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機械学会

日本機械学会フェロー一覧
称号取得日
2001 年 3 月 21 日
(231 名)

2002 年 3 月 25 日
(206 名)

2003 年 3 月 25 日
(154 名)

称号取得者氏名
小豆島明，阿部武治，荒川忠男，荒木信幸，有浦泰常，有信睦弘，飯田嘉宏，飯野利喜，池上
皓三，池田 隆，石川博將，石本礼二，伊藤献一，伊藤猛宏，伊藤源嗣，伊東 誼，稲崎一郎，
井上 晃，井上孝太郎，井上悳太，井上 滉，井上博允，井上雅弘，稲生 武，猪岡 光，今
津英敏，岩壷卓三，上田新次郎，鵜飼隆好，宇治橋貞幸，内田憲男，内山 勝，浦上紘一，江
田 弘，榎本良輝，遠藤征紀，狼 嘉彰，大田英輔，太田照和，太田安彦，大谷隆一，大場謙
吉，大屋正明，大輪武司，岡崎 健，小倉敬二，小澤 守，尾田十八，小野京右，小野信輔，
嘉数侑昇，垣野義昭，景山一郎，笠井洋昭，笠木伸英，梶内俊夫，柏木孝夫，香月正司，金光
陽一，神本武征，河合末男，河合素直，川口東白，川副嘉彦，河村 洋，木内 学，菊地勝昭，
菊山功嗣，岸浪建史，北川 浩，北川正樹，城戸裕之，木谷 勝，久保愛三，久保司郎，黒川
淳一，黒田千秋，河野通方，小林敏雄，小林英男，駒井謙治郎，斉藤 忍，齋藤武雄，坂巻清
司，坂本千秋，佐藤友彦，佐藤知正，佐藤秀紀，佐藤勇一，塩崎忠一，塩谷 義，柴田順二，
渋谷寿一，清水克彦，清水信行，清水真佐男，清水優史，下河辺明，下坂陽男，下津正輝，上
光 勲，庄司克雄，庄子哲雄，庄司正弘，城野政弘，白鳥正樹，末岡淳男，菅 泰雄，鈴木健
二郎，鈴木浩平，鈴木孝幸，須藤浩三，関根英樹，背戸一登，宗宮 詮，高城敏美，隆 雅久，
高森 年，高山和喜，田口裕也，竹内芳美，竹越栄俊，竹園茂男，竹野忠夫，立花規良，立石
哲也，田中克敏，田中啓介，田中重穗，田中裕久，田中正隆，田中正人，棚橋隆彦，谷 順二，
谷江和雄，谷下一夫，団野 敦，茶谷明義，長南征二，辻
裕，土屋良明，藤堂勇雄，戸田
三朗，鳥居 薫，鳥居卓爾，永井正夫，長尾高明，中島賢一郎，中島 健，中島尚正，長島 昭，
長野靖尚，長松昭男，波江貞弘，成合英樹，南部健一，新岡 嵩，西尾茂文，西岡俊久，西脇
一宇，西脇信彦，野際靖雄，野波健蔵，萩原一郎，橋本弘之，幡中憲治，浜中順一，浜松照秀，
林紘三郎，林勇二郎，早山 徹，原 文雄，原山清己，檜佐彰一，菱沼孝夫，広瀬茂男，深野
徹，福迫尚一郎，福島丈雄，福田収一，福田好朗，福永節夫，藤井 進，藤井照重，藤江正克，
藤田勝久，藤田秀臣，藤田恭伸，藤本 元，藤森義典，舟橋宏明，古川勇二，本阿弥眞治，牧
英夫，増岡隆士，桝田正美，町田 尚，松尾陽太郎，松岡信一，松岡文雄，松崎雄嗣，松下修
己，松久 寛，松本和男，松本 將，松本洋一郎，宮内敏雄，三宅 裕，宮本 登，宮本昌幸，
三好俊郎，村上澄男，村上敬宜，森脇俊道，矢川元基，矢吹雅男，矢部 寛，山川 宏，山口
勝美，山口 武，山田 元，山中晤郎，山根隆一郎，山本富士夫，吉識晴夫，吉田和夫，吉田
駿，吉田豊明，吉村達彦，芳村敏夫，渡部康一
青木 繁，秋野詔夫，浅田忠敬，東 健一，天田重庚，有冨正憲，安東弘光，飯田訓正，池川
昌弘，井小萩利明，石井 仁，市田良夫，一瀬謙輔，伊東弘一，稲葉 忠，井上達雄，井上直
彦，庵原昭夫，井原 透，入江南海雄，岩舘忠雄，上田完次，牛山 泉，内山田竹志，浦
晟，
浦
環，漆谷春雄，江原隆一郎，江村 超，大坂英雄，大地昭生，大下孝裕，大住 剛，大
塚二郎，大野信忠，岡島 厚，岡田勝蔵，岡田養二，岡田吉誼，岡本 勲，岡本紀明，小口幸
成，尾添紘之，小沼義昭，小幡篤臣，小保方富夫，梶谷 誠，勝田正文，加藤康司，加藤征三，
角田敏一，金子祥三，上條謙二郎，神谷紀生，亀本喬司，川池和彦，川口 修，川崎芳樹，川
橋正昭，木枝茂和，菊地一雄，北林興二，木村文彦，工藤一彦，倉茂道夫，栗林勝利，桑原邦
郎，小池哲夫，小泉安郎，小林 紘，小山富夫，斎藤彬夫，酒井智次，坂口晴一郎，坂田信二，
坂本弘志，座古 勝，佐藤正明，澤 芳昭，塩澤和章，塩路昌宏，清水 翼，白井良明，白樫
高洋，進村武男，末松良一，菅波拓也，杉山 弘，鈴木富雄，鈴木康文，砂子田勝昭，住川雅
晴，芹澤昭示，大聖泰弘，高木靖雄，竹内正紀，田中章浩，田中基八郎，田中信雄，田中 豊，
谷田宏次，谷村眞治，千葉 薫，陳 玳珩，柘植綾夫，辻本良信，堤 正臣，常本秀幸，徳田
君代，徳田正孝，戸部省吾，冨田信之，冨田佳宏，豊田国昭，永井健一，中川紀壽，中沢 弘，
中沢 賢，中瀬敬之，中田雅彦，永田勝也，中野栄二，中林功一，長屋幸助，新倉孝昭，西 道
弘，西岡雅夫，西田新一，西原主計，西村朝雄，新田明人，根津紀久雄，野田直剛，畑 一志，
花岡 裕，花崎伸作，羽田壽夫，林 靖享，速水 洋，原 利昭，原田正躬，久野勝邦，平澤
茂樹，広川芳郎，福井茂寿，福島直人，福田武人，福田敏男，藤井孝蔵，藤井 透，藤川重雄，
藤川卓爾，藤本英雄，二川暁美，船津和守，古川 進，邉 吾一，堀越清視，本田博司，蒔田
秀治，松尾一泰，松岡三郎，松野建一，松原十三生，松宮 煇，松村 誠，丸田芳幸，三浦宏
文，水川 真，三矢保永，宮武俊弘，宮野 廣，宮野 靖，三好良夫，三輪 恵，毛利 彰，
森 康彦，森田信義，森田喜保，森村 勉，森本吉春，八坂哲雄，屋代春樹，安田仁彦，柳原
弘道，矢部 孝，山内進吾，山崎重之，山崎信寿，山下新太郎，山下 忠，山田一郎，山田伸
志，山本和義，山本勝弘，山本純雄，山本雄二，横田克彦，吉岡純夫，吉川恒夫，吉田 彰，
吉村允孝，和田 仁，渡邊勝彦，渡辺克巳，渡辺敬三
青木素直，青柳友三，秋下貞夫，浅田 稔，朝田泰英，東 恒雄，雨森宏一，新井健生，荒川
忠一，飯塚武彦，池内 健，石田幸男，伊藤高根，稲葉英男，井上喜雄，井山俊郎，岩井善太，
岩本順二郎，上松公彦，宇佐美三郎，大木 博，大串哲朗，大久保信行，大久保博志，大坪英
臣，大富浩一，大西公平，大場史憲，大橋敏二郎，大前伸夫，大道武生，大矢弘史，岡田克巳，
岡部永年，沖 善成，小坂田宏造，大日方五郎，柿沼博彦，鍵和田忠男，影山和郎，鹿島光一，
金子成彦，金子 真，川口 裕，川田 裕，神吉 博，菊池正紀，岸本喜久雄，木田輝彦，木
村雄二，久保田裕二，鯉渕興二，国眼孝雄，小嶋直哉，後藤 學，小濱泰昭，小林俊郎，斎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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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3 月 24 日
(133 名)

2005 年 3 月 22 日
(105 名)

2006 年 3 月 22 日
(73 名)

2007 年 3 月 23 日
(57 名)

2008 年 3 月 25 日
(40 名)

2009 年 3 月 24 日
(33 名)

昭則，三枝省三，坂 真澄，酒井信介，坂根政男，笹井勝彦，佐藤一雄，佐藤順一，佐藤忠一，
佐藤幹夫，沢木洋三，塩幡宏規，茂森 政，清水幸丸，社河内敏彦，庄司秀夫，陣内靖介，杉
本浩一，杉山憲一郎，鈴木章彦，鈴村暁男，曽田正浩，高田祥三，多川則男，舘
暲，田中
英一，田中俊光，谷川義信，玉木貞一，塚本頴彦，津田吉広，土田栄一郎，筒井俊明，坪井孝
夫，寺山孝男，都井 裕，戸田 勧，外山和男，鳥居太始之，永井 實，中神達郎，中込秀樹，
中橋和博，中原綱光，仲町英治，中村育雄，中村春夫，永村和照，中山 顕，新倉和夫，西村
正治，西山秀哉，則次俊郎，橋本 巨，長谷川富市，畑村洋太郎，服部敏雄，林 一夫，林 眞
琴，林 義正，原田昭治，日向 滋，廣川俊二，福江一郎，藤城俊夫，藤田稔彦，藤田昌大，
古川明徳，古荘純次，堀江三喜男，牧野啓二，牧野俊郎，班目春樹，松井幸雄，松本 陽，松
本史朗，水谷一樹，三井公之，三宅徳久，宮崎則幸，宮田 寛，三輪敬之，武藤睦治，村上輝
夫，望月貞成，門出政則，康井義明，矢鍋重夫，矢野利明，矢部 彰，山崎光悦，横田眞一，
吉沢正紹，吉澤善男，吉本堅一，和田充雄，渡部 修
相沢 協，青木康芳，青山藤詞郎，朝倉俊行，淺間 一，新井雅隆，飯田一嘉，石川 浩，石
塚 勝，石濱正男，石原国彦，五十君清司，井出 敞，出澤正徳，今井秀孝，井村英昭，岩渕
明，内田幸彦，遠藤 満，大滝英征，大坪和彦，大亦絢一郎，岡田昌志，岡部友三朗，岡本洋
三，小川益郎，小田 勇，柿倉正義，柿崎隆夫，梶昭次郎，加藤孝久，加藤毅彦，兼田禎宏，
川上 崇，川嶋紘一郎，川本広行，神田雄一，北野 誠，北村隆行，木村康治，熊沢鉄雄，古
池治孝，小島宏行，小島史夫，五嶋孝仁，小菅一弘，後藤 彰，小西義昭，小林信之，小林正
生，小林道明，小松敬治，小山 繁，酒井達雄，坂本東男，佐近淑郎，佐藤 勲，里深信行，
沢 俊行，下田正敏，下山 勲，杉本 旭，鈴木勝義，臺丸谷政志，高木敏行，瀧本 昭，武
石賢一郎，武田展雄，田中正夫，田中雄次郎，遠山茂樹，時政勝行，登坂宣好，友野勝也，鳥
越邦和，中井善一，中垣通彦，長坂雄次，中島 晃，中曽根祐司，中野政身，中村昭三，中村
保，中村友道，名取通弘，苗村康次，奈良林直，成田吉弘，難波義治，新美智秀，野口 徹，
芳賀研二，長谷川勉，初田俊雄，羽根一博，疋田弘光，樋口俊郎，菱田公一，姫野龍太郎，平
尾雅彦，平野 徹，平山義則，廣瀬通孝，深倉寿一，藤井健一，藤井丕夫，藤田隆史，本間寛
臣，前川 博，松岡 薫，松日楽信人，円山重直，三木光範，水町 渉，村上俊明，村上理一，
村瀬英一，持丸義弘，本村 貢，森 建二，森下 信，安田千秋，山口隆美，山下博史，山本
哲，湯浅栄二，横堀壽光，横幕俊典，吉田総仁，吉本佑一郎，若園 修，脇坂知行，渡辺一実
相川英一，青山俊一，浅川基男，浅見敏彦，阿部栄一，荒木 勉，有本 卓，安藤 栄，五十
嵐保，池田雅夫，石田正弘，石塚隆雄，石本昌三郎，伊藤 昇，伊藤文夫，稲葉雅幸，井上彰
夫，井上剛良，岩井善郎，宇高義郎，浦西和夫，太田正廣，大谷利勝，刑部真弘，越智保雄，
加藤昭悟，加藤 稔，上宇都幸一，神永文人，河島弘明，川田宏之，北野三千雄，日下部隆也，
熊田雅弥，栗田 裕，幸田盛堂，小谷重遠，小寺秀俊，後藤正典，許斐敏明，小林淳一，小林
成嘉，近藤孝広，斎藤義夫，酒井康彦，鉾谷克己，佐久間一郎，桜井茂雄，佐藤太一，下条 誠，
白井正明，菅原 悟，鈴木利忠，数土幸夫，須藤義悦，須藤 亮，曽根 彰，高橋 宏，高橋
由紀夫，田口俊夫，竹内正雄，田所 諭，田中義人，谷 和男，谷藤克也，近久武美，塚本 寛，
蔦原道久，土屋和雄，東郷敬一郎，冨田栄二，富田侑嗣，中川 哲，中島克洋，中西 清，中
村仁彦，野口博司，野中 勇，野平英隆，野本秀雄，羽木秀樹，林 光一，久角喜徳，飛原英
治，福西 祐，藤田 肇，藤山一成，保坂 寛，本間友博，升谷五郎，町田隆志，松井剛一，
松隈雅治，松野謙一，松村修二，丸山晃市，三木一克，光石 衛，宮崎俊行，森岡幹雄，師岡
慎一，安井平司，矢野歳和，山田幸生，吉村 忍
小豆畑茂，畔上秀幸，阿部俊夫，池川正人，石綿良三，臼井健介，大澤克幸，大滝誠一，大庭
英樹，大林 茂，大森 整，大好 直，岡崎正和，岡田 健，小山田修，梶ヶ谷一郎，加藤千
幸，川路茂保，河本 洋，菊地義弘，木下正昭，児玉敏雄，榊田 均，佐野明人，菅野重樹，
鈴森康一，須田義大，曽我部潔，高田保之，滝 晨彦，但野 茂，龍田康登，田中 収，田中
和博，塚本真也，辻村 学，堂田邦明，冨山哲男，中佐啓治郎，中部主敬，南雲慎一，丹羽小
三郎，野口裕久，橋本竹夫，橋本律男，長谷川邦夫，服部修次，原田英臣，久田俊明，菱田 誠，
平野一美，廣江哲幸，福岡俊道，福島清司，福島康雄，藤田 聡，古川正志，細田祐司，堀 慶
一，堀 政彦，間瀬俊明，松平恒夫，松平晏明，水野惠一郎，水野 毅，宮本喜晟，三好隆志，
望月 修，森 治嗣，山本碩徳，吉田哲二，吉田英生，吉田有一郎
青木 繁，荒井栄司，新井史人，五十嵐喜良，池田 隆，石川晴雄，石原外美，伊藤義康，稲
田文夫，大隅 久，岡島 敏，奥田洋司，帯川利之，梶島岳夫，川村貞夫，菊入信孝，木田 隆，
木村繁男，木村修二，木目健治朗，京極秀樹，工藤信之，小泉孝之，古口日出男，小久保邦雄，
小島史男，古藤 悟，坂 清次，佐田富道雄，佐藤和恭，佐藤春樹，清水伸二，志村 隆，高
塚 汎，高西淳夫，竹中信幸，蔦 紀夫，坪内邦良，鶴田隆治，東崎康嘉，永瀬和彦，永田晃
則，中村俊一，長安克芳，橋田俊之，畑 俊明，早瀬敏幸，平井秀一郎，福永久雄，古石喜郎，
古川雅人，丸山茂夫，三巻利夫，宮木正彦，横井一仁，横堀誠一，渡辺富夫
猪狩敏秀，生田幸士，上田隆正，大須賀公一，大橋鉄也，川崎晴久，熊谷則道，小島幸夫，小
林秀昭，小森谷清，近藤良之，佐川 渉，重河和夫，茂地 徹，渋谷陽二，杉村丈一，杉村延
広，杉本信正，千田二郎，蝶野成臣，佃 嘉章，都築浩一，堤 一郎，花井嶺郎，檜山浩國，
深津邦夫，藤岡健彦，日置秀明，北條正樹，松岡由幸，松本貴與志，水野明哲，箕島弘二，村
井 勉，森 英夫，薮野浩司，吉川邦夫，米田 完，綿貫啓一，和仁正文
青山 元，秋葉 博，浅沼 博，池口 隆，井上 昭，大島まり，小野信市，河原源太，康 倫
明，木下明生，清澤芳秀，金原 勲，阪上隆英，澤田大作，新野秀憲，鈴木真二，田端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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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内伸好，辻田 誠，土屋総二郎，坪内孝司，中北清己，長谷川達也，服部仁志，松本健郎，
三浦英生，村上 存，村中重夫，村松直樹，森下正樹，山口高司，吉澤雅隆，吉田和哉
青木尊之，阿部 豊，遠藤幸雄，岡田亮二，小川英之，功刀資彰，後藤新一，服部 正，平原
裕行，藤田喜久雄，北條春夫，三浦秀士，山根隆志，山本 誠，吉田和司，渡辺桂吾，渡邉澂
雄
秋澤 淳，秋葉機四郎，新川和夫，飯山明裕，石飛光章，石山拓二，伊藤慎一郎，伊藤宏幸，
伊藤基之，井上一信，井上修行，井上裕嗣，植田利久，牛田多加志，梅田和昇，梅田 靖，遠
藤 真，遠藤規美，岡村一男，岡本孝司，押野谷康雄，片岡 勲，加藤 章，加藤数良，河合
秀樹，河合理文，川口靖夫，川島 豪，北村健三，小石正隆，小林秀敏，小林幸徳，齋藤 格，
佐々木直哉，佐々木正史，澤田恵介，渋谷 嗣，下田祐紀夫，白國紀行，菅沢 深，鈴木康一，
鈴木宏正，須藤誠一，千田 衞，高田 博，高田 一，高比良裕之，高松 洋，瀧本正民，田
中皓一，田中敏嗣，田中雅人，田中真美，田中 守，田辺秀明，田沼唯士，段上 守，長江昭
充，永田徹也，西口磯春，西田恵哉，服部俊介，花村克悟，原村嘉彦，福澤健二，福本 功，
福本昌宏，藤江裕道，藤田 修，船崎健一，北条公伸，馬 書根，前川 治，真壁朝敏，眞下
寛治，松内一雄，松田三知子，溝口孝遠，宮内 直，宮近幸逸，村上弘記，森 和男，森吉泰
生，諸貫信行，矢野智昭，山口博司，山田陽滋，山本隆司，山本俊昭，横山 隆，吉田篤正，
吉田喜一，吉灘 裕，吉原福全
青木和夫，青山和浩，赤松史光，荒井裕彦，荒居善雄，犬丸 淳，今西悦二郎，王 碩玉，大
内英俊，大久保英敏，大久保雅章，太田 稔，奥山邦人，小田裕司，香川利春，金子堅司，川
合忠雄，木口量夫，國枝正典，久米原宏之，桑野博喜，小池 誠，齋藤隆之，里中 忍，志賀
聖一，清水昭比古，下田博一，白樫正高，杉山 均，武正文夫，辰岡正樹，田中邦明，土居俊
一，轟
章，富村寿夫，中島幸雄，中條祐一，西村伸也，能見基彦，野田尚昭，野村由司彦，
萩原正弥，原口元成，平岡尚文，藤本浩司，堀切川一男，松岡茂樹，三木一生，三宅卓志，山
根浩二，山本憲隆，湯川晃宏，吉田 忍，吉村卓也
青山英樹，浅野 等，池森 寛，伊佐 均，石澤静雄，伊藤昭彦，井原郁夫，狼 芳明，大竹
尚登，大築康生，緒方正則，小原 拓，小原敬史，川口清司，川本克也，菅野 智，厨川常元，
黒坂俊雄，越塚誠一，小島晋爾，小机わかえ，近藤英一，坂本英俊，佐野正利，澤田達男，志
澤一之，下村芳樹，社本英二，鈴木正昭，鈴木雄二，高原弘樹，高見敏弘，高村昭生，田川正
人，田中 正，長嶋利夫，中別府修，中村 孝，中村 隆，中山良一，西原 崇，西村秀和，
西脇眞二，西脇正明，野田 進，羽二生博之，日垣秀彦，日野竜太郎，平子 廉，福山満由美，
古沢利明，古寺雅晴，堀内伸一郎，本家浩一，正木信男，松田博行，松野文俊，松元明弘，松
本敏郎，宮原光雄，宗像鉄雄，村田良美，山本一彦，山本圭治郎，湯原哲夫，吉川暢宏，吉本
成香
有賀敬治，池田 徹，石川正俊，石田弘明，石塚 悟，伊能教夫，岩田佳雄，岩附信行，植草
常雄，上田昭夫，植田浩義，宇津野秀夫，大島伸行，岡田 裕，小尾晋之介，海保真行，門脇
敏，鎌田 実，神永 晉，神谷秀博，岸本 哲，久村春芳，見坊行雄，小池裕二，小山幸司，
坂井 彰，佐田 豊，佐藤岳彦，薄 一平，鈴木健司，角田 勝，高久田和夫，高野直樹，田
川泰敬，武 浩司，武田哲明，田中孝之，辻 知章，辻 裕一，土岐 仁，橋本 彰，東町高
雄，人見光夫，姫野修廣，平井慎一，平岡弘之，武馬修一，前川 卓，松木則夫，松永三郎，
松原 厚，松村 隆，水垣善夫，森川裕久，森西洋平，安田俊彦，矢野 猛，山田 純，山本
透，山本秀彦，横田治之，横山 誠，吉田敬介，李鹿 輝，渡辺鉄也
青村 茂，安倍賢一，安藤泰久，池田英人，石田良平，岩崎富生，上野 明，内田孝尚，梅沢
修一，江口邦久，大岩孝彰，大原敏夫，小野寺英輝，加藤泰生，金丸邦康，木内龍彦，鞍谷文
保，小酒英範，斎川路之，佐田守弘，佐藤恵一，品川一成，渋川哲郎，清水康夫，肖
鋒，
白瀬敬一，神野 誠，祖山 均，高瀬和之，高野 靖，武田啓壮，田崎 豊，田中俊明，谷岡
雄一，谷川雅之，寺嶋一彦，寺田賢二郎，曄道佳明，富田直秀，中西 勉，中村滋男，西野耕
一，萩原世也，橋口公一，長谷川豊，古野志健男，前野隆司，松本章吾，丸田 薫，向井 稔，
村瀬道雄，柳瀬真一郎，山田 功，山本元司，横山良平，吉冨雄二，若山修一
秋濱一弘，浅山泰，安達泰治，阿部眞一，天谷賢児，有坂寿洋，飯田明由，井手英夫，伊藤照
明，梅原徳次，大岡昌博，大久保雅史，太田裕之，太田有，荻原慎二，小野直樹，小俣透，加
賀邦彦，風尾幸彦，風間俊治，梶原逸朗，金枝敏明，北川敏明，杵渕雅男，黒河周平，黒田孝
春，小林俊一，小林祐子，是永敦，齊藤俊，坂本信，鈴木康夫，関眞佐子，相馬仁，多田直哉，
多田幸生，店橋護，永井清，中垣隆雄，中山栄浩，西岡靖之，新田勇，農沢隆秀，羽賀俊雄，
秦誠一，平野明彦，廣田真史，藤森俊郎，藤原浩幸，古谷寛，堀部明彦，増田義彦，松尾亜紀
子，松原幸治，三宅亮，本井久之，森田昇，山田明，山田雅彦，吉野雅彦，和田成生，渡辺啓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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