－2，11－6，

　18－5　・　6，24－4，24－4，29－

　4，43－1，47－2，100－4

田中正司100－2
田中祐之12－6
田中稔久61－1，62－2

田中保敏98－3
田中嘉之66－5，66－6，67－
　1，68－3，68－4，68－6，94－5

田中　譲96－6
種瀬茂26－4，27－3，27－
　5，32－5，33－3，34－4，35－2，

　35－3，36－4，37－3，39－4，40

　－4，43－4．44－4，47－6，58－

　2，61－5，80－4，89－4，98－2

谷口重吉12－2
谷口晋吉82－2，85－2，87－

　5，98－6
谷原修身68－6，95－2

田内幸一37－2，39－5，40－
　3，42－5，48－2，49－5，56－2，

　57－4，75－3，83－4，95－4

田崎仁義22－1
田崎宣義80－3
立間祥介78－3
巽　博一5－5
俵静夫10－5
Tecson，Gwendo1yn　R　94－

　2
寺田元一91－2，97－5，99－6

寺本浩昭72－2，95－5

寺西重郎91－2
寺西俊一86－5，90－4，91－

　　5，92－2，98－2

暉唆衆三80－5，82－5

手塚公登79－6
手塚寿郎3－6，6－4
Thieme，Hans　66－4

登彊正実28－6
東畑精一6－1
富樫光隆81－6
富樫総一11－2
外池正治32－1，33－4，鋤一

　　3，35－3，38－4，45－2，49－1，

　　52－5，55－3，58－5，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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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昭雄91－3，97－5
清水広一郎　47－3，48－4，50－

　　2，53－5，72－6，76－6，80－6，

　　84－6，88－5

清水嘉治37－6，39－6，40－

　　1，42－5，45－1

清水啓典79－1，囎一6，84－

　　4，86－4，89－2，94－4，99－2

下條英男2－5
下和田功57－3
新川伝助45－2
篠原梓84－4，87－2
篠原三代平　33－1，38－5，48－

　　5，49－6，55－1，62－3

篠原敏昭89－6，97－1，100－

　　1
真保潤一郎　92－3

塩川徹也85－3
塩野谷九十九　6－1，12－2

塩野谷祐一　36－1，36－6，40－

　4，41－1，45－4，52－5，55－1，

　56－5，60－5，65－4，66一ユ，70

　－5，73－4，79－1，86－5，87－

　6，94－2，98－1，100－6

白井瑛一85－1
白倉克文76－3
白鳥庄之助48－2，58－6

副島種典33－5，35－4，41－

　4，犯一4，48－3，53－2

曽我部豊31－1，31－5，33－1

相馬勝夫12－5，51－1

孫田秀春6－3
須賀晃一91－3，99－5

菅井益郎74－3
菅原　修46－5
杉原高嶺92－5
杉原正顕100－3
杉原哲彦60－1，61－1，61－

　6，62－1

杉原泰雄46－3，49－3，50－

　3，53－2，53－3，65－1

杉橋陽一72－3
杉本栄一1－1，1－2，1－2，3－

　5．4－1，6－1，13－4，24－3，29

　　一5

杉村広蔵14－6，18－4，20－

　　3・4，20－3・4，20－3・

　　4，20－3　・　4

杉村　優80－2
杉田元宜22－3，25－2，29－

　　6，32－1，37－2，37－4，39－3，

　　40－2，42－4，㎎一5，46－2，49

　　－2，51－2，52－6，56－1，56－

　　3，60－2，61－4，63－1

杉浦博53－4，54－4，57－2

杉浦一平80－2
杉浦秀一91－5，95－3
杉山忠平25－3，52－6，86－3

杉山文彦81－3
杉山武彦67－6，82－2，87－1

吹田順助1－2，1－5，4－4，5－

　　6，8－1，11－1，泌一5，25－1

角　政也33－3
鷲見一夫60－3，61－1，61－

　　5，61－6，62－1，62－2，63－2，

　64－1，64－2，64－3，66－3，66

　－4，67－5

諏訪功．62－2，67－4，75－

　5，79－2，95－4

諏訪康雄99－3
須山光一67一ユ，67－3，73－1

須崎慎一75－6，81－6，85－2

鈴木英明94一ユ
鈴木秀勇21－3・4，23－6，
　24－6，29－6，32－5，32－5，38

　－2，39－1，41－5，43－2，43－

　3，43－5，44－4，47－4，54－3，

　56－6，60－6，61－1，64－6，77

　－3，78－5，100－4

鈴木蒸38－4
鈴木道彦42－3，47－4，50－

　1，55－2，80－1

鈴木満直89－2
鈴木典比古　68－5

鈴木純博34－3，35－3，38－

　1，似一2

鈴木正63－6，77－1

鈴木恒夫75－2

鈴木庸夫94－5
鈴木良隆66－2，67－5，77－6

鈴村興太郎　60－3，65－3，85－

　2，99－5

田畑理一85－6，88一乞，91－5

田畑伸一郎　91－1

多田鉄雄24－6，64－6

蓼沼謙一23－4，25－6，28－

　　1，29－4，脳一4，40－2，41－4，

　　43－1，52－2，54－3，57－5，64

　　－6，71－1，75－3，93－4，99－3

田上穣治1－2，2－4，4－1，4－

　　2，5－3，6－5，8一ヱ，8－4，8－5，

　　9－2，11－1，12－3，13－3，18－

　　2，22－3，24－4，25－6，28－5，

　　31－1，35－4，39－5，45－3，49

　　－4，58－3，62－4，65－1，100－

　　4
大陽寺順一　27－5，29－2，34－

　　1，38－1，42－6，44－4，47－1，

　54－3，59－2

田近栄治98－4
田島慶吾98－4
田島壮幸41－4，49－6，59－

　6，66－6，67－1，67－3，67－5，

　69－2，74一ユ，74－1，75－6，78

　－4，84－4，87－3，89－3

田島四郎14－4・5
田島俊雄87－5，92－2

高林克巳65－1
高田一夫74－4，80－5，82－3

高垣寅次郎　24－2，汰3

高木正道68－6
高橋長太郎　3－2，6－2，12－5，

　22－5，38－5

高橋文彦100－1
高橋一94－1，99－5

高橋寿一90－5
高橋克嘉42－3，43－2，46－

　3，49－1，53－2，55－3

高橋和宏72－2，73－6

高橋誠51－3，52－1，5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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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親良80－5
佐伯尤72－2，72－5

相模裕一95－3
佐原貴臣5－3
斎藤実男95－5
斎藤誠二37－3，57－1

斎藤真哉100－5
斎藤忠利48－2，48－4，49－
　4，50－1，52－3，55－4，55－6，

　57－2，59－1，62－1，62－5，67

　－2，69－1，75－4，82－6，84－

　5，86－2，88－1，92－1，93－1，

　96－3，98－4

斎藤高志50－6
斎藤　勇37－5
斎藤義介72－4
済藤友明85－1
坂口明義97－3
阪口伸六郎　31－6

坂井晴彦52－3
酒井正三郎　2－3，4－4，8－1，13

　　－5，15－1

坂入　明82－6
橘原　巌5－4
榊原健一99－5
榊原清則81－6，84－1，86－

　　2，87－3，88－3，96－4

坂本昭雄29－4，49－6

坂本二郎38－5，40－5，41－
　　6，似一1，46－4，46－5，48－5，

　　48－6，51－6，54－5

坂本賢三70－2
坂本雅子86－1
坂本重雄38－6，51－3，57－

　　5，99－3

坂本悼志72－3，77－6
坂根哲夫10－6，30－3，40－

　　1，57－1

坂田太郎3－3，12－1，26－4，

　　27－5，37－4，43－6，46－4，52

　　－6，53－4，54－4，58－4

左近　毅76－3

佐久間昭光71－6，79－6，87－3

作間逸雄76－1，97－5
桜井雅人83－4，88－1，88－

　6，93－1，94－6

桜井信行61－1
真田孝昭81－2
真田哲也91－2，91－5，95－3

佐野一彦6－6
猿渡啓子90－3
佐々木彰48－1，50－6，52－

　6，54－2
佐々木潤之介　47－3，59－3，64

　－5，83－3

佐々木克巳　47－3，48－1，53－

　5，74－2
佐々木専三郎　4－3，12－2，14－

　3
佐々木滋宇96－3，99－4

佐々木高政　62－5

佐々木卓也　93－2，100－1

佐々木照央　76－3
佐々木庸一　50－2，62－3

佐竹正夫81－5，92－4

佐竹義昌87－1
佐藤文夫71－6，73－1，92－5

佐藤春吉83－5，97－4
佐藤弘1－4，2－2，3－5，4－

　　5，7－3，11－4，23－1，46－6

佐藤弘幸62－3，63－3，67－6

佐藤和男28－1，31－1，31－
　　5，32－3，33－5，34－4，34－6，

　　36－2，37－3，40－2，41－3，48

　　－3，63－2，65－6

佐藤公彦81－3
佐藤公敏82－6，84－1

佐藤正広92－3，98－3
佐藤正哲57－6，68－5，70－

　　2，70－4，72－1，98－6

佐藤倫正83－1
佐藤宗弥58－2
佐藤隆三38－4，44－5，62－4

佐藤定幸47－4，62－6

佐藤節子40－2
佐藤信吉12－2

佐藤尚武18－1
佐藤毅41－2，81－2，95－4
佐藤共子75－6，78－2，80－

　3，81－6，84－1

佐藤好明92－5
佐藤佑治73－5，76－1，78－1

佐藤幸夫65－2，65－6，66－

　1，68－6

沢田裕之31－5
関春南67－3，67－5，74－

　5，77－1

関啓子72－3，73－2，75－
　6，76－3，78－5，80－3，84－4，

　90－4，93－3，99－1

関泰祐25－1
関恒義25－2，26－3，〃一
　3，27－6，32－6，33－6，34－4．

　35－6，37－2，43－5，45－4，47

　－1，51－4，63－4，65－3，79■

　4，80－4，86－6，91－4，92－2，

　100－6
関口清見23－6
関口直甫75－6
関口重之34－5
千田稔68－4，69－3，70－

　　1，70－3，74－6，83－5，88－4

柴田裕31－3，33－4，35－
　　5，38－1，39－1，41－2，68－5

渋沢孝輔57－2，61－2，71－3

渋谷一郎31－4，32－1，33－
　　4，34－3，35－2，36－4，42－3，

　　44－3，50－3

椎橋隆幸71－1
島　久代54－5
島袋善弘66－4，66－5，68－

　　2，68－3，70－1

島袋嘉昌74－1
島田太郎65－2，67－2，73－1

島田稔夫71－6
島村高嘉96－2
嶋崎隆77－5，84－2，87－

　　2，91－1，91－2，93－2，95－3，

　　97－1，99－4

島華華一貝π三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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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林良一1－3I7－2，21－5，

　　21－6，25－3，25－5，31－6，34

　　－1，34－4，36－3，39－2，51－1

大林太良47－6，48－2，49－

　　2，51－6，53－2，54－2，56－3，

　　57－4，57－6，58－1，64－1，66

　　－2，68－3

越智元治2－2，5－1，11－4，

　　32－4

小田正雄92－4
小田橋貞寿　1－1，2－3，3－1，3－

　　5，5－4，7－1，8－2，9－1，10－

　　3，16－5

尾高煙之助5ト3，62－2，67－

　　3，74－6，87－5

小笠原欣幸　96－1，98－3

小川英治94－3，99－2，100－

　5
小川弘25－5，32－1，60－

　2，60－6，68－5

小倉敏博92－6，93－5

小倉裕児97－2
小原敬士2－4，6－3，23－4，

　33－6，40－1，42－3，45－4，46

　■6，57－3，57－5工58－1

大畑末吉31－3，36－2，37－

　2，45－4，50－1，62－5

大平善梧1一ユ，2－4，4－3，4－

　6，5－1，5－5，6－5，7－3，8－3，

　9－2，9－5，10－5，10－6，11－

　5，13－3，18－1，20－1・2，

　21－5・6，23－1，23－5，24－

　4，27－3，30－3，32－4，37－4，

　41－3，47－4，49－3，50－6，52

　－4，54－1，55－6，63－2

及川完11－3
大石恵子67－1，67－3

大石慎三郎　38－4

大泉行雄2－3，3－3，4－5，6－

　6，8－3
岡真人73－6，80－4，82－
　3，90－2

岡　稔43－4，馳一3，56－6

岡　　孝76－4
岡　義達27－5
岡祐記41－1
岡田　清87－1
岡田糖36－1
大門正克89－5
岡本比呂志　95－5

岡本和夫87－4
岡本清42－1，㎎一1，48－

　　3，51－4，51－6，54－3，58－6，

　　60－4，65－4，71－2，79－3，95

　　－4

岡本　正45－3
岡本靖正71－3
岡村　勲36－3
岡室博之100－6
岡野哲士60－2
大川一司36－5，55－1

大川政三29－1，32－1，拠一

　　1，34－4，35－2，36－6，蝸一2，

　46－4，50－5，54－3，61－4，75

　－1，95－4

岡山誠司63－1，69－4，85－

　4，86－6，95－4

岡崎陽一82－5
桶舎典男31－4，31－4，33－

　2，33－4，35－1，36－3，37－5，

　53－1，55－5，66－4，66－5，68

　－5
桶谷秀昭50－1
大木昌70－1，72－1，74－

　2，98－6

奥田真丈64－6
奥田義雄58－1
奥口孝二50－2，51－2，51－

　6，56－1，69－6

大隈宏73－1，90－1
大熊信行4－5，10－3

奥山恭子95－1
大森忠夫39－2
大成竜雄25－5
大西幹弘84－2，85－5，89－

　3，89－5

小野旭46－5，47－6，51一

　　6，100－6

小野浩63－5
小野茂43－5
大野精三郎　29－2，29－5，32－

　　2，㎎一2，45－5，46－3，50－3，

　　70－4，72－3，75－5，82－3

小野寺哲哉　37－6

大沼正博81－3
折橋徹彦52－2，54－1，54－

　　6，56－1，61－1，61－3

大崎平八郎　㎎一3

大島藤太郎　87－1

大島堅造10－3
大島美留52－1
大城郁寛93－2
大須賀政夫　59－6

太田英一5－1
太田信二84－4，脳一2，96－5

太田哲三1－4，5－2，7－1，9－

　6，11－5，14－4，14－5，24－2，

　34－5
太田可夫1－4，2－6，3－2，5－

　2，5－6，8－2，9－2，12一ユ，20－

　3，20－4，23－6，24－5，28－2，

　41－4，46－1

大竹慎一75－5
大滝精一88－3
大谷孝太郎　2－2，32－4

大谷良雄58－2，60一ユ，63－

　2，66－5

大津　浩94－4
大塚秀之88－1
大塚勝夫68－1，68－2，93－6

大塚金之助　26－4，27－5，29－

　5，36－4，37－5

大塚勇一郎　64－4，65－5

小沢亘100－2

R

良知力31－3，36－4，39－
　1，41－6，45－2，65－4，97－1

李鍾允90－2，93－2

鰯山政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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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野善子86－2，91－3，98－6

長沼秀世50－3，51－2，52－
　1，55－6，57－1，57－3，88－1

長尾史郎71－5
永沢真江70－1
長沢惟恭34－2，35－4，38－

　5，45－1，51－2，54－5，59－4，

　79－5，79－5，83－6

永島孝61－3，65－3，100－

　3
長島信弘73－4，77－3，85－

　6，90－5，90－5

長島誠一60－1，62－3，65－

　5，66－1，66－2

長浦建司86－2，93－2

内藤濯1－6，8－1，12－1，

　13－5，24－5

内藤能房72－5，76－4，78－

　3，98－6

中林伸浩90－5
中兼和津次　78－3，87－5，92－

　2，98－6
中川和彦40－1，47－2，49－

　2，53－6，75－3

中川孫一1－4
中川学42－4，㎎一4，50－

　　3，53－1，53－5，57－6，59－3，

　　64－5，69－4，72－1，73－4，77

　　－4，83－3，89－3

中丼英基63－6，72－1，98－6

中島　清92－2
中島省吾59－6，66－5

中島俊克97－3
中嶋浩一96－6
仲本章夫82－2
中村元35－1
中村博之100－5
中村恵一49－1，50－6，52－

　　1，53－3，59－5，61－4，61－5，

　　77－4，78－1，91－4

中村恒矩40－3，42－4，44－

　　2，49－1，54－1

中村政則53－5，64－5，87－2

中村’恵85－6，92－5

中村忠36－1，42－1，69－
　4，71－2，79－3，83－1，89－2，

　89－4

中村達也64－4
中村貞二35－6，37－2，38－

　2，似一2

中村喜和48－2，52－6，56－
　1，59－1，60－1，61－2，62－5，

　63－4，68－3，72－6，73－3，76

　－3，76－6，77－3，80－6，84－

　6，88－5，96－3

中西新太郎　83－5，87－2

中野雄策46－3，46－6

中岡三益80－5
中内敏夫97－4
中山八郎9－5，11－3，14－2，

　26－1，32－4

中山伊知郎　1－1，1－4，3－3，4－

　5，5－3，7－4，8－4，9－1，10’

　4，12－1，13－6，14－3，21－1，

　22－1，23－3，24－6，26－3，34

　－4，37－4，似一1，48－3，48－5

中山真彦55－4
中里実91－6，94－5
中沢勝三75－2，80－3，84－6

並木俊守28－1，38－4，100－

　　1
直野敦60－1，60－3，62－

　　1，62－5，72－6，76－3，76－6，

　　84－6

成嶋　隆78－6
根岸国孝4－6，6－2，7－5，9－

　　3，22－4，25－4，30－1，43－4

根岸倍2－2，8－5，22－1，
　　22－6，23－5，26－1

丹辺文彦76－3
新里文八郎　2－4

二階堂副包　63－4，65－3

酋順蔵26－1，28－2，30－
　　5，32－4，36－6，39－1，43－3，

　　45－4，49－4，55－4，81－3

西田美昭60－5，63－5
西島弥太郎　5－3’

西川孝治郎　34－6，37－4

西川正身4－6，6－1，7－6，9－

　3，10－6，13－5

西川元彦48－6，79－1

西川義朗20－1，20－2，閉一

　1，30－4，34－5，37－3，42－1，

　58－6，71－2，79－3，83－1

西村朝日太郎　85－3

西村可明96－1
西成田豊90－3
西岡久雄46－6
西岡芳彦97－1
西谷元95－5，95－6

西沢　保92－1
西沢富夫23－3
新田和子96－3
新田忠誓99－6
丹羽　明83－6
丹羽昇73－5，83－6，99－2
庭山英雄49－6，52－4，54－

　6，56－1，62－4，71－1

野林健90－1，那一2
信日ヨ強69－6，72－3

延時英至33－5
野田博92－3，94－4，98－4

野田　稔32－6
野口悠紀雄　85－4，88－3，90－

　　4，94－4，96－1

野村秀敏76－4，90－2

野村一郎54－4
野村真理93－5，97－1，97－

　　6，100－2

野中郁次郎　93－4

野々村一雄　23－3，23－5，鎚一

　　1，41－1，55－6，61－6，65－5，

　　68－2
縫田清二25－4，30－2

沼正也49－3，52－2，53－

　　6，56－2

沼田嘉穂2－4，4－3
布井千博88－3，91－3，93－6

O

小原哲郎99－6
尾畑裕94－4，99－6，1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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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舳，63－2，65■5，67－4，82宮田喜代蔵・・一・，刎一…　　一・，・・一・，・・一。，。。一。，。。

　　一5，92－5，92－5　　　　富崎正吉10－2　　　　　－3，42－5

　南博方94－5　　　宮崎満87－1　　　盛田常夫72．4
　南　　博37－4，43－3，44一宮沢健一41－5，56－5，62一守屋晴雄96．6

　　2，似一4，50－4，74－2，81－2　3，65－5，67－4，70－1，76－2，向井健78－4，80－3

南亮三郎2－219－1　　　　93－4，97－5，99－4　　　向井武文74．1
南亮進蝸一・…一・…一宮沢俊郎・・一・，・・一・　村橋克彦。。一。，。。．。

　　5・49’1，51－3・52■5・54■・・溝口敏行㎎一1，・・一・，・・一村井敏邦・1一・，・・一。，。。一

　　71－4　　　　1…一1I・・一・，・・一・，6・一・．　・，・・一1，・・一・，・。一。，。。．。

南義清7214　　・・一・，・・一・，・・一・，・・一・，・・村上秀三郎・一・，。一1，。一。，。。

美濃口武雄　53－6，刷一6，55一　　一5　　　　　　　　　　　　．6

　　6，56－4，58－5，66－3，66－5，溝口雄三81－3，83－4　　村上　裕99．1

　　7015，73－1・7514・79■1！81水野武・・一・　　村松恒一郎・一・，・一・，。。一。，
　　■1，82－6，馳■5・89■4，96’水岡不二雄・・一・，・・一・，・・一　・・一・，1・一・，・・一・，。。一。，。。

　　5・97－6・99－5　　　6，98－1　　　　－6，似一6
美濃口時次郎ト1・羽一1，鴉一水田洋・・一1，・・一・，蛎一村松祐次・・一。，、。一。，。。．

　　3・3615・40■2・41■3I42一・，・…一・，・・一・，・・一・，・・一・　1，・・一1，・・一・，・・一。，鵬一。，

　　43■3・郷■4・49－2・4916・・1望月喜市・・一・，・・一・，・・一　・・一・，・・一・，・・一。，。。一1，似

　　一5，51－6I5316・55■5，55■　・…一・　　　　一・，・・一・，・・一1，。。一。，。。．

　　6，58－2，60－1，61－3　　望月敬之2－4　　　　　　6，72－1
三沢一4515I48■・I・1一・望月通・・一・，・・一・，・・一村本孜・・一。，。。一。，。。．。

三城満嬉別■4　　…1一・　　　村瀬玄・一・，。一。，。一。，1。
御園謙吉96－3，100－1　　Molteni，Corrado96－5　　　．3

三谷孝69－5，83－3　　森　　敬80－2　　　村田英治98．3
三井　清99－1　　　　森　　清60－4　　　　村田尚紀96．3
三浦新七3－1・11一・…一・・森泰吉郎・一・，・・一・　村田和彦・。一1，。。一。，。。．

宮燃か1ト・　霊蓑農1111　鮒1づ，・・州
宮城啓子9・一・　　盛誠吾9・一3　　村山淳彦96．3
宮川公男36－1・3・一3・・9一藻利重隆・3一・，・・一・，・6一室田武。9．。

　6，50－1，51－6，54－3，65－3，　　2，27－1，29－3，32－3，32－6，室谷賢治郎　7，3

　73－4，79－6　　　　　　　35－4，38－1，40－4，41－4，49武蔵武彦70．2
三宅明正幽■1　　一・，・・一1，・・一・，・1一・、・・一武藤光朗・・一。，。。一。，。。．。

宮本謙介81－5，89－5　　　　2，74－1，100－4

宮本義男56－6　　　　森川俊夫52－6，54－3，刷一　　　　　N
宮村健一郎’00一’　　・…一・，・・一・，・・一・，・・一・，鍋谷清治・。一。，。。一。，。。．

宮鍋幟31－3・33一・…一・脳一・　　　　・，・・一・，・・一・，。。一。，。。一。，

富野悦義糾・・一・…一森川1菱孝・・一1，・・一1，・・一…　一。，。1一。

　工・61■4，蝸・67－2・73一・・森川三男・・一・　　永原慶二・・一・，似一。，。。．

　79－2・8611・93■1　森村敏己1・0一・　　・，・・一・，6・一・，・。一。，。。．。

富下忠二41一・…一・…一森田道也・・一・　　永井一郎。。一。，。。．1

　4，56－4，60－3，67－5，67－6，森田・哲弥45－1，49－1，56一永井邦明66，6

　71－5，76－1，77－5，86－5，88　　2，60－4，71－2，83－1　　　永井みち子　61．3

　－2・88■6・90－6・拠■6　森田優三4－1，・2一・，・3－1，長縄光男6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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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者別索引　〔7〕一

国松久弥46－6
久野光朗囎一1
功刀俊洋91－3
倉林義正30－6，32－2，33－
　1，33－2，34－3，35－3，36－3，

　46－5，48－5，55－4，79－1，80

　－2，82－3，85－2，89－3，97■5

倉地幹三49－6，68－1

倉田良樹99－4
栗林　均89－6
栗原福也30－5，33－4，72－

　6，76－6，80－6，80－6

栗原尚子72－6，76－6，80－

　6，84－6，88－5

栗原淑江囎一2
黒田清彦74－3
黒川’修司75－6，81－5

黒川知文89－6
黒沢苓夫70－3
黒沢惟昭64－1，64－3，64－

　　4，66－6，68－2，71－5

黒柳違夫85－2
繰生正男39－3
栗生沢猛夫　76－3

草津　攻81－2
楠本捷一朗　80－2，85－2

桑原輝路28－1，29－4，31－
　　1，40－3，41－3，43－1，刎一5，

　　63－2，92－5，’97－6，98－4

桑原康行91－1，95－2

葛屋登92－1，98－4

許末恵95－1
経塚作太郎　63－2

　　　　　L

李　　石㎝一5
林’彰池56－3，59－5

Luig，Klaus　96－3

　　　　　M

　馬淵貞利75－2
　町田実秀4－2，22－1，23－2

　　24－4，28－5，49－3

　前田俊文100－2

前田庸介80－3
前原光雄6－4
前川裕94－6

　88－6，94－6

的場昭弘96－2，100－2
松田忠三70－4，75－1

米谷隆三1－5，1－5，2－5，2一松田　孝58－1
　6，3－6，3－6，5－4，6－5，6－5，松田竹太郎　11－2

　9－5，10－6，11－6，12－5，13一松田芳郎48－6，50－2．78－

　3，14－6　　　　　1．79－1・79－6180’2・82■3，
真島一男39－3　　　　　85－2，86－3，92－3，94－1，99

牧三平74－6　　　－1，99－5
牧野英一3－6，14－6　　松田賀孝60－5
牧野文夫90－6　　　　松江由美子86－1

牧野裕91－5　　　松井均90－6
牧野信之助　6－6　　　　　松井美樹　93－6，95－6

万代勝信96－5　　　　松石勝彦61－4，66－4，75一
間苧谷栄55－6，57－6，68－　　5，78－1，80－4，82－6，84－5，

　5，94－2　　　　　85－5・89－1190■2198－2
丸山不二夫　89－3，91－2　　　松川七郎　29－2，51－6

丸山直起67－6，90－1　　松木栄三70－1，70－3，72一

丸山健56－1　　　6，76－6，80－6
丸山泰男12－1　　　　松水征夫65－6，68－2，69－1

真実一男29－5　　　松元宏60－5187－2
先崎久雄32－2，34－6，35一松元幸子65－5，68－1
　　3，39－6，40－5，41－5　　松元亘鎚一6，34－4，34一

増淵竜夫11－3，17－3，17－　　6，35－1，39－6，42－4，43－5，

　　4，22－5，26－5，28－4，32－4，　47■2

　　34－4，35－4，38－4，40－6，似松本正雄24－4

　　－6，47－3，72－1，83－3　　松本雅雄14－4・5

増地昭男39－1　　　　松本雅男8－3，8－6，11－5，
増地庸治郎　2－3，7－1，9－1，9－　　21－3，21－4，27－1，31－6，34

　　4　　　　　　　－5，38－1，58－6．6014
増田四郎1－2，1－5，2－2，2一松野賢吾4－3，9－4

　　4，2－6，2－6，3－2，3－5，4－3，松尾弘5－1，32－6

　　4－4，5－2，5－5，6－4，8－2，8一松岡晋97－1

　　3，9－3，12－5，17－1，17－2，松島孝雄74－6

　　20－5，20－6，23－6，24－3，26松下圭一32－5

　　－5，28－4，30－5，32－2，32一松下優86－5

　　4，33－5，34－4，36－3，38－4，松浦茂治似一1

　　40－4，41－4，42－4，42－6，必松山敬左61－1

　　－6，47－3，48－3，49－3，50一松坂兵三郎　26－3，31－4，33－3

　　2，51－4，54－3，59－3，64－5，松坂和夫65－3，81－4

　　100－4　　　　　　　　　松園万亀雄　90－5

増井健一87－1　　　　三木義一94－5
増谷外世嗣　37－1，39－6，40一皆川　洗　21－5，21－6，24－

　　3，52－3，57－2，59－4，61－2　1，27－312815・41■3・54－1・

　　　　　　　　　　　　　　　　　　　566



（6）一橋論叢　第102巻　第4号

　44－2，46－1，48－3，48－4，51

　－2，51－5．53－3，54－2，56－

　3，58－2，60－1，62－2，65－2，

　67－2，72－5，76－5，77－5，84

　－5，88－6，93－1

金都　亨91－1
木村栄一26－6，30－1，31－

　6，34－1，34－4，35－2，41－2，

　42－6，51一ユ，53－6，58－6

木村二郎80－4，84－5，88－2

木村正身37－5，38－6

木村増三38－3，40－4，45－

　5，48－2，50－5，52－4，55－3，

　58－2，65－4，71－2，83－6，89

　－2
木村元一5－6，6－1，6－6，8－

　4，9－5，10－2，11－1，12－4，

　12－6，17－I　・　2，22－5，23－

　5，23－6，25－3，27－2，29－1，

　29－1，31－4，35－2，36－5，39

　－5，42－5，42－6，47－6，51－

　4，54－5，55－4，58－5，75－1

岸本嬉子58－4
北通文48－4
喜多實45－3，57－5
喜多了祐22－4，23－1，27－

　3，30－3，38－2，40－4，43－1，

　45－1，45－3，51－4，74－2，75

　－3，89－4，95－2

北川和彦74－5
北原三郎42－2，45－1，46－

　2，52－4，55－4

北村五良39－2
北村正次11－4
北村実78－2
北岡崇93－3
鬼頭仁三郎　1－4，1－6，2－5，4－

　5，5－3，5－5，6－6，8一ユ，9－3，

　10－5，11－2，12－2，13－4，16

　－1　．　2，19－1　．　2

木綿良行61－1
木山英雄69－4
清川雪彦67－5，68－1，78－

　3，87－5

小林秀徳75－5，79－6

小林一久59－2
小林修60－2
小林威56－3
小林靖夫72－1
小林靖雄31－2
小林啓孝72－3
幸田成友1－6
児玉俊介91－6
小藤康夫83－6，99－2
古賀英三郎　32－2，39－5，43－

　4，43－6，47－4，56－6，63－4，

　63－6，73－5，89－4

古賀祥二郎　88－2

小泉明6－1，7－6，8－6，10

　－3，16－5　・　6，17－5　．　6，

　19－1　．　2，34－2，36－5，38－

　5，39－4，41－6，44－4，46－5，

　48－1，50－5，57－4，58－6，63

　－4，73－4，79－5

小島彰96－5，98－2，99－6

小島慶三11－3
小島清18－3，19－3・4，
　20－1　■　2，21－3　．　4，22－

　4，23－6，24－1，26－3，27－2，

　28－3，32－2，拠一6，35－4，36

　－1，37－2，39－2，40－4，40－

　5，41－6，43－2，似一1，刎一4，

　48－3，55－1，56－5，58－5，63

　－3，63－4，65－6，66－2，68－

　5，70－5，73－4，74－4，76－2，

　81－5，84－5，86－5，92－4

小島麗逸72一工，87－5

古結昭和72－2
小松章96－4
小松進61－6，62－4，64－

　3，82－1

小宮孝7－2
小宮山琢二　2－3，2－5

小馬徹90－5
今野裕之82－3，95－2

今野一雄55－2，57－2

今野国雄30－5，52－1

河野大機96－4

河野六郎㎜一6
河野重栄69－2
河野昭三96－4
古瀬大六31－2，42－1，80－2

古瀬良則38－6
越村勲93－6，97－6
越村信三郎　10－5，36－4

小山路男測一4，46－2　　　・
小山良87－6，90－4，92－3

高津勝77－1，83－4
上妻精56－4，57－1，57一
　　　　　　　　　　　■　4，60－2，73－1，74－3，77－2，

　78－2，80－5　　　　　　　　　　　　　　　　　筍

久場嬉子61－3，64－4，65－

　2，66－1，66－2
久保岩太郎　5－6，6－5，7－6，10

　－2，11－2，18－5　・　6，22－4，

　24－4，27－3，28－1，34－4，36

　－1，43－1

久保欣哉36－3，37－3，40－

　4，42－1，43－3，75－3，79－4，

　95－2，97－4

久保村隆祐　㎎一2

久保庭真彰　75－5

久保内端郎　67－2，73－4

工藤箆7－6，9－3，11－4，
　13－5，22－5

久我雅夫18－3
熊田力男54－4
熊谷一男39－1，43－3，45－

　2，47－1，50－2，53－2，64－2，

　64－3

熊野聰58－2，97－3
熊野正平12－3，22－2，28－

　6，32－4，42－4，49－2

隈崎渡48－4，馳一6，58－4

久米博61－2，64－4，67－
　1，69－3，73－2，77－2

　　　　　　　　　　　’雲嶋良雄23－2，26－2，29－

　3，39－4，42－2，44－4，45－5，

　51－2，51－3，69－2，78－4，87

　－3，89－4，96－4　　　　　　　　　　　　　　’

国弘員人3－1，3－4，5－6，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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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3－2，14－4　．　5，19

　－3　・　4，24－2，26－6，34－5

岩田一男41－5，必一3，46－4

岩田昌征77－5
泉健子68－2，68－3，98－5
泉三義2－5，4－1，9－6，10

　－1，18－2

J

神保謙吾4一ぺ
地主重美30－6，49－5，85－5

K

賀川隆行90－2
蔭山宏66－2，66－4，74－
　4，75－6

賀井善智2－2，2－4，3－5，7－

　2
柿原和夫72－2，82－1
釜江広志73－2，94－2，99－2

亀井孝16－1・2，21－
　5　．　6，22－2，32－3，39－1，

　40－1，69－5，77－3

亀井辰雄4－1，9－6

加美和照38－2，43－1，57－1

上林敬宗94－1
上口裕73－1，98－5
神武庸四郎　76－5，77－6，82－

　4，85－1

上坪英治86－6，96－6

神山伸弘99－6
神山敏雄62－4，98－5
カ日茂4義一　　3－1，6－2

鴨良弼57－1，58－3，62－

　4，67－4

鴨沢巌58－1，84－6，88－5

金巻賢字7－5
金丸邦三55－5，56－4，59－1

神田祐一48－1，50－6
金田実1－4，5－2，6－4，8－

　3，9－1
金子栄一23－1，31－2，39－4

金子郁容99－4
金子鷹之助　1－2，2－4，2－6，4一

　4，5－6，8－2，10－3，11－2，14

　－1
金子幸彦36－4，37－6，40－

　3，42－3，45－4，46－3，50－1，

　53－2，54－6，76－3

兼頭吉市82－1
加納善子100－3
唐木国彦62－3，63－5，67－

　1，68－1，68－4，74－5，77－1，

　88－4

唐沢延行70－3，92－4

唐渡輿宣72－3，73－5

刈屋武昭65－3，94－1

笠原俊彦63－3，91－6

笠井　修89」6
春日偉知郎74－6

糟谷啓介98－4
片野一郎6－3，12－4，14－
　4　．　5，22－6，27－1，30－4，

　34－5，45－5，51－1，53－4，58

　－6
片岡寛63－1，68－2，82－

　5，86－6，96－6

片岡信二30－6，32－3，33－

　2，35－3，36－2，39－3，42－2，

　56－2，63－1，65－3，86－6，

　100－3，100－3

加藤博76－6，84－6，88－
　5，91－5，98－6

加藤寛32－6
加藤二郎63－6，64－6，79－

　2，84－3

加藤正治24－4
加藤雅99－4
加藤光也85－6
加藤精一10－2
加藤哲郎84－5，85－4，89－

　1，92－6，97－2

加藤由作1－5，3－3，3－4，5－

　2，7－2，7－3，10－4，19－5　・

　6，刎一2，24－2，27－4，28－3，

　39－2，41－2，42－6

加藤芳太郎　35－2，75－1

桂秀行83－5

勝田有垣48－4，49－3，50－
　6，52－6，54－3，58－3，63－4，

　64－1，64－2，64－3，64－4，64

　－5，65－2，65－6，66－3，66－

　4，66－5，67－6，68－1，68－2，

　68－4，69－1，70－6，72－4，77

　－4，84－3

川口博也58－3，59－2，59－

　5，95－2

川口智久50－6，57－3，57－

　4，74－5，77－1，88－1

川原次吉郎　31－1

川井健81－4，95－1，100－

　4
河合栄三81－1，鴉一5，85－1

河合言享太郎　7－5

川上源太郎　弘一1，弘一6

川上多助1－6，6－2

川村正幸70－6，71－6，76－

　4，84－4，87－4，95－2

河村錠一郎　58－2，61－2，62－

　5，82－4，94－6

川名隆史93－6，96－1，㎝一1

河野正男60－3
河野敏明92－2，94－4，97－

　4，100－6

河野裕康82－3，85－2，87－

　2，89－3，96－2

川崎文治劉一1
川崎英策3－2
川崎恭治92－5
川崎隆司45’2
川崎誠一67－5，70－2
川崎隆司74－2，76－3，76－4

川島茂裕87－6
川島信太郎　7－4，7－6

川嶋四郎98－3
見目洋子91－1，96－6

毛塚勝利99－3
菊池悦朗65－2
菊池京子92－6，98－5

菊池道樹86－4，87－6

菊池亘25－1，鎚一3，36－
　　1，38－6，40－3，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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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98－3，100－1

五十嵐邦正　83－1

飯田　繁8－1
飯野利夫22－4，30－4，33－

　　4，34－4，釧一5，36－6，38－5，

　　39－4，41－5，42－1，43－2，似

　　’4，47－2，52－4，60－4

飯塚和之70－6
飯沢英昭65－6，70－4，70－6

池田頴昭23－3
池田浩太郎　29－1，32－2，32－

　　6，35－1，37－6

池田光義95－3，100－1

池田貞夫88－3
池上和夫70－3，71－6

池問誠55－5，63－5，68－
　　2，74－4，76－2，81－5，83－4，

　　88－4，91－3，92－4，97－6，99

　　－4

池本正純70－5
池野秀弘93－2
池野勇治8－5
池尾愛子90－2，91－3

池尾和人82－1
今井賢一52－5，53－6，55－

　　1，77－4，78－4

今井忍11－5
今井義夫36－2，46一ユ，60－

　3，76－3，84－4，86－3，89－1

今泉佳久72－5，75－1

今村哲也89－1，94－5

井村喜代子　87－2

伊奈正人92－6
稲田雅洋70－3，71－6，72－2

稲垣寛58－2，59－2，79－

　5，89－2

稲上毅74－2
稲毛満春33－1，33－2，38－

　5，45－2
印南博吉4－1，7－2，11－6

猪□弘之66－3，71－3

井上修一75－6，79－2，84－

　3，89－4
井上孝子56－2，6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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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寿一93－2，94－3，97－5

井上義夫80－5，88－6，90－

　　2，94－6
伊大知良太郎　6－3，9－5，39－3

五百籏頭真次郎　3－6，37－5

入江　伝2－2
入江良平81－2
伊坂市助1－3，6－3

石弘光51－5，52－5，53－
　　6μ一5，55－5，58－5，65－4，

　　71－4，73－6，75－1，76－2，78

　　－1，88－4

石田竜次郎2－4，7－2，10－1，

　　22－6，35－3，37－4，39－1，46

　　－6．52－6，58－1，58－1

石田忠娼一4，46－1，55－
　　3，83－2，94－6

石原全62－2，64－2，66－
　　3，85－5，95－2

石畑良太郎　㎎一2、似一6，46－

　　4，55－3

石井昇92－1，94－5
石井頼三11－2，25－2，34－

　　4，㎎一2，46－2

石井正之助　49－2，52－3

石井保雄99－3
石川郁男35－3，36－4，76－3

石川城太95－3
石川操仙一5，47－3，69－3

石川滋22－6，23－5，32－
　4，42－4，43－3，45－6，53－1，

　58－1，59－3，62－6，68－5

石川惣太郎　59－5

石倉雅男98－2，100－6・

石渡茂50－2，51－6，53一ユ

石崎悦史86－6
石津英雄32－2，38－1

磯部浩一35－5，37－5，39－

　1，39－6，41－1，42－5，必一1，

　44－3，49－1，55－3

磯谷明徳89－3，89－5

　　49－1，50－4，52－2，53－2，58

　　■4，61－1，63－3，65－3，65－

　　3，67－3，86－1，93－2，94－1，

　　95－3
板垣　望58－4
板垣忠60－4
板垣与一1－2，1－3，1－5，2－

　　3，3－1，3－4，4－6，5－5，6－2，

　　8－5，9－1，9－4，12－6，17－

　　5．6，23－2，23－5，24－3，

　　27－2，31－5，33－2，34－4，35

　　一ユ，37－5，41－6，45－4，45－

　　6，48－5，51－1，53－1，55－1，

　　57－6，68－5

伊丹敬之69－1，79－6，87－4

猪谷善一1－1
井藤半弥1－1，1－6，3－5，7－

　　4，10－2，12－6，14－3，19－

　　3・4，21－5・6，25－5，26

　　■6，29－1，31－4，39－2，40－

　　5，42－6，44－1

伊東秀征97－3
伊東政吉57－3
伊東光晴29－5，31－5，32－

　3，33－4

伊東　壮83－2
伊東昭雄似一6，83－3

伊藤邦雄86－4，炸4

伊藤　眞95－1
伊藤述史41－3
伊藤高弘77－1
伊藤良弘85－3
伊藤善市48－6
岩浅武久87－6，89－6
岩城良次郎　61－4，63－1，82－

　5，86－6，91－1，93－4，96－6

岩間徹85－6，92－5
岩本一美39－5，40－1

岩佐茂83－5，91－2，97－5
岩崎允胤71－4，73－5，78－

　5，83－5，86－6，91－2

磯地明雄71－3，88－6，94－6岩崎美紀子98－1

磯野　修16－5，36一ユ，38一岩沢孝雄96－6
3，妨一2，47－1，〃一5，47－6，岩田巌1－4，3－4，6－4，8一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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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2，46－5，48－5，53－6、林喜代三70－1，70－4，71－　　52－4

　．8一。，阯2，66一・，㏄一6，7・　5，・3一・　　　一橋大学法学部’法学教育課
　一。，。。一・，・・一・，・・一・，脇一林正寛・・一・　　　程シンポジウム準備委員

　6，83－6，94－3，96－5，99－2林正寿62－3，63－3，64一　会78－6
原秀六呪一・　　　・，6・一・，・6一・，6・一・　一橋大学法学部商法改正研究

原一郎9－6　　林忠行90－1　　　会75－3
原　聖㎝一6　　林　武38－1，・・一・，・・一一橋理論経済学研究会29－2
原亨吉85－3　　　5，57－6，72－6，75－5，76－6，程島次郎94－1

原　誠56－2，59－1，63－　80－6　　　　北條秀一2－2
　6，73一・，・・一3　　羽染耀三・・一・　　本田純一72－5・73’2・74■2
原正行・・一3，63一・　日高六郎η一・　　本田尊正47－6，57－5I99’3
原茂太一37－3，41－6，43一樋口午郎21－1・2，21一本田創造39－1，88－1
　1，仏一5，52－2，64－2　　　　3・4，23－2，28－3，31－6　本多謙三2－1

針谷寛91－5　　　肱黒和俊75－2　　　本問幸作4－5
針谷美和子　83－5，89－1　　　疋野景子　78－2　　　　　本間要一郎　56－6

春名章二81－1　　　　疋田康行77－6　　　　堀　孝彦83－2
長谷部勇一90－2　　　　樋野芳雄81－2　　　　堀　　潮6－118－2，37－3，
長谷田彰彦　46－6，48－5，50一平館利雄　23－3　　　　　　　37－3
　　3，。6一・，・・一6，78一・，・・一・，平賀明彦・・一・，・6一・　堀部政男58－3，61■4・78－

　　82－2　　　　　平井明別一2，85－5，90－6　6I82－1
長谷川欣佑　49－5，52－3　　　平井和秀　78－5，81－1，82一堀口　亘　95－2
長谷川正安28－1，6・一1　　6，85－3，86－3，89－3，・0－6星野彰男別一2・54’6，55■

橋本郁雄31－3，38－6，40一平井規之67－4　　　　　5，55－6
　　2，47－3，49－1，49－3，50－1，平井孝36－1，39－3，47一細野日出男4－1，6－3

　　62－5，63一・，64－6，67一・　5，・5－6　　　細谷千博別■6・30－3・34一
橋本仁蔵45－2，46－2，47一平川幸彦93－2　　　　　4，43－1，似一4，54－1，90－1

　　1，47－5，48－2，49－1，52－4，平野信行57－4，60－3，61一細谷垣夫28－2

　　54－3，54－5，56－4　　　2，65－2，68－6，71■4176－5，　　　I

橋本正博98－5，98－5　　　　77－5，88－1
畑　孝一46－1，50－1　　平野豊雄84－1　　　　居林次雄43－1
畑中康一71－5　　　　平沢典男81－5　　　　市原　博90－3
羽鳥卓也32－5　　　　平田清明25－5，26－4，56－6市原昌三郎25－6，27－3，28一
服部弘志6・一・　　平田光弘・・一1，・・一・・8・一　1，跳15・31’5・拠一4，36’6・

服部＿馬・3－2，2・一3，鎚一　1，8・一3，89一・，9・一1・91一・・　3・一3・似一4・5014，93■4・94

　　2，36－6　　　　　96－4　　　　　－5
早川武彦77－1，81－4　　広川　忍80－1　　　　一條和生93－2，99－6
早川毅㎝一・　　広本敏郎8・一・，・9一・・9・一市川孝一71■6・7415・81－2

早川泰正11－4，27－6，29－5　　3，100－5　　　　　市川道雄38－2

早見弘62－6　　　広田昌義64－2　　　市川亮一70－6
速水保50－4，52－5，53一広海孝一51－1，54－3，57一市村昭三40－3，55－5

　　3，53－6，56－1，62－6　　　　1，67－4，77－4　　　　一瀬益夫77－2
林栄夫3・一・　　久武雅夫・一・，・一1，8一・，・・井出野栄吉61■6，63－1，73一

林博史88－1，9・一・，97一・　一・，23－1，・・一3，・8－1・35－　6・75■4・78■1，80－5，82’5，

林大樹・・一・　　　・，・・一・，・・一・！・・一・…一・・　阯5・86－5・9016・91■4・96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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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節子38－2

D
出口裕弘51－4，55－2，57－

　2，62－5

土橋　正86－4
土肥垣之73－1，75－2，89－

　1，89－5，97－5，99－4

D町sdale，Peter　D．　92－4

海老池俊治　22－6，25－1，36－

　3，37－5，39－3，40－3，㎎一4，

　似一3，46－4，49－2，49－4，52

　－3，59－2

海老坂武73－3，73－5，78－

　2，80－1
海老塚明88－2，91－5

江上生子80－4，87－2，89－

　1，91－1

江見康一38－6，39－5，48－

　6，50－5，56－5，75－1，76－2，

　90－4，92－1

江夏由樹97－3，98－6，100－

　6
江沢譲爾1－3，2－5，3－2，3－

　3，4－4，5－3，7－3，8－5，9－2，

　10－3，14－1，46－6

笛木正治59－6，68－4

富原芳彰28－6，39－3，42－

　3，47－4，50一ユ，52－3，54－3，

　60－2，61－5，62－5，67－4

藤垣芳文85－1
藤井栄一32－3，39－5，似一1

藤井一行45－3，52－4，52－

　6，53－5，58－2，63－5，76－3

藤井賢治脳一4，95－5，96－5

藤井隆41－2，48－1，㎎一5
藤井義夫1－4，2－1，2－6，3－

　2，3－5，4－4，5－5，7－5，8－5，

　9－1，10－4，11－1，13－6，18－

　2，22－1，23－6，刎一5，25－5，

　　28－2，30－2，32－1，34－4，37

　　■1，40－3，41－5，43－6，仙一

　　3，51－4，56－4，58－4，59－5，

　　60－2
藤森俊輔46－4
藤森頼明68－4
藤本幸太郎　2－1，5－2，12－4，

　　24－1，24－2，24－3

藤本治49－2，51－3，53－
　　2，55－2

藤野志朗50－4
藤野正三郎　30－6，32－3，拠一

　　3，35－5，55－5

藤岡貞彦65－4，93－3，95－5

藤沢　伝74－5
藤末宏29－3，拠一3，36－
　1，37－1，39－6，43－5，45－3，

　46－2
藤田伍一65－5，66－1，68－

　6，69－1，72－5，75－4，76－4，

　92－1，94－3

藤田和也74－5，77－1

藤田健治30－2
藤田整40－6，42－2，独一

　2，46－4，55－5

藤津清治26－2，37－1，45－

　4，59－6，69－2，74－1，77－6，

　87－3

藤原彰79－4，97－2
藤原静難92－6，映5

藤原稔弘99－3
深見義一1－2，3－4，6－3，9－

　6，10－2，13－1，23－2，24－2，

　27－4，30－1，33－4，34－2，37

　－1，37－4，48－2

深沢宏45－6，48－3，49－
　5，51－5，53r1，53－3，55－4，

　62－1，側一5，67－4，69－3，72

　－1，78－3，83－3，98－6

福田敬太郎2－1
福田雅章61－6，62－4，71－

　1，98－5

福田平帥一6，98－5

福田康男91－6

福田泰雄84－2，88－3，93－

　5，96－2，98－2

福居純57－3，58－4，59－

　4，60－6，73－3，85－3

福岡博之35－5，36－3，主8－

　3，40－3，43－3

古川栄一13－1，23－4，26－

　2，27－1，31－2，34－4，34－5，

　38－5，45－1．59－4，59－6

古川哲史11－1
古沢友吉29－2
古沢ゆう子96－3

古島敏雄49－2
二木博史92－3

G

銀屋義9－2
後藤晃66－1，70－5

後藤昭次71－3

H
萩原茂久62－1，64－2，66－

　　2，68－1，70－2，71－3，72－2，

　74－3，76－1，78－2，80－1，82

　　－3，幽一1，86－3，88－2，90－6

萩原進61－5，62－3，63－

　3，64－1，65－6

萩原力75－5，77－5，81－

　1，98－3
浜田陽太郎　64－6

浜林正夫26－4，32－5，32－

　5，38－3，42－I，43－6，似一6，

　64－1，66－1，67－3，82－4，93

　－4，99－1，100－2

浜島　朗39－4
浜下武志84－4，85－6，87－4

浜谷正晴74－5，74－6，77－

　2，83－2，93－4

英明48－1，50－3
英　修道13－4
花田功一80－4，86－3

花枝英樹71－6
花井　敏69－5
花輸俊哉39－5，41－1，4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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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者別索引　（1〕

　　　　　　　　　　　執篭者別索引
　　　　　　　　　第1巻第1号～第100巻6号
　　　　　　　　（昭和13年1月）（昭和63年12月）
執筆者名をアルファペット順に配列した．数学77－6は第77巻6号を示す．号のと

ころで5・6とあるのは5月・6月の合併号である．同一執筆者が同じ号に2回以
上掲載しているときは，原則としてその回数通り配列した．巻数はゴシック体にて

表記した．

　　　　A
安部悦生77－6，85－1
阿部源一8－3，9－3，10－1，

　10－6，12－1，12－4，14－1，16

　－5．6，30－3

阿部謹也46－1，47－3，48－

　4，50－4，52－1，52－2，81－3，

　83－3，87－4

阿部　望85－2
阿部昭吾40－1
阿部周造64－3，65－5，69－

　6，70－2

阿部隼晴90－5
相原光24－1，48－6
相原修76－4
赤木昭三85－3
赤松要4－1，4－5，5－5，7－

　1，7－3，10－1，10－6，20－

　5　・　6，27－2，30－3，33－4，

　36－5，42－6，44－1

明石博行92－3，93－5，98－2

明石茂生82－1
蛛場準一43－1，〃一4，似一

　5，52－1，56－4，57－1，57－3，

　57－5，58－3，58－4，59－2，59

　－5，65－4

秋谷治86－5，帥一3
阿久津桂一　1－1，2－1

天児慧78－3，81－3，96－1
天野昌功71－5，73－2

天利長三17－1・2
安藤英義73－6，76－1，78－

　　4，79－3，82－2，83－1，84－3，

　　86－1，91－3，94－3，99－1

青木英夫47－2，50－6

青木人志98－5

青木順三54－4，59－4，61－

　2，64－6，79－2，96－1

青本正紀85－6，87－2，89－4

青木達彦70－3
青木外志夫　33－6，37－2，蝸一

　6，52－6，92－2

青木雄造25－4
荒　憲治郎　26－3，31－4，32－

　6，33－6，34－4，35－5，41－1，

　42－5，42－5，44－4，44－5，47

　－5，48－5，50－5，52－5，54－

　3，55－1，56－3，56－5，61－4，

　62－2，65－3，70－5，71－4，74

　－4，75－4，84－4，86－4，88－

　4，90－4，91－4

荒井一博88－2，90－2，92－

　6，95－3，100－6

荒井　献60－2
荒井信一83－2
新井皓士71－3，79－2，95－3

新井益太郎　31－6，34－5

有木宗一郎　69－5

有馬文雄28－6，39－3
有田富美子　85－2，92－3，97－

　6，98－1，100－1

有賀貞85－4，88－1，89－

　4，90－1，91－6

浅田喬二78－3
浅田統一郎　89－1，91－3

麻田四郎24－1，48－6

浅井啓吾別一1
浅丼良夫85－1
朝川伸夫11－6
浅野栄一29－5，31－4，33－

　　1，39－5

浅野順一30－2
浅野勝正67－3，72－4

浅岡博45－5，46－2，㏄一
　1，70－2，81－4，86－6

浅岡宣彦78－1，80－5

鮎川二郎96－6
吾妻光俊4－2，4－6，5－4，6－

　1，6－5，8－4，9－5111－6，13－

　1，13－3，16－3・4，23－4，25－

　6，28－1，32－3，35－4，珊一1，

　45－3，47－2，51－3，57－5

　　　　B
馬場啓之助　3－2，11－1，22－6，

　32－2，34－4，36－6，38－2，39

　－6，40－5，41－4，42－1，43－

　4，44－1，44－5，45－6，47－4，

　49－4，51－4，53－4，55－1，57

　－4，70－5

馬場義久84－5
朴菖煕鴉一1，57－6，79－6
番場嘉一郎　12－3，19－5・6，

　23－1，27－1，30－4，34－5，36

　－3，42－1，60－4，71－2

坂内徳明78－1，84－1，85－

　4，89－5，91－6，94－2

場勝義’雄73－6

別府祐弘48－1，52－2

Bronfenbremer，Martin
　41－1

　　　　　C

地田知平27－4，30－1，鎚一
　　6，35－6，38－5，39－2，51－1，

　　81－4，87－1

近見正彦100－5
知念英行56－3，58－2，58－

　　4，60－6，67－2

崔柳吉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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