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上要員】

神奈川陸2414 神奈川陸2464 神奈川陸2511 神奈川陸2558 神奈川陸2621

神奈川陸2415 神奈川陸2465 神奈川陸2512 神奈川陸2560 神奈川陸2622

神奈川陸2416 神奈川陸2466 神奈川陸2513 神奈川陸2561 神奈川陸2624

神奈川陸2417 神奈川陸2467 神奈川陸2515 神奈川陸2562 神奈川陸2625

神奈川陸2419 神奈川陸2469 神奈川陸2516 神奈川陸2567 神奈川陸2626

神奈川陸2422 神奈川陸2470 神奈川陸2518 神奈川陸2568 神奈川陸2629

神奈川陸2423 神奈川陸2471 神奈川陸2519 神奈川陸2569 神奈川陸2630

神奈川陸2424 神奈川陸2472 神奈川陸2520 神奈川陸2573 神奈川陸2631

神奈川陸2425 神奈川陸2474 神奈川陸2521 神奈川陸2574 神奈川陸2632

神奈川陸2426 神奈川陸2475 神奈川陸2523 神奈川陸2575 神奈川陸2635

神奈川陸2427 神奈川陸2477 神奈川陸2524 神奈川陸2576 神奈川陸2636

神奈川陸2430 神奈川陸2478 神奈川陸2525 神奈川陸2577 神奈川陸W3918

神奈川陸2431 神奈川陸2479 神奈川陸2526 神奈川陸2578 神奈川陸W3919

神奈川陸2434 神奈川陸2480 神奈川陸2527 神奈川陸2579 神奈川陸W3921

神奈川陸2435 神奈川陸2481 神奈川陸2531 神奈川陸2580 神奈川陸W3922

神奈川陸2437 神奈川陸2482 神奈川陸2533 神奈川陸2584 神奈川陸W3925

神奈川陸2438 神奈川陸2483 神奈川陸2534 神奈川陸2585 神奈川陸W3926

神奈川陸2439 神奈川陸2484 神奈川陸2535 神奈川陸2586 神奈川陸W3929

神奈川陸2440 神奈川陸2485 神奈川陸2536 神奈川陸2588 神奈川陸W3930

神奈川陸2441 神奈川陸2486 神奈川陸2537 神奈川陸2590 神奈川陸W3931

神奈川陸2442 神奈川陸2488 神奈川陸2538 神奈川陸2591 神奈川陸W3932

神奈川陸2443 神奈川陸2490 神奈川陸2539 神奈川陸2593 神奈川陸W3933

神奈川陸2444 神奈川陸2491 神奈川陸2540 神奈川陸2596 神奈川陸W3934

神奈川陸2445 神奈川陸2492 神奈川陸2542 神奈川陸2597 神奈川陸W3935

神奈川陸2446 神奈川陸2493 神奈川陸2543 神奈川陸2600 神奈川陸W3938

神奈川陸2448 神奈川陸2495 神奈川陸2544 神奈川陸2601 神奈川陸W3939

神奈川陸2449 神奈川陸2496 神奈川陸2545 神奈川陸2602 神奈川陸W3940

神奈川陸2450 神奈川陸2498 神奈川陸2546 神奈川陸2604 神奈川陸W3941

神奈川陸2451 神奈川陸2499 神奈川陸2548 神奈川陸2605 神奈川陸W3946

神奈川陸2452 神奈川陸2500 神奈川陸2549 神奈川陸2606 神奈川陸W3947

神奈川陸2453 神奈川陸2501 神奈川陸2550 神奈川陸2607 神奈川陸W3951

神奈川陸2455 神奈川陸2503 神奈川陸2551 神奈川陸2608 神奈川陸W3953

神奈川陸2456 神奈川陸2506 神奈川陸2552 神奈川陸2611 神奈川陸W3955

神奈川陸2457 神奈川陸2507 神奈川陸2553 神奈川陸2612 神奈川陸W3956

神奈川陸2459 神奈川陸2508 神奈川陸2554 神奈川陸2614 神奈川陸W3958

神奈川陸2461 神奈川陸2509 神奈川陸2555 神奈川陸2616 神奈川陸W3959

神奈川陸2462 神奈川陸2510 神奈川陸2557 神奈川陸2619 神奈川陸W3960

令和４年度　第２回一般曹候補生　第１次試験　合格者



【陸上要員】 【海上要員】 【空上要員】

神奈川陸W3961 神奈川海3026 神奈川海3081 神奈川海3141 神奈川空3462

神奈川陸W3962 神奈川海3029 神奈川海3085 神奈川海3142 神奈川空3463

神奈川陸W3964 神奈川海3032 神奈川海3086 神奈川海3143 神奈川空3464

神奈川陸W3965 神奈川海3034 神奈川海3088 神奈川海3144 神奈川空3465

神奈川海3036 神奈川海3090 神奈川海W4140 神奈川空3468

神奈川海3037 神奈川海3092 神奈川海W4142 神奈川空3473

神奈川海3038 神奈川海3093 神奈川海W4144 神奈川空3475

神奈川海3040 神奈川海3094 神奈川海W4145 神奈川空3477

神奈川海3041 神奈川海3095 神奈川海W4146 神奈川空3479

神奈川海3042 神奈川海3096 神奈川海W4147 神奈川空3480

神奈川海3045 神奈川海3100 神奈川海W4149 神奈川空3481

神奈川海3046 神奈川海3102 神奈川海W4151 神奈川空3484

神奈川海3047 神奈川海3103 神奈川海W4152 神奈川空3485

神奈川海3048 神奈川海3106 神奈川海W4153 神奈川空3487

神奈川海3049 神奈川海3107 神奈川海W4154 神奈川空3489

神奈川海3050 神奈川海3108 神奈川海W4155 神奈川空3493

神奈川海3053 神奈川海3109 神奈川海W4156 神奈川空3495

神奈川海3054 神奈川海3113 神奈川海W4157 神奈川空3504

神奈川海3056 神奈川海3114 神奈川海W4158 神奈川空3505

神奈川海3057 神奈川海3115 神奈川海W4160 神奈川空3506

神奈川海3059 神奈川海3116 神奈川海W4161 神奈川空3508

神奈川海3060 神奈川海3120 神奈川海W4162 神奈川空3509

神奈川海3061 神奈川海3121 神奈川海W4164 神奈川空3510

神奈川海3062 神奈川海3122 神奈川海W4166 神奈川空3511

神奈川海3064 神奈川海3123 神奈川海W4168 神奈川空3514

神奈川海3065 神奈川海3125 神奈川海4680 神奈川空3515

神奈川海3066 神奈川海3127 神奈川海4681 神奈川空3516

神奈川海3068 神奈川海3128 神奈川海4682 神奈川空3518

神奈川海3069 神奈川海3130 神奈川海4684 神奈川空3520

神奈川海3073 神奈川海3131 神奈川海4685 神奈川空3521

神奈川海3074 神奈川海3132 神奈川海4686 神奈川空3523

神奈川海3075 神奈川海3133 神奈川空3524

神奈川海3076 神奈川海3134 神奈川空3527

神奈川海3077 神奈川海3135 神奈川空W4437

神奈川海3078 神奈川海3136 神奈川空W4442

神奈川海3079 神奈川海3137 神奈川空W4445

神奈川海3080 神奈川海3139 神奈川空W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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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上要員】

神奈川空W4449

神奈川空W4450

神奈川空W4451

神奈川空W4455

神奈川空W4457

神奈川空W4458

神奈川空W4460

神奈川空W4461

神奈川空W4463

神奈川空W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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