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級の部

問1 火牛 問51 谷崎潤一郎

問2 昭和30年（1955） 問52 跡津川断層

問3 豊臣秀吉 問53 天湖森

問4 めひかわうかいまつり 問54 出世

問5 高岡短期大学 問55 鉢蝋清香

問6 先用後利 問56 高樹

問7 びるだん 問57 みさだ

問8 勾玉 問58 大夢来館

問9 1月1日 問59 高峰譲吉

問10 ウマヅラハギ 問60 日電歩道

問11 本木克英 問61 流水客土

問12 猪谷関所 問62 河合良成

問13 遼寧（省） 問63 天の夕顔

問14 富山のくすり 問64 生理衛生

問15 さんよし 問65 蜃気楼

問16 館哲二 問66 小西鳴鶴

問17 桜町 問67 古志

問18 前田利家 問68 ウラジオストク

問19 懸場帳 問69 美術

問20 大岩山 問70 高熱隧道

問21 宇奈月麦酒館 問71 鍬崎山

問22 しょくにほんぎ 問72 浅野総一郎

問23 藤井能三 問73 白岩

問24 イタセンパラ 問74 能越自動車道

問25 国泰寺 問75 瑞泉寺

問26 4516首 問76 御印祭

問27 九転十起 問77 宮崎鹿島樹叢

問28 椎名道三 問78 善知鳥

問29 勝興寺 問79 塩硝

問30 高岡漆器 問80 十字峡

問31 飛騨 問81 大井冷光

問32 黒部市 問82 太子伝会

問33 手取 問83 棚田

問34 婦中鵜坂駅 問84 らんかやす

問35 帰農 問85 鯉雨画斎

問36 前田利長 問86 十二町潟水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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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7 新世紀 問87 柳田布尾山古墳

問38 とやま賞 問88 2999（メートル）

問39 大沢野 問89 中島閘門

問40 本草通串 問90 前田正甫

問41 333（メートル） 問91 てんたかく

問42 海韻館 問92 諏訪

問43 シモン･ゴールドベルク 問93 広徳館

問44 海内果 問94 洞杉

問45 虫干法会 問95 立山曼荼羅（図）

問46 富山湾 問96 宮崎・境海岸

問47 奥山廻役 問97 レジオン・ドヌール勲章

問48 結婚前（の者）、独身者 問98 森林浴

問49 白山宮 問99 群遊

問50 白岩川 問100 大汝山

中級の部

問1 問2 問3 問4 問5 問6 問7 問8 問9 問10

問11 問12 問13 問14 問15 問16 問17 問18 問19 問20

問21 問22 問23 問24 問25 問26 問27 問28 問29 問30

問31 問32 問33 問34 問35 問36 問37 問38 問39 問40

問41 問42 問43 問44 問45 問46 問47 問48 問49 問50

問51 問52 問53 問54 問55 問56 問57 問58 問59 問60

問61 問62 問63 問64 問65 問66 問67 問68 問69 問70

問71 問72 問73 問74 問75 問76 問77 問78 問79 問80

問81 問82 問83 問84 問85 問86 問87 問88 問89 問90

問91 問92 問93 問94 問95 問96 問97 問98 問99 問100

一般の部

問1 問2 問3 問4 問5 問6 問7 問8 問9 問10

問11 問12 問13 問14 問15 問16 問17 問18 問19 問20

問21 問22 問23 問24 問25 問26 問27 問28 問29 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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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1 問32 問33 問34 問35 問36 問37 問38 問39 問40

問41 問42 問43 問44 問45 問46 問47 問48 問49 問50

問51 問52 問53 問54 問55 問56 問57 問58 問59 問60

問61 問62 問63 問64 問65 問66 問67 問68 問69 問70

問71 問72 問73 問74 問75 問76 問77 問78 問79 問80

問81 問82 問83 問84 問85 問86 問87 問88 問89 問90

問91 問92 問93 問94 問95 問96 問97 問98 問99 問100

ジュニアの部

問1 問2 問3 問4 問5 問6 問7 問8 問9 問10

問11 問12 問13 問14 問15 問16 問17 問18 問19 問20

問21 問22 問23 問24 問25 問26 問27 問28 問29 問30

問31 問32 問33 問34 問35 問36 問37 問38 問39 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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