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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国立

私立

国立

国立

国立

大学/机关名称

秋田大学

朝日大学

岩手大学

爱媛大学

大阪大学

英文名称

Akita University

Asahi University

Iwate University

Ehime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所在地

简介

秋田县秋田市手形学园町1-1

秋田大学以3个基本理念为基础(1.贯彻执行国际水准的教育·研究2.投身于解
决地域振兴和地球规模的课题。3.培养活跃在国内的有为人材。)，由4个本科
院系（国际资源系、教育文化系、医学系、理工系）和4个研究生院系（国际
资源学研究科、教育学研究科、医学系研究科、理工学研究科）构成。秋田大
学以「学生第一」为本，向学生提供细致周到的教育环境。目标是培育能够肩
负下一代重任的学生，以此为地域做出贡献，成为与世界相通的大学。

岐阜县瑞穗市穗积1851

朝日大学1971年创立以来，与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北京
外语大学等在内的世界上18所大学缔结了合作关系，积极地开展着教育、研究
工作、以及学生间的交流活动。此外，朝日大学还通过接收外国留学生、进行
大学间的交换留学、海外派遣·接收教员、积极开展与驻日中国大使馆为首的
各国大使馆间的交流，进一步推进了建设国际化大学的进程。其中，与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院的交流自1984年缔结协定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特别是在
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3年得到JST的「樱花科学计划」的支援。今后朝
日大学也将期待着中日两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岩手县盛冈市上田3-18-8

岩手大学坐落于岩手县盛冈市，为国立大学法人。其校区位于盛冈站以北2km
左右的上田地区。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岩手大学拥有4个院系，其中包括人
文社会科学系、教育系两个文科院系，以及理工系、农学系两个理科院系。诗
人、童话作家宫泽贤治即为本校农学系的前身――盛冈高等农林学校的毕业
生。平成29年4 月，本校合并了大学现有研究生院课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科、工学研究科、農学研究科），成立了综合科学研究科。其目的在于培养超
越文理分科限制、拥有广阔视野能够创造新价值的人才。本校以“携手岩手的
“大地”和“人民””为校训进行教育・ 研究・ 社会贡献活动，力求与地区共
同进步。

爱媛县松山市文京町3

爱媛大学位于爱媛县松山市。松山市是四国地区最大的城市，校区位于松山市
的中心部，一台自行车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交通十分方便。本校积极支援在
校留学生在日本的就业活动。海外留学生在本地的就业率是国立大学中的第1
位。2017年度入选加入文部科学省「留学生就业促进项目」。这个项目由「商
务日语教育」「职业教育」「实习」三项重点组成。对于不擅长日语的学生开
设日语教育课，全力支持学生。此外，此项目为参加的优秀学生给予奖学金。

大坂府吹田市山田丘1-1

大阪大学于1931年成立，现为拥有11个本科院系和16研究生院系的国立综合性
大学。其以“存在于地域，延伸至世界”为座右铭正在建立国际化大学。全校
约25,000名学生中有约2,300名为外国人留学生，有900名以上的中国人留学生
在此一同学习。为了方便接收留学生入学，学校设立了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以及
外国研究人员·留学生支援办公室，还有使用英语毕业的课程，此外还包括免
除学费，提供奖学金，安排宿舍等，意在实现成为“优待留学生”的大学这一
目标。你是否想在拥有优秀的教授阵容、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大阪大学和
我们一起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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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

私立

国立

私立

国立

大学/机关名称

御茶水女子大学

加计学园
（冈山理科大学・
仓敷芸术科学大学・
千叶科学大学）

群马大学

工学院大学

高知大学

英文名称

Ochanomizu University

所在地

东京都文京区大冢2-1-1

Kak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冈山县冈山市北区理大町1-1

Gunma University

Kogakuin University

Kochi University

群马县前桥市荒牧町四丁目二
番地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1ー24ー2

高知市曙町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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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Ochanomizu University was founded on November 29, 1875 as Tokyo
Women’s Normal School, Japan’s fir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In the over 141 years since, the university has
forged a new path in education for women.

学校法人加计学园，是西日本最大的教育集团。旗下的冈山理科大学、仓敷艺
术科学大学、千叶科学大学等学校的留学生来自15个国家，总数约500名。各
大学以“国际学生友好型大学”和“就业优势强大的大学”为目标，为留学生
们提供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接收体制。
该学园成立了用以招募中国留学生的上海办公室、中国总办事处（北京）、中
国办事处（南京）和重庆办事处，为留学生的招生、入学考试、学习过程提供
咨询，并对毕业后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群马大学位于东京西北约100km处，由教育系，社会信息系，医学系，理工系
等4个院系构成。有6,000名以上学生在学，其中外国留学生约270人。面向留
学生的授课基本以日语进行。由于学生日语水平有差异，如有必要可配合学生
本人的水平开设日语学习课。另外，部分留学生对在日本的大学学习、生活还
不适应，本校设置了辅助教导（tutor）制度，日本学生和留学生结成对子，
定期地开展辅导活动。大学所在的群马县是一片有着水上、伊香保等众多温泉
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宝地。诸位，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否想来群马大学学习
呢？

工学院大学成立于1887年，2017年迎来了建校130周年，是日本历史悠久的大
学之一。其为一所工科综合性大学，校区位于东京新宿和八王子，设有「尖端
工学系」「工学系」「建筑系」「信息系」4个院系共15个专业。高层型的新
宿校区教学楼为一栋28层的高层大楼，而郊外型的八王子校区则在宽阔的校园
内汇集了最新的设备。学生们可以在个性不相同的2个校园中度过大学生活。
此外，学校采取调动学生主动性的授课方法，学生能在课程中掌握知识和技
术。毕业后能在工作中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就业率高也是本校的魅力之
一。

高知大学拥有3个校区，共6个本科院系（人文社会科学系・ 教育系・ 理工系・
医学系・ 農林海洋科学系・ 地域协动学系）和1个研究生院系（高知大学大学
院综合人间自然科学研究科），以及620名左右常任教员与约5500名在校学
生。本校与世界上17个国家的59所大学缔结了大学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协定，
以推进国际教育研究交流。在共同利用・ 共同研究据点----海洋核心综合研究
中心，我们与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合作，保管着国际科学钻探
计划(IODP)的核心样品及资料，为推进项目发展做出贡献。本校在THE世界大
学排行榜2017&2018中位列601～800位，在生命科学、地区环境科学、化学等
领域均有影响力很高的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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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

12

13

14

15

区分

国立

国立

公立

私立

国立

大学/机关名称

滋贺大学

静冈大学

首都大学东京

上智大学

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英文名称

Shiga University

Shizuoka University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SOKENDAI (The Graduate
University for Advanced
Studies)

所在地

简介

滋贺县彦根市马场1-1-1

滋贺大学以近江的历史和文化为背景为基础，以滋贺师范学校和彦根高等商业
学校为前身所成立的，拥有68年历史的国立大学。本校在滋贺县的大津、彦根
地区有两个校区，本科生约3650人、研究生约250人在学。此外，还接收了来
自海外约10个国家的160名留学生。除教育系和经济系外，又在2017年成立了
首见于日本数据科学系（data science），致力于培养文理融合型的人才。滋
贺大学与海外25所大学、1处共同事业团体（Consortium）缔结了协定，积极
推进研究者交流和学生交流。

静冈县静冈市骏河区大谷836

静冈大学的前身为静冈师范学校（1875年创办）、滨松工业专门学校等。静冈
校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理学、农学）和滨松校区（工学、信息学）位于
静冈县，拥有富士山等自然资源和多种多样的产业。学校各系的硕士课程、以
及教育系和理工4系的博士课程、电子工学研究所、绿色科学技术研究一同带
领约10,000个学生进行教育和研究，并开展了「DD计划」、「asia bridge
program (ABP-SU)」、「光医学工学共同专攻」（2018年4月与滨松医科大学
的共同博士课程）等项目，旨在建立推进高质量教育和创造性研究，与社会联
合与地域共同进步的大学。

东京都八王子市南大泽1-1

首都大学东京是东京都内唯一的公立综合大学。学校设置7个本科院系23个专
业，还有7个研究生院系。以“在大都市追求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为自身使
命开展教育和研究工作。宽阔的校园中有超过500名的留学生，有约9000个学
生在学。在世界大学排列次序中保持前列，被称作是通过保持少人数来进行高
质量的教育和研究的大学。对于留学生，学校设置辅助教导制度（tutor）和
开设日语学习课。并且，除学习支援之外，在经济方面还有专门提供给留学生
的宿舍、实施学费减免和奖学金制度等。被选为日本国内的日语学校“想向留
学生推荐的大学”，受到广泛关注。

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7-1

上智大学是有9个院系和29个专业的综合大学，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也有
引入其他院系和专业的授课的弹性化课程机制。另外，该校自建学以来，彻底
贯彻小班教学，就全校范围来看，一个教员平均仅对应24名学生。演习科目的
话更是以10人左右的小规模进行、以达到更紧密的学习交流目的。全球来自57
个国家的292所学校与上智大学签订了交换留学协议和学术交流协议，每年约
有300名学生作为交换留学生到该校体验长期留学。此外，该校还有利用休假
时间进行的“海外短期语言学习讲座”和“海外短期研修”等丰富多彩的海外
派遣型项目，目前校内有1,400名这样的外国学生正在进行学习。

神奈川县三浦郡叶山町（湘南
国际村）

综研大的博士课程将日本值得向世界夸耀的最高水平研究机构（大学共同利用
机构）所拥有的大型・ 特殊实验观测设备、以及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数据等直接
活用于教学之中。与此同时，综研大作为国际性研究据点，经常能够接触到活
跃在一线的国内外众多研究人员团队，有着非常理想的教育研究环境。此外，
在教员职员配置方面，一个学生由教员2～3人进行指导，实施高水平的专业教
育和培养宽广视野的综合教育。综研大的使命是培养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很多
学生毕业后在从事研究工作，担任教授、副教授以及研究所等机构的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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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6

17

18

19

20

区分

私立

国立

私立

国立

国立

大学/机关名称

大东文化大学

千叶大学

中央大学

筑波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TLO
(康派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所在地

简介

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1-9-1

作为大东文化大学前身的大东文化协会，是1923年（大正12年），基于作为当
时国会的帝国议会的决议创立的，以当时国民倡导的“融合东西文化、力求创
造新文化”为使命和建学的精神，作为各种文化交汇的融合点，为培养出有教
养的真正的国际人而努力。大东文化大学于2003年重新建设了板桥分校；2015
年，占地面积巨大的东松山分校再整备工程也已完成。此外，该校面向创立
100周年，设立了“以多文化共存为目标不断创造新价值”的理念，基于此理
念制定了中期经营计划、通过事业计划和预算的联动，以实现高效有效的事业
为目标。

千叶县千叶市稻毛区弥生町133

千叶大学创立于1949年，现有约14,500名在籍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国立大学里
排名靠前的综合大学。2014年，该校被选为彻底推进国际化进程的“超级国际
大学”之一，到2023年为止的十年内受到日本政府的重点支援。在绿意盎然的
四所分校里，有10个院系、13个专业和多个附属设施。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
约1,700名留学生在这里一同学习，学校的国际支援窗口也为他们在日本的生
活提供支援。同时，该校位于东京都市圈内，距离常年举办世界性展览的幕张
展览馆和成田国际机场也很近，所处位置非常适合留学。

东京都八王子市东中野742-1

中央大学，于1885年由18名年轻的法律家们以「英吉利法律学校」之校名在东
京创设。经过130年多的历史，它成为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最初的建学精神
「實地應用ノ素ヲ養フ」（养实地应用之素养）现如今以「行動する知性。―
Knowledge into Action―」（行动的知性―Knowledge into Action―）精神
被继承着。为践行实学的传统，在校约27000名学生分别在本科（法、经济、
商、理工、文、综合政策）、研究生院、专门职业研究生院学习。目前为止，
本校在法律职业界、实业界人才辈出。近几年，学校为实现国际化而努力，现
在约有留学生800人，与世界35个国家、地域的约190所大学、机关缔结了协
定，保持着交流关系。

University of Tsukuba

茨城县筑波市天王台1-1-1

筑波大学是建立于1973年的新构想型大学。建校以来，基于“开放办学”的理
念，不断着力于推进国际化的展开。特别是为了推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目前在12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了13个海外事务所，其中包括中国的
北京和上海两个事务所。2017年度共计接收留学生2733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最多，约占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同时，我校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计359个
教育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其中中国就有45个。
筑波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不仅研究成果举世瞩目，同时，作为筑波科学城的
领军型教育研究，产官学结合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示范基地，将一如既往地为
全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TLO(Campas
Create)

康派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是国立大学法人电气通信大学的TLO（技术转移机
构）。本公司作为受文部科学省・ 经济产业省承认的TLO，与电器通信大学以
及其他很多大学和企业缔结了合作关系，组建了大范围的关系网。本公司的工
东京都调布市调布ヶ丘一丁目5
作包括帮助将大学的科研技术与企业需求之间进行对接，以及高效迅速地解决
番地1 电气通信大学内
顾客提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本公司为满足希望在亚洲打开国际
市场的日本企业、以及希望在日本谋求发展的亚洲各国企业的需求，还于深圳
进行各种与国际合作相关的活动。

Daito Bunka University

Chiba University

Chu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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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1

22

23

区分

国立

国立

私立

大学/机关名称

名古屋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南山大学

英文名称

Nagoya University

Nagoy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zan University

24

其它

Japan Society for the
日本学术振兴会 北京代表 Promotion of Science(JSPS)
处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25

其它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 (JASSO)

所在地

简介

名古屋市千种区不老町

以1871年设立临时医院和临时医学院为起源，名古屋帝国大学于1939年设立。
该校有13个研究专业、9个院系、3个附属研究所和多个研究中心。学生数为
16,387名，其中包含留学生2,232名。该校的优势是国际前沿的研究力量，21
世纪以后荣获诺贝尔奖的16位日本人里，有6位是该校的相关人员。该校采纳
了不少来自政府的大型项目，比如世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据点项目和超级国际大
学促成支援事业等。在自由开放的学风下，该校通过实践重视创造性的研究和
自发性的教育，产出世界屈指可数的知识性成果的同时，以培育具备逻辑思考
力和想象力的“有勇气的知识人”为目标。

爱知县名古屋市昭和区御器所
町

名古屋工业大学是一所只有工学系的单科大学。本校的工学系以较综合性大学
工学系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为对象。在规模上，国立大学中本校仅次于东京大
学的工学系。研究方向几乎覆盖工学中所有的领域为本校的特色。此外，工学
系的女生比率较低，女生的比率高(约高16%)也是本校的一大特色。交通便利
是本校的魅力之一。校区位于名古屋市正中心,周围有JR等各线地铁，车站至
大学校园可步行到达。另外，公交车线路也通往学校，无论住在哪里上学都非
常方便。

爱知县名古屋市昭和区山里町
18

南山大学于1949年由天主教修道会的神言修道会成立。现在，它发展成了拥有
8个院系、17个专业、约1万名学生在学的综合性大学。位于日本中心爱知县名
古屋市的校园国际色彩浓厚，每年都有约350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留学生
在此汇集。本科、研究生在学的留学生们能够享受学费以及设施设备费的半额
减免政策。此外，学校还为留学生们推荐大学校内·校外的奖学金，介绍大学
内的国际学生宿舍，以此来支持留学生们的生活。为了加深留学生与日本学生
之间的交流，校内有多文化交流室及日本文化广角，并且经常会在此开展相关
交流会。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号中国外文大厦A座404室

本中心于2008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中国海外据点成立于北京市。日本学术
振兴会肩负着四项振兴日本学术基本使命：1.创造世界水平的多种多样的知识
2.构建坚固的国际协动网络 3.培养新生代人材、提高大学的教育研究能力 4.
构筑以实证为基础的学术振兴、推进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我们的主要活动包括：积极开展邀请中国博士后以及学术团体来日访问的工
作，促进中日之间的共同合作，策划和推进中国大学、研究机构与日本大学等
研究机构之间展开交流，以及支持由JSPS原同僚们运营的JSPS中国校友会工作
等。

东京都江东区青海2－2－1

提供日本包含大学在内的学校甄选、奖学金信息、留学手续等日本留学相关的
综合性信息和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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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6

27

28

29

30

区分

国立

国立

国立

国立

私立

大学/机关名称

广岛大学

福岛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北海道大学

三重大学

武藏野大学

英文名称

Hiroshima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kushima
College

Hokkaido University

Mie University

Musashino University

所在地

简介

广岛县东广岛市镜山1-3-2

广岛大学拥有12个本科院系和11个研究生院系，是在日本排名屈指可数的综合
性研究大学，并于2014年作为13所大学中的1所入选“超级国际化大学创成支
援”A型(top型)。本校的目标是在今后10年中，以教育力和研究力两方面为主
着力推进大学的改革，力求不断培养国际化人才，成为创造知识的世界前100
名大学。
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不断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多发、贫富
差距不断扩大、地域纷争和恐怖袭击频发等难题。本校全力致力于培养能够独
立解决未知问题的“期盼和平、有素养的国际性人才”。

福岛县盘城市平上荒川字长尾
30

本校1962年创立于福岛县磐城市。现在本校的目标是为营造可持续发展社会培
养人才。本校有5个本科院系，其中包括机械系统工学系、电气电子系统工学
系、化学・生物学系、都市系统工学系、商务交流系；此外还有2个研究生院，
分别是产业技术系统工学专攻和商业交流专攻，大约有1050名在校学生。自东
日本大地震以后，我们致力于培养活跃在可再生能源、核能安全、减灾等领域
的“复兴性人才”。此外，本校还接收海外留学生、派遣学生进行海外实习
等，积极进行国际交流活动。

北海道札幌市北区北8条西5丁
目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为札幌农学校，设立于1876年，是日本第一所授予学士号的
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现为拥有12个本科院系、21个研究生院、22个研究所・ 研
究中心的基干综合性大学。学校致力于培养通用于世界的人材、开展国际性的
出色研究，2014年作为排名第一的开展世界水平教育研究的大学入选文部科学
省的「超级全球化大学」。现在与超过20所"985工程"的国家重点大学签订了
协定,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积极的交流。学校为协定校的学生开设英语
授课的交换留学项目和学习高水平日语和日本文化的项目，满足留学生们的各
种需要。

三重县津市栗真町屋町1577

三重大学自昭和24年建校以来一直重视保持传统、开拓实绩。其目标为 “将
三重之力量带向世界：扎根地方，培育出享誉全世界的具有独特性、丰富性的
教育研究成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重大学与地区社会及当地居
民之间保持着紧密联系，致力于“培养人才和创新研究”，为“促进人类福祉
社会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做贡
献。

东京都江东区有明三丁目3番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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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藏野大学成立于1924年，由武藏野和有明两个校区组成，现拥有法学系、经
济学系、文学系、人间科学系、教育学系、全球化交流系、工学系、药学系、
看护学系、通信教育学系等文理科共10个院系，截至2017年5月末武藏野大学
已成为一所拥有8550名在校学生的大规模综合性大学。本校的别科课程“外国
人留学生日语别科（MJI课程）”从初级阶段到最终阶段一直为留学生提供帮
助，初级阶段为准备去日本的大学留学的学生针对日语和英语两门必不可少的
课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此外，留学生在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大多数大学
需要进行的“日本留学测验”，并且通过“二次测验”进行小论文和面试选
拔，该课程为留学生提供所有必考项目的解答对策辅导。专任教师为学生提供
最合理的圆梦计划，这里是升学综合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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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1

32

33

34

区分

其它

私立

国立

私立

大学/机关名称

理化学研究所
北京代表处

立教大学

和歌山大学

早稲田大学

英文名称

所在地

简介

理化学研究所（理研）是日本唯一的自然科学相关的综合研究所，研究领域覆
盖了物理、化学、工学、生物学、医学和宽泛的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理
研和中国合作的历史已久，就加速器科学的领域来说，从70年代中后期就和中
RIKEN Beijing Representativ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5 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进行交流，这也成为了1982年理研和中国科
Office
号
北京发展大厦1008室
学院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的良好契机。现在，除中国科学院以外，理研也和中国
科学技术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术单位进行合作。

Rikkyo University

Wakayama University

Waseda University

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3-34-1

和歌山市荣谷930番地

东京都新宿区户冢町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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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教大学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于1874年设立的私立大学。现有两个校
区，分别坐落在东京的池袋和埼玉县新座市.从两个校区到新宿及涩谷等东京
的著名街区都很方便。大学以温馨如家的校风而闻名,学生与教职工之间的交
流非常密切，对学生的指导周到体贴是立教大学的一大特色.
学校的主要领域为人文及社会科学,同时也有理学部和理学研究科. 观光学部
和异文化交流学部是立教大学在日本独具特色的学科领域. 立教大学的大部分
学部及研究科的授课以日语为主，但在异文化交流学部和经营学部也有很多用
英语授课的科目. 学校2017年5月的在校学生数为20,692名(含研究生), 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861名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

和歌山大学是和歌山县唯一的一所大学。高野和熊野世界文化遗产造就了和歌
山县丰富的历史和环境。和歌山大学有教育、经济、系统工学和观光这4个院
系和4个研究生专业，是一所中等规模的综合大学。学生总数为4,700名（包含
约200名留学生）。该校基于培育丰富的人性的教养教育和跨领域的专科教
育，培育创造性和应用能力兼备的人才，研究则是以在独创性的研究领域成为
国际性的研究据点为目标。特别就观光学而言，该校是日本唯一的从本科到博
士都有教育课程的学校，也获得了UNWTO（联合国世界观光机构）的观光教育/
培训/研究机构认证“ted Qual”，实施着世界水准的教育研究项目。

本校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校区在东京都内的大学，拥有13个本科院系、20个研究
生院系学生超过50000人。本校自1882年建校以来始终秉承学问独立、活用学
问、造就模范国民这三项基本精神，并以培养众多领导人才为校旨。
本校与中国之间展开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自1905年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以来，
培育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多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近年来有江泽民和胡锦涛原
国家主席分别于1998年、2008年访问早稻田大学并进行了演讲。除此之外还有
Albert Einstei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Bill Clinton（比尔・ 克林
顿）、BillGates（比尔・ 盖茨）和潘基文等众多知名人物在本校进行过访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