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世界重点综合大学, 培养“富有 勇气知识人才”

“富有勇气的知识人才”是什么？

有健全的批评精神 ,不被既成观念左右 ,其言行对社会负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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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深入广泛
研究学问的专家

对人类与文化能
够深刻理解 ,为社会做贡

献的人才
对现代社会课题能

够灵活应对 ,
富有个性的人才

能帮助人类成长和
成熟的人才 肩负下一代技术

突破的重任

开拓科学最前线 ,
为人类作贡献的

研究人员

培养肩负21世纪
食品、环境与
健康的人才

通过对社会的充分
了解和高度的专业

知识来肩负社会重任

从全局观念出发,
有综合判断能力

的人才

尊重医学伦理 ,
为人类幸福作出

真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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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作为高等学府,充分认识到大学固有的职责与其历史使命和社会使命,在此制定学

术活动的基本理念。名古屋大学在自由阔达的学风指引下,通过有关人类与社会和自然的研究与

教育活动,以贡献人类幸福为使命。特别是,重视人性与科学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将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纳入视野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和教育实践活动。

为此、我们将根据以下基本目标与基本方针实施各项措施,不断完成作为主干综合大学的责

任和义务。

1．研究与教育的基本目标

 (1)名古屋大学、通过创造性的研究活动追求真理,创造出世界屈指的知识成果。

 (2) 名古屋大学、通过重视自主性的教学实践,培养富有逻辑思维与想像力的,有勇气的

知识人才。

2．社会贡献的基本目标

 (1) 名古屋大学,通过尖端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发挥主导作用人才的培养,为人类的福利与文化

发展及世界产业作贡献。

 (2)名古屋大学,发挥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特性,通过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为地区发展作贡献。

 (3) 名古屋大学,积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与留学生教育,为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交流作贡

献。

3．研究教育体制的基本方针

 (1) 名古屋大学,以俯视人文,社会及自然的各种现象的立场从事研究,解决现代各种课题, 充

实完善从人性出发,创造新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的研究体制。

 (2) 名古屋大学,建立能正确继承并发展世界知识遗产的教育体制,推动高度革新的教育活

动。

 (3) 名古屋大学,通过多样的情报信息与交流,以及与国内外各机关的合作,形成学术文化的

国际据点。

4．大学运营的基本方针

 (1) 名古屋大学,不断支援其成员在自律性与自主性基础上进行的探索追求,保障学术研究的自

由。

 (2) 名古屋大学,要求其成员从各自的立场参与有关研究与教育的理念,目标及运营原则的     

制定和实施。

 (3) 名古屋大学,推动其成员在研究活动,教育实践及管理运营上的自我检查与评审的同时,积极

引进外部评价,为成为开放性大学而努力。

(本文为暂译文,随时会有更改)

名古屋大学学术宪章

组织与机构

名古屋
大学

本部 事务局

运营支援组织

总务部

财务部

研究合作部 

国际部 

设施管理部

学务部

监察室  

教养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

学部 文学部         

教育学部 附属中学

附属高校

附属医院 大幸医疗中心

法学部

经济学部

信息文化学部

理学部

医学部

工学部    

农学部     

附属法信息研究中心

附属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附属临海实验所

附属南半球宇宙观测研究中心

附属构造生物学研究中心

附属Tau轻子物理研究中心

附属医学教育研究支援中心

附属神经疾患与肿瘤分子医学研究中心

附属等离子纳米工学研究中心 (PLANT)

附属材料后溯估测技术研究中心

附属计算科学联合教育研究中心

附属复合材料工程学研究中心

野外教育研究实习中心 

附属鸟类生物科学研究中心

                   

附属地震火山与防灾研究中心

附属交通与都市国际研究中心

附属编入系统研究中心

附属图书馆

附属研究所

校内共同教学
研究设施等

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全校技术中心

地球水循环研究中心

信息联合基盘中心

同位素综合中心

遗传基因实验设施

留学生中心

物质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农学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年代测定综合研究中心

博物馆

发达心理精神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法政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生物机能开发利用研究中心

小型同步加速器光研究中心

大学公文资料室

学生咨询综合中心

留学生咨询室

环境医学研究所        

太阳地球环境研究所

生态社会科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科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法学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理学研究科

     

     

医学系研究科

            

工学研究科

              

生命农学研究科             

              

国际开发研究科(独立研究科)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独立研究科)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独立研究科)

环境学研究科(独立研究科)

                         

信息科学研究科(独立研究科)

大学院

综合保健体育科学中心

附属日本近现代文化研究中心

附属未来环境模拟中心        

附属地球空间研究中心

附属亚洲资源环境研究中心

医学部分馆

研究开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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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 /
大学院
文学部
文学研究科 

教育学部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法学部
法学研究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研究科 

信息文化学部 

理学部 
理学研究科 

医学部 
医学系研究科

工学部
工学研究科

农学部
生命农学研究科

国际开发研究科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环境学研究科

信息科学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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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接近人类本性—通向真理的森林

文学部由1个学科 ,4个专业 , 20个专业课程构成。

文学部重视小班教学 , 教学体制的特点是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 , 予

以细致指导。

学部学生在2年级时可选修专业课程 , 分配到研究室 , 集中精力学习专业

知识。

虽然在攻读文献 , 现地调查 , 实验 , 统计解析等方面 , 各专业所重视的

教学课程多种多样 , 但在培养学生正确收集信息能力 , 对事实进行严谨推

敲掌握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方面都是共通的。满足对新的知识活动的要求, 

关注人类丰富多彩的活动 ,也是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自身发现。

文学部不断培养能够解决现代课题,开拓未来,具备坚韧才智的人才。

向人文学的顶峰前进
人文学是 ,通过在追朔人类历史过程中 ,对所获得的知识体系和行动样式进行解明 , 来追求人类的思想和感性 ,即人类才智

本质的总体学问领域。

对人类的存在和万物根源进行思考探索的是哲学 , 通过探索过去来发现通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历史学的工作 ,通过分析语言

的表现形式和故事尝试理解人性的活动 ,发展了文学研究。

我研究科的目标是 ,在悠久传统基础上加深对人类本质 ,多种文化和社会的理解 ,同时有效利用历史遗产来促进跨学科的尖

端研究,并对生命伦理和环境问题、地区纠纷以及多种文化共存等现代课题的解决能够予以指导,在实践中努力推进研究活动。

为更广泛地满足社会需求 , 探索人文学的新形态

我研究科由1个主攻专业 ,4个专业领域和19个专业课程构成。通过研究人员富有个性的研究活动和不断开展项目研究 , 开拓

了人文学的先端。同时 , 在未来社会能够继承和开展丰富的人文学知识

活动的研究人员和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的培养上倾注我们的热情。在技术

革新和全球化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 站在人类史的立场上 , 能够充分利

用人文学的高度学识的人才变得不可缺少。扎根于近代科学主义的物质

文明已渐渐达到极限的现代 , 关于人类的幸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被重新

提起。在大学院学习的意义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我研究科一直在探

索为满足社会更广泛需求的人文学应有的形态 , 寻求通过逻辑思维能力

来继承人文学的传统并积极予以发展的人才。

文学研究科

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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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

文化人类学、宗教学与日本思想史/ 日本文化学综合人文学

日本文学/ 日本语学/ 英美文学/ 法国文学/ 德国文学/ 英语学文艺言语学

日本史学/ 东洋史学/ 西洋史学/ 美学与美术史学/ 考古学历史文化学

哲学/ 西洋古典学/ 言语学/ 中国哲学/ 中国文学/ 印度文化学基层人类学

人文学科文学部

日本文学/ 日本语学/ 言语学/ 英美文学/ 法国文学/ 

德国文学/ 英语学

社会学/ 心理学/ 地理学

日本史学/ 东洋史学/ 西洋史学/ 美术史学/ 考古学

哲学/ 西洋古典学/ 中国哲学/ 中国文学/ 印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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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开拓人类终生发达的科学
国际化、信息化、高龄化等使现代社会呈现着急剧变化。培养塑造对这种社会变化能够正确对应 ,具有积极开拓新时代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成为重要课题。因此 ,对探索人类终生发达和教育应有形态的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的期待越来越高。我研究

科 ,为不辜负众望 ,站在21世纪全球性视野和对人类的深厚理解 ,敏锐洞察力的基础上 ,成为推进探索教育科学和发达科学的

整体性研究和教育机关。我研究科设置有教育科学专业和心理发达科学专业。每个专业都设有博士前期课程和后期课程。我研

究科至此培养了众多有作为的人才 ,在毕业生和取得学分毕业生中 ,约有6成在高等教育机关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培养和启发趋向复杂化的 21 世纪所需要的英才

在培养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课程基础上 , 从2000年开始在前期课程中

开设了培养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的课程。此课程由终生学习研究、心理开

发研究和心理临床研究3个领域组成。对社会人士、职业人士提供高级专

门的、实践性的职业教育或充电教育机会 , 为培养活跃在各种教育与学

习设施、企业等实业界或各种临床领域的人才而设立的课程。此外 , 在

后期课程 , 从2006年开始为在职人员设立了教育管理课程（Ed.D）, 从

2008年开始设立了心理危机管理课程（Ph.D）。我研究科 , 将现有的培养

研究人员和教育人员课程予以进一步充实的同时 , 致力于培养和启发越

来越复杂化的21世纪社会所需要的英才 , 为成为我国无与伦比的 , 在教

育发达科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教育机关而不懈努力。

人类成长与发达的科学时代
～通向人类发达科学的方法～

教育学部新生定员为65名 , 是规模比较小的学部。

与之相比 ,却拥有40多名专任教师 ,再加上从外部聘请的兼任教师 ,

设有5个有特色的专业 ,并分别开设了崭新的课程。

为培养在急剧变化并向国际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中 , 发挥创造性 , 积极

努力 , 能够领导社会的人才 ,我学部在各专业实施少人数制的1对1教学。

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和谐也是我学部的特长。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教育学部

10 11

(硕士)

生涯学习研究 (硕士)

心理开发研究(硕士)

心理临床研究(硕士)

( )

教育科学专业

・终生发达教育学讲座

・学校信息学讲座

・相关教育科学讲座

・高等教育学讲座

・终生体育科学讲座

教育管理课程(博士)

终生学习、学校教育、
高等教育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心理危机管理课程(博士)

・心理社会行动科学讲座

・精神发达临床科学讲座

・体育行动科学讲座

心理发达科学专业

培养高等专门职业人才课程

国际社会文化课程

心理社会行动课程

发达教育临床课程

学校教育信息课程

终生教育开发课程

人类发达科学科教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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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以全局性综合判断能力超越国境、活跃在国际舞台

在向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 , 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 价值观趋向多

样化。

为解决因此产生的各种问题 , 需要有从大局出发 , 对事物进行综合判

断的能力。

法学部希望培养出具备这样的能力 ,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的学生。

法学部从学习法与政治原理的课程 , 到与留学生一起进行演习课 , 和

企业实习等项目 ,为学生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

对具备全局和综合判断能力的法学部毕业生 , 社会各界广泛寄予了厚

望。

法学部毕业生 , 毕业后不只成为法官 , 律师 , 也有成为公务员 , 公司

职员 , 新闻工作者等 ,活跃在各行各业。

在传统和革新融汇的现代 ,培养能够对应多样化、复杂化和国
际化社会的研究人员和法律专家
政治和法是发展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的智慧和技术。

法学研究科专门从事关于法与政治原理和制度的研究。

我研究科坚持自由阔达的学风 ,不断培养出众多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才。

但是 ,在社会发生了世界规模变化的情况下 ,要求我们的法律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去开拓新的道路。

因此 ,我研究科和欧美与亚洲的研究机关积极进行合作 ,不断充实完善从国际视野角度进行研究的环境。

我研究科继承优良传统 ,不断进行革新 ,期待大家作为新成员加入到我研究科的“知识共同体”中来。

成为能够对应新时代 , 进行多种多样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场所

我研究科 ,为培养法学和政治学方面具有高级专业能力的研究人员、

法务人士和实务家 ,设立了相应的专业课程。[综合法政专业 ]设有三

门专业课程。培养研究人员课程：学生们可进行互相切磋的环境中 ,培

养优秀的法学和政治学研究人员。应用法政课程：培养具有高级专业知

识的社会中坚人才。国际法政课程：培养发展中国家承担建设现代法律

制度的人才。法科大学院 [培养实务法务人士专业 ], 培养自由共生社会

的中坚 ,广泛关心国际事物 ,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法务人士。因此 ,

我研究科在培养较高的法务专业能力的同时 ,进行优秀法务人士应有的

丰富感性和广泛教养的素质教育活动。

法学研究科

法学部

12 13

综合法政专业

培养实务法务人士专业
(法科研究生院)

培养研究人员课程(前期课程, 后期课程)

应用法政课程(前期课程，后期课程)

国际法政课程(前期课程，后期课程)

法学研究科

法律・政治学科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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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解明经济运行机制、培养肩负未来的人才

学习经济学和经营学 , 可以帮助我们对所生活的社会或工作组织的构

造与结构变化进行解析。现在 , 我们面临地区纠纷、贫困和环境破坏等

严重问题 , 要求用经济学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学部 , 由经济学科和经营学科构成 , 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

济史、经营学、会计学等领域拥有众多教员 ,能够应对各种问题。

在研究发表课注重自主学习的传统中 , 我们努力培养学生获得 “ 基础

分析能力 ”和“自主探求能力”。

此外 , 我学部还设立了在学部学习5年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的课程。

向解开经济现象之谜挑战
学习经济学和经营学的目的是 ,为了对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工作组织的构造与变化结构予以解明。现在 ,世界各地发生着地区

纠纷、贫困和环境破坏等深刻问题。此外 ,国内也面临着医疗、少子高龄化和女性走向社会等急剧的构造变动。因此 ,经济学

和经营学要攻克的课题堆积如山 ,人们期待今后有新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我研究科 ,在自由阔达的学风指引下 ,成为教授最先进学问的场所。同时 ,也是从事研究的人员相互切磋琢

磨、进行讨论的场所。并且以培养具备“应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一流研究人员及高级专门职业人员为目标。

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 , 涉及广泛领域的高级研究

我研究科 , 拥有理论与政策 , 制度与历史 , 经营与会计等多种领域的

众多教员。从纯理论研究到实践性的实证研究涉及广泛领域 , 不断进行

着高级并且尖端性的研究。我研究科由「社会经济体制专业」和「产业

经营体制专业」两专业构成 , 广泛招收对各种问题持关心态度的学生。

同时 , 对社会人士和外国留学生也积极敞开门户 , 不断完善现代化和国

际化的教育环境。在这种环境下 , 我们建立了跨经济学和经营学两专业

的课程、演习和论文指导等有机组合的教学体制。此外 ,在前期课程中 ,

设有为在职人员设计的社会人士课程。

经济学研究科

经济学部

14 15

基础科目/专门科目/演习

基础科目/专门科目/演习

基础科目/专门科目/演习

基础科目/专门科目/演习
上课时间设在下午6:15以后

通向研究人员之路

获得博士
学位

研究活动

公开讨论研究课(博士学位审查)
・
・ 硕士论文的研究与完成
经济学
经营学

走向成为专门职业人士之路

经济学者和商务管理等

学部与硕士
5年连续教育项目

在职人员课程

硕士论文的研究与完成大学院课程 获得硕士
学位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

升入博士后期课程

硕士论文的研究和完成

获得硕士
学位

获得硕士
学位

硕士论文的研究和完成

获得硕士
学位

学部生(4年)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2年)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3年)

经营学科

经济学科

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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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文化学

有效利用信息、挑战人类面临的课题

为满足社会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需求 , 能够理解各种专业

语言 , 并精通对方语言的人才已变得不可缺少。

信息文化学部的教育目的是培养 “ 在获得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广泛教养

的基础上 , 能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系统思考 , 在新领域中俯视问题 , 开

拓创新解决问题的人才”。按照以下基本方针对学生进行教育。

(1) 努力培养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和伦理观 , 能够运用多种方法

进行系统思维的人才。

(2) 在高度信息网络化社会 , 为开拓成为文化创造基础的文理兼容型

新学术领域而挑战。

信息文化学部

16 17

信息文化学部
社会系统信息学科

自然信息学科

社会地区环境专业
环境法经系统专业
心理系统专业
媒体社会专业

环境系统专业
复杂系统专业
数理信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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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

向自然科学的前沿迈进

～解开自然界基本法则之谜～

理学部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学问进行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学部。

纯粹的自然科学是追求自然现象中潜在真理的科学 , 其源泉来自人类

旺盛的求知欲。

在过去几千年中 , 人类发现了自然现象的众多根本原理和法则 , 加深

了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

自然的真理是无限深奥的 ,将来关于自然科学的学问也将不断发展。

理学部致力于培养能够有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人才 , 在基础研究的成

果上 , 开拓研究方法 , 重视独创性教育。因此 , 教师们亲自进行各种研

究活动 , 以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更深入广泛的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
近年 ,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各自专业领域上 ,向更加深入和多样化发展。

另外 ,关于宇宙起源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和宇宙物理学的关系 ,或者在新物质开发上 ,物理学和化学的合作关系 ,为解开生命

现象之谜的生物学与物理和化学的合作关系 ,将地球和太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太阳和地球形星科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学问领域间

的合作及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加强研究领域间的相互融合 ,

进一步推进广范的异领域间的合作研究

为对应基础科学的学际化和高度化 , 培养有独创性的年轻研究人员和

高级专业人才 , 我研究科建立了 “ 领域间融合型教学和研究系统 ”。

理学研究科拥有基本粒子宇宙物理学专业、物质理学专业、生命理学专

业3个专业 , 加强研究领域之间互融的同时 , 进一步推进不同领域间的广

泛合作研究。

理学研究科

理学部

18 19

理学研究科

基本粒子宇宙物理学

物质理学

生命理学

物理学基础论/ 宇宙构造论/ 星间物质学/ 基本粒子物理学/ 强子理学/ 原子物理学/ 
太阳地球相关理学/ 太阳地球系物理学/ 太阳地球系化学

相关化学/ 分子物性学/ 无机与分析化学/ 有机与生物化学/ 物质物理化学/ 
生体物理学/ 物性基础论/ 电子物性学/ 相关物性学/ 物质科学

生体构筑论/ 分子遗传学/ 机能调节学/ 形态制御学/ 信息构筑学/ 
超分子机能学/ 生体调节论/ 生体系统论/ 发生生化学/ 基因解析学/ 
生染色体组机能学/ 动物器官机能学

化学科

生命理学科

地球行星科学科

物理学科

数理学科

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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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开拓支撑中部地区和日本的医疗与医学活动

名古屋大学医学部起源于尾张藩校 , 为拥有130余年的历史和超过

11,000名毕业生为自豪。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部之一 , 作为支撑

21世纪日本的医学和医疗据点而进行着教育研究活动。

名古屋大学医学部教育研究活动的理念可归结为4项。

其要点是

1）创造贡献于人类的先进医学研究和医疗技术

2）尊重医学伦理 ,培养为人类幸福作贡献的人才

3）提高地区、国家及世界医疗水平

4）作为医学研究和医疗的中枢 ,建立更加开放的系统

我们把通过医学和医疗贡献社会作为深厚使命 , 期待能够从国际视野

出发 , 进行各种活动的年轻朋友们的参加。

走向医学研究的最前线
我研究科 ,从1998年开始 ,根据“3年计划”,实行大学院讲座制度 ,目的是为了更加充实和完善大学院的教育研究活动。

研究科的研究活动不仅丰富多彩 , 而且各自还具备完善的最新锐仪器中心。RI 实验室设备齐全 , 还有动物实验设施等优越

的研究环境。

在教学方面 ,增加了「遗传基因操作技术基础」和「生体机能工学的基础技术」的医学基础实习 ,举办邀请内外专家主讲的

医学特论。

我研究科为创造具有独创性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为培养肩负医学未来的年轻人而努力。

培养充满独创性和探索心的研究人员、

教育人员和专门职业人员

医学系研究科博士课程 , 以医学部、环境医学研究所、综合保健体育

科学研究中心为基盘,由4个专业构成,超越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难关,

为进行更高水平的研究而努力。为此实施了 , 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院生

可以在一定期间 ,在基础医学专业的研究室进行研究的项目。另一方面 ,

也是为了不使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院生远离临床而制定的。医学部、齿

学部和兽医学部 ( 学业年限为6年的课程 ) 的毕业生 , 有直接参加考试的

资格。其它学部的毕业生 , 如果是硕士专业毕业 , 也可应试。2001年设

立了医学专业硕士课程 , 为使4年制大学毕业生能站在更宽阔的视野上进

行生命科学研究而努力。此外 , 保健学科设立了看护学专业、医疗技术

学专业、理疗疗法学专业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

医学系研究科

医学部

20 21

学部

高度保健医疗专门职业人员, 教育人员和研究人员 生命科学领域的教育人员和研究人员

(研修医)

・医科学

・看护学

・医疗技术学

・理疗疗法学 其它研究科硕士课程

・看护学

・医疗技术学

・理疗疗法学

分子综合医学/ 细胞情报医学/
机能构筑医学/ 健康社会医学

医学系研究科硕士课程

(医科学)

医学系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

医学系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

齿科和兽医学 医学部医学科 其它学部和医学部保健学科

医学系研究科博士课程

保健学科

医学科

医学部

看护学专业
放射线技术科学专业
检查技术科学专业
理学疗法专业
作业疗法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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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

创造未来的工学
～富有创造性和人性化 ～

工学部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重视基础学习,了解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

在进行创意革新的同时 ,能应用工学能力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

我们不停留在基础学习和专业教育知识上 , 而是重视了解社会和文化

发展 , 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范围 , 更广泛应用工学的手法 , 去学习关于

工学的全部知识。

工学部 , 为学部毕业后 , 升入大学院在高度学术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

的学生们 , 提供了覆盖所需基本教学课程的同时 , 还注意和大学院的教

学课程保持密切联系。

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学者为多专业型
日本的社会构造 ,从赶追超越欧美的赶超型向以独创的科学技术为武器 ,领导世界的领先型转化。

工学由过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学 ,引进驱使计算机的人工系工学 ,向更大的学术领域发展。

今后 ,要求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 ,不只专门研究一种专业 ,同时对其它专业知识也要足够了解 ,成为具有综合判断能力的多

专业型人才。

为进行综合性和创造性教育、创立流动型大学院系统

为对应此种情况 ,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工学科 , 引进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型大学院

系统。

流动型大学院系统 , 由继承发展已被确立的基干领域研究的领域专业群和展开

新学际领域的复合专业群构成 , 两者进行着有机合作。进入工学研究科学习的时

候 , 大家分别被分配到领域专业或复合专业。从属于领域专业时 , 会和某种复合

专业 , 从属于复合专业的时候会和某种领域专业有联系。我们在想方设法使大家

成为多专业型人才。

为提高创造性而努力

大家的前辈 , 有效利用流动型大学院系统 , 成为具有综合性和创造性的研究

人员和技术人员而走向社会。

希望大家同他们一样在工学研究科提高自己的创造性 ,不断成长飞跃。

工学研究科

工学部

22 23

电气电子・信息工学科

机械・航空工学科

社会环境工学科

物理工学科

化学・生物工学科

工学部

领域专业群

化学与生物工学专业 材料理工学专业 电子信息系统专业
相关研究科

机械理工学专业
航空宇宙
工学专业

社会基盘
工学专业

相关研究科

信息科学
研究科

环境学
研究科

都市环境学
专业

应用化学
专业

分子化学
工学专业

生物机能
工学专业

材料工学
应用物理学

专业
量子能源
工学专业

电气工学
专业

电子工学
专业

信息与通信
工学专业

机械科学
专业

机械信息系
统工学专业

电子机械
工学专业

航空宇宙
工学专业

社会基盘
工学专业

物质制御工
学专业 ● ● ● ●

能源理工学
专业 ● ● ●

量子工学
专业 ● ● ● ●

微纳米工学
专业 ● ● ●

计算理工学
专业 ● ● ●

结晶材料工
学专业 ● ● ●

复
合
专
业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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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 生命农学

为人类「食品、环境和健康」作贡献、成为国际性教育和研究
据点而努力

农学部设有生物环境科学科、资源生物科学科、应用生命科学科3个学

科。积极建立通过解决关于「食品、环境和健康」的各种课题 , 为人类

与地球环境的和谐发展而努力的综合性学术体系。

在1、2年级实施全学部共通基础科目和引导科目教学 ,3年级以后发挥

学科特色 , 进行专业教育。我学部不专注一种专业 , 而是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获得广泛综合视野的教学课程。

此外 , 我学部通过各种实验实习或体验研修 , 把知识提高转化为智慧

和智力 , 努力致力于使学生获得真正专业知识的教育。

开拓生物资源未来的研究最前线
我研究科将生命科学和农学融合在一起 ,为创造引领21世纪的学问领域而努力。我们期望与富有个性、热爱自然、热爱人类、

以追求科学技术创造为生活意义的年轻人一起 ,推进这项重大事业。

为根本解决全球面临的课题 , 展开生命农学研究

我研究科 , 以开展生命科学研究为基轴 , 加强关于生物生产 , 生命共

生环境及生物尖端科学技术开发基盘的教育和研究。并以根本解决涉及

人类食品、环境和健康的各种课题为目标。世界面临粮食和能源资源的

枯竭 , 贫困和健康情况的恶化 , 自然与生活环境遭到破坏等危机情况。

为根本解决这种从未曾有过的状况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 , 必须通过发展

生命农学研究才能获得。生命农学的教育和研究以继承现有的学问为根

本 , 在此基础上 , 依靠打破框架 , 进行大胆改组的勇气得以不断前进。

生物科学的理论和生物技术的飞跃 , 众生共存的环境设计 , 对生物固有

的实际情况进行彻底探求 ,生命农学新理论的提案 ,新生物资源的开发 ,

新生物产业的创业等 , 很多理想需要实现。我研究科 , 提供了为大家实

现未来理想和展望的教育指导项目。

生命农学研究科

农学部

24 25

农学部

应用生命科学科

资源生物科学科

生物环境科学科

循环资源学/ 资源生产生态学/ 地域资源管理学/ 生物材料科学/ 
生态系统保全学

生物力学/ 分子细胞机构学/ 生物机能分化学/ 资源生物机能学

生物模型/ 生命机能化学/ 应用生命化学/ 应用遗传与生理学

生物机能技术科学/ 生命技术社会系统学/ 生物生产技术科学
分子细胞机能学/ 植物机能开发学/ 生命技术国际合作学

生命农学研究科

生命技术科学专业

应用分子生命科学

生物机构与机能科学
专业

生物圈资源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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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开发研究科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创造和开发担当我国国际开发协力重任的英才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 , 随着市场经济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 加大了开发规模和

开发速度。越来越多的人们生活变得丰富了。但另一方面 , 收入差距、

内战、恐怖活动和环境问题日益深刻 , 国际开发活动的作用也变得越来

越重要了。为对应新的社会情况 , 我研究科超越 “ 专业 ”, 聚焦面临的

开发问题 , 为此设立了博士前期课程 , 以推进从实践出发的研究和教育

活动。

我们期待这项体制能为世界和平与安定作贡献的人才不断涌现以及为

追求开发达到普遍性而进行的研究作出贡献。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健全开发活动予以协助 , 是一项关系到日本未来

的最重要课题。

我研究科根据下述使命 ,推进研究和教育活动。

1. 培养国际开发协力和国际交流专业人才

鉴于我校“培养富有勇气的知识人才”的教育目标 ,重视实践教育 ,培养活跃在国际开发和国际交流领域的人才。

2. 探求独自模式

尊重异文化 , 促进相互理解的原理 , 不拘泥于过去的开发理论 , 用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构想进行尖端和独创性研究 , 并将

其反映到教学中。开发合作专业 , 在日本的开发经验基础上 , 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开发。国际交流专业 ,

通过异文化理解、语言和语言教育的研究 ,从多种角度对国际交流进行探求。

3. 合作关系网络的充实

促进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关和实施机关的合作关系网络形成 ,发挥作为国内和国际中心的作用。

死板又灵活的科学 = 数学 
数学的传统和向数理科学的扩展
数学从古希腊时代 ,作为有严密体系的学问语言而被确立 ,并被归纳到欧几里德的《原理》中。物理学是以数学为基本语言

的近代科学。

微积分学的确立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被归结在牛顿《原理》(牛顿定律 )中。

在20世纪 ,从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 ,在各种领域运用数理手法已变得很重要了。

纯粹的数学用数和图形 ,不断追求深远世界 ,同时又与解析各种科学的数理现象 (数理科学 )密切相关。最近一直未解决的

费尔马最终定理也被证明了。

这是纯数学之一整数论的画期成果。

另一方面 ,同样的整数论结果 ,可被用来提高因特网的安全性。

最近 ,还有迹象显示整数论和数理物理学 (特别是基本粒子论 )有密切关系。人们期待解开这个谜 ,也成为这个世纪的最大

理想之一。

现在 ,数学以纯数学为核心 ,与广泛世界保持着灵活的关系 ,并得到不断发展。

纯数学的深化发展 ,开拓更加广泛的数理科学

我研究科 , 作为实施大学院重点化的一部分 , 于1996年将理学研究科

数学专业予以独立而设立的。我研究科的目的 , 是在进一步深化发展传

统纯粹数学的基础上 , 开拓更广泛的数理科学。我研究科 , 培养学生获

得深入广泛的数理能力 , 并不断获得据此解决新课题的经验 , 培养为自

然科学和广泛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为此 , 我们致力于进行各种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育活动。详细情况请参照我研究科的网站。我研究科的特点

之一是 , 以年轻人为中心 , 进行活跃的国际性研究。这是从我研究科的

前身 , 理学部数学教室时期以来的传统。并且 , 我研究科每年都举办名

古屋国际数学会议。今年为第8年 , 包括14名被邀请前来讲演的外国人在

内 ,预计将有众多人前来参加。

国际开发研究科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26 27

○设置课程

※上述课程只有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上述课程只有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国际开发专业

○国际协力专业

国际开发研究科

国际交流课程

国际开发合作课程

・经济开发政策与开发管理课程
・农村与地区开发管理课程
・教育与人才开发课程

・统治与法课程
・构筑和平课程
・社会开发与文化课程

・人口移动和异文化理解课程
・语言教育和语言信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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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环境学研究科

为开拓国际社会未来进行言语文化的教育和研究活动

语言、文化、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瓜葛 ,从根本起因于对语言和文化的地区特性的不理解和不宽容所致。

因此 , 在各种国际关系变得密切和复杂化过程中 ,有必要对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各地区的语言文化的各种形态予以综合掌握。

我研究科 ,为对应现在国际化社会面对的各种问题 ,对日本及世界的语言文化从国际性视野角度重新认识 ,开拓语言和文化

研究的新领域。同时 ,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成为新时代有领导才能的国际人士或高级专家为目标。

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 为日本和世界作贡献的人才

我研究科 , 设有日本言语文化专业和国际多元文化专业 , 相辅相成。

日本言语文化专业 , 从国际性视野角度对日本的语言文化重新认识进行

教育研究活动 , 为培养新型日本语言文化学的专家和具有语言实际应用

能力及宽阔国际视野、深厚洞察力、指导才能的日本语教育家而努力。

另一方面 , 国际多元文化专业 , 对世界各地区多元文化社会的各种形态

及各地区新文化产生的方式 , 进行多层次和立体式教育研究的同时 , 为

培养能够对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发展作贡献的研究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

而努力。

通过文理合作探讨持久的“优质生活”

科学和产业技术的发展 ,是克服自然带来的障碍 ,减缓由此引起的制约进行努力的结果产生的。

但是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增加 ,人类对自然造成伤害 ,其结果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了威胁。极端的例子就是 ,公害和

气温上升等对地球环境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影响。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性的都市化和国际化的发展 ,迫切需要对都市环境和生活

环境的应有方式进行重新思考。

对被地震等灾害困扰的日本来说 ,对自然风险的准备工作成为重要课题。

因此 ,关于环境问题 ,包含公害和温暖化等狭义的环境问题 ,对能够永久持续的过上真正丰富生活的条件 ,或是人类能够幸

福生活的条件 ,有必要进行广泛的重新认识。

“环境学”的方法论和培养在渊博知识基础上的思考能力

我研究科 , 在深化以支撑环境学的自然、都市和社会为对象的传统专

业领域的同时 , 通过专业领域的融合 , 为解决环境问题指引方向 , 并将

其成果还原于专业领域的发展为目标。为广泛解决环境问题 , 我研究科

由研究地球行星及其表层的大气与水层的性状、动态和进化的地球环境

科学专业 , 创造都市社会基盘、建筑物等人工环境 , 致力于水、绿化和

土壤等和谐自然环境的都市环境学专业 , 考察研究人类行动与其所处的

社会环境的关系 , 和对环境政策进行提议的社会学专业的构成。我研究

科通过跨文理的专业合作 , 为实现持久并且安全和安心的社会 , 进行环

境学的教育和研究实践活动。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环境学研究科

28 29

日本言语文化学/ 日本语教育学/ 应用语言学/ 比较日本文化学/ 

现代日本语学/ 日本语教育方法论

多元文化论/ 先进文化论/ 南美北美语言文化/ 东亚语言文化

欧洲语言文化/ 社会性差别论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国际多元文化专业

日本言语文化专业

高级专门职业人士课程(只有硕士专业)

媒体职业课程

体系理解科目

地球环境科学领域

社会环境学领域

都市环境学领域

地球环境观测论        地球生物圈相互作用论     地球化学研讨会
地球行星物质分光学    地球环境变动论研讨会     气候科学研讨会
地球流体力学          地球环境系统学研讨会     数理生态学            
物质循环科学研讨会    生物圈进化学特论         地质与地球生物学研讨会

地域计量分析          都市空间环境管理论       地域与都市管理研讨会
社会危机科学          都市持续发展学研讨会     建筑与环境设计研讨会
环境移动现象论        环境与安全管理研讨会     社会基盘保全工学
环境机能物质研讨会    社会基盘维持管理学       物质环境构造学研讨会
交通系统分析          地圈空间环境学研讨会

环境行动论            人类与自然               理论社会学研讨会
社会环境学基础论      认知心理学               心理学理论研究研讨会
都市环境经济学        人文地理学               环境行政论            
自然地理学            政治外交思想论           组织环境论研讨会
社会学说课            社会规范论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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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研究科

为成为“信息通”而努力的先进研究科

现在 “ 信息”和物质 ,能源等一起成为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要素。

我研究科 ,从工学、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各种视角对“信息”进行研究 ,

将 “ 信息 ”作为学问建立体系的同时 ,通过领域的融合为开创新的领域而努力。

我研究科在探求信息科学原理的同时 ,为提供人格健全的信息环境以贡献社会而对教育和研究活动不断进行各种新尝试。

培养支撑信息化社会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

我们认为关于信息这门学问 , 今后和各种领域保持联系的同时 , 不断

发展前进。因此 , 我们招收各个学部和专业的学生 , 实践从信息科学的

基础到应用 , 覆盖面广的教育为目标。此外 , 我研究科推进培养不仅具

有完成信息科学尖端研究的能力 , 而且具备理解社会和文化的特性 , 具

有社会伦理观人才的教育活动。为拓宽视野 ,我们采取复数指导教员制 ,

要求学生必修其它专业的课程。为学生提供由非常勤教师主讲的关于最

尖端话题的特别听讲机会和通过到企业进行研究实习 , 在企业获得研究

开发业务体验的机会。除此之外 , 推进培养领先的 IT 专家项目等 , 积极

尝试进行各种新的教育活动。

信息科学研究科

附属研究所 /
共同设施等设施介绍
教养教育院

高等研究院

综合保健体育科学中心

附属研究所
环境医学研究所 (RIEM) 

太阳地球环境研究所

生态社会科学研究所

共同设施
同位素综合研究中心

遗传基因的实验设施

留学生中心

物质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农学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年代测定综合研究中心

发达心理精神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法政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生物机能开发利用研究中心

信息媒体教育中心

小型同步加速器光研究中心

早期预防医疗创建中心

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信息合作基盘中心

地球水循环研究中心

附属图书馆

博物馆 

30 31

信息科学研究所

计算机数理科学专业

信息系统学专业

媒体科学专业

复杂型科学专业

社会系统信息学专业

IT专家课程

信息数理基础论/ 信息数理模式论/ 计算论

集积系统论/ 软件论/ 移动计算机论(合作)/ 信息网络系统论

音像科学/ 智力媒体工学/ 认知信息论/ 媒体表现论(合作)/ 信息媒体空间构成论

多自由度系统信息论/ 物质信息论/ 大规模分子计算论

生命信息论/ 工程控制系统论/ 复杂性计算机论/ 信息可视化论

知识社会系统论/电子社会设计论/信息创造论/信息社会基盘环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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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研究所

进入名古屋大学后 ,最早学的是教养教育院的课程。

我们的体制是 , 全校教育科目全部由我院教师担当。

教养学院的特征

• 有与各学部的学生一起学习的机会。

• 能学到在准备升学的学部所学不到的广泛教养和基础知识。

学习全校教育科目的重要意义

高等研究院 , 根据名古屋大学学术宪章 , 推进世界最高水平

的研究活动 , 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 , 回馈于社会的目的 , 在全

国大学中于2002年率先创立 , 是专注于研究的组织 ( 第一代院

长野依良治博士 )。至今 , 共完成了31项研究项目 , 名古屋大

学向国内外展示了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

果。

高等研究院的作用

1．作为名古屋大学校内学会 , 通过向名古屋大学的成员们介

绍其卓越的研究成果 , 与其同享并酿造尊重学术研究的气

氛 ,促进学术振兴的目的。

2．对在高等研究院进行研究的教师 , 给予我校最有信誉声望

的研究员的待遇 , 同时优先提供能够自觉负责的专心致力

于研究活动的环境。

推进最高水平的研究活动
(1) 对有独创性和有希望的研究进行实质性的支援 ,通过展

开凌驾国际水平的研究 ,我校研究活动有质的飞跃提高

和智力触发 , 为广泛创造对人类有益的知识财产而努

力。

(2) 以支援自立为主积极推进发掘和培养年轻研究员 ,为确

保将来承担我校的中坚人才 ,也为促进大学整体的活性

化作贡献。

3．为了象征体现我校较高的研究水平 , 名古屋大学从整体出

发推进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活动。据此向社会广泛传播强调

大学的知识性存在意义。

比如 , 在全校教育中比较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 基础研讨

会 ”, 可通过小班学到大学生所需的读 , 写 , 说话能力的基础

训练和研究学问的乐趣 ( 一年约开讲280次 )。通过众多基础研

讨会可有机会与其它学部的学生认识 , 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调查

或讨论。

教养教育院

高等研究院 

担当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管理及全校 “ 健康体育科学 ” 教

学。

与医学系研究科和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共同举办讲座 , 进行

关于健康科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和大学院教学活动。

综合保健体育科学中心

名古屋大学为推进世界最尖端研究 ,设置了3个大学附属研究所。

这些研究所 ,和全国的大学研究人员进行共同研究的同时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参与大学教育的企划工作。

 环境医学研究所 (RIEM)(1946年设置 )

培育健康的下一代 ,向现代未来医学挑战

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 ,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加速 , 对健康的影

响越来越深刻 , 趋向复杂化。我们把目标设定在30到50年后的现

代未来社会 , 对人类能够安全 , 舒适的生活和培养健全的下一代

所需要的医学条件予以明确并加以实现的对策进行提案。

我们对近代未来的环境变化从3个视点 (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

有害物质的增加 , 生活范围的扩大 ) 来透视 , 对由此发生的健康

问题 ,通过加强以下3个小组的合作 ,来促进研究。

Ⅰ． 紧张状态的承受与反应：将生物体感知外界刺激 ( 紧张 ) 后 ,

进行反应来保持平常状态的构造 , 通过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

统和免疫系统网络进行研究。

Ⅱ． 生物体适应与防御：作为与维持生命直接相关的问题 , 专门

致力于脑机能 , 遗传基因的产生和心与血管的革新性预防和

治疗方法的开发。

 太阳地球环境研究所 (1990年设置 )

探索跨宇宙科学和地球科学的学术领域

我们的研究对象涉及太阳表面到地球的广大领域 , 主要研究主

题为来自太阳的能量和物质是怎样传递的 , 对地球周边有怎样的

影响等。在这个领域 , 发生了太阳爆炸等爆炸现象 ,太阳风的加

速 , 磁气暴风雨 , 北极光 , 超高层大气波动 , 臭氧洞的形成等现

在也未解明的令人深感兴趣的现象。查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 ,

我们不只在国内也在国外设置了观测装置 , 解析通过室内实验 ,

人工卫星得到的数据 , 用电脑进行数据模型化和模拟处理 , 还有

理论研究和综合研究。

Ⅲ． 现代未来环境模拟中心拥有我国屈指可数的特殊环境模拟器

( 低压和低温环境模拟器 , 人工气象室等 ), 通过灵活运用此

设备 , 设想在气象变化 , 人工性环境情况下进行模拟环境研

究的同时 , 灵活运用名古屋大学东山地区最大的实验动物饲

养设施 , 进行对模拟环境研究有帮助的环境压力实验动物的

开发研究活动。

开拓时代的科学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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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6年设置 )

为实现富饶美丽持久的社会 (生态社会 )而努力

为了安全与安心富饶美丽的社会在将来能够持续发展 , 减轻

地球环境的负荷 , 实现环境和谐型社会成为必须。这是21世纪理

想社会 ( 生态社会 ) 需要考虑的问题。为实现这个理想 , 我们

从 “ 东西、能源、信息的循环和再生以及人类的和谐 ” 作为入

口 , 将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进行学术研究变得

越来越重要。生态科学研究所将这些成为跨学科综合研究基础的

材料、能源和环境等基盘研究领域中 , 从过去就取得显著成果的

理工科学综合研究中心、难处理人工物研究中心、环境量子循环

研究中心、高效率能量变换研究中心、尖端技术共同研究中心进

行重组和合并 , 成为名古屋大学最大规模的部门横跨型综合研究

推进组织（研究据点）。我研究所 , 曾经作为生态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于2004年4月设立 , 为了更加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

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据点的机能 , 得到全校的支持与理解 , 在与

信息和通信科学部门相融的项目研究部门中重新配备自然科学和

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员 , 于2006年4月作为名古屋大学附属

研究所 , 迈出了新的一步。经过这些研究活动和学际间相结合的

研究活动 , 名古屋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研究潜力又有了进一步的

提高 , 同时 , 作为新学术领域的生态社会科学的产生和构筑新学

术体系的研究所机能获得评价 , 经过文部科学省的学术审议会审

查 , 于2006年4月作为附属研究所予以创立。我研究所作为解决

问题型的战略性研究所 ,在纳米材料、能源、环境系统与再利用、

信息与通信等基础科学研究基础上 , 对与实现环境和谐的持久社

会相近的课题 , 设定了3个具体的专业结合项目主题（人类系专

业结合研究 , 能源系专业结合研究 , 生态技术和生态系专业结合

研究）, 研究所内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系研究人员一

起制定共同研究体制 , 致力于解决这些课题。

纳米材料

科学

研究部门

能源科学

研究部门

环境系统

研究部门

信息,通信

科学

研究部门

名古屋大学
校内部门

地方政府

融合研究

项目

研究部门

研究所

企业

其他大学

共同
研究
基地

赞助
研究

生态社会科学研究所

 同位素综合研究中心

在进行关于同位素教育研究的同时 , 供利用同位素进行教育研

究的教员等人员共同利用。还负责我校同位素的统一管理。

 遗传基因的实验设施

进行关于 DNA 转换实验和遗传基因、染色体组的教育和研究的

同时 , 供对此领域进行教育研究的教员等人员共同利用。还负责

担当我校 DNA 转换实验的管理核心。

 留学生中心

对外国留学生 , 提供关于日语及日本文化和日本情况的教育与

学习上和生活上的指导帮助的同时 ,促进留学生的交流为目的。

 物质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作为创造具有高机能性先导物质的国际性研究据点而成立。在

无机物质合成、有机物质合成、物质机能、生命物质、分子触媒

等广泛领域开展尖端研究 , 同时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进行关于

化学分析的最尖端教育和研究的同时 , 提供化学测定仪器的共同

使用。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进行关于高等教育的专门性和实践性的调查与研究 , 为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作贡献为目的。通过各种研究资料的发行和学习工具

的开发 , 帮助改善教育活动 , 对名古屋大学的教育提供策划和改

善方案 ,提供世界文化对教育改革的知识见解。

 农学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发展中国家在食品、农林业和环境等农学领域的国际问题 , 通

过项目开发和合作网络开发 , 促进通过实践培养人才来解决问题

的研究 ,发挥作为国家中心的机能为目的。

 年代测定综合研究中心

使用同步加速器质量分析装置的炭14年代测定法和有效利用名

古屋大学独自发明的CHIME年代测定法（钍,铀 ,全铅等稳线法）,

对各种物质进行年代测定 , 开展与46亿年地球史和人类史相关 ,

涉及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活动。

 发达心理精神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对儿童心理问题 , 我们结合发达心理学 , 临床心理学 , 儿童精

神医学进行研究。我们设置了心理发达咨询室 , 对当地居民的心

理问题提供咨询的同时 , 也成为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大学院生的

临床训练场所。我研究中心还参加医学系研究科举办的「父母与

子女的精神医学讲座」及附属医院「父母与子女的心疗部」的活动。

 法政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成为推进关于法律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国际教育合作方面的日本

第一个研究网络据点。对在法律改善方面需要支援的亚洲国家的

法与政治的研究 , 对援助需要的分析和支援方法的开发 , 培养对

方国家的相关人才等 , 统一推进关于亚洲各国法律改善的研究和

支援活动。同时发挥国家中心的作用。

共同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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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图书馆

 生物机能开发利用研究中心

我研究中心 , 对进行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生物分子应答研究中

心进行限期改编后设立的。解析关于高等动植物生命现象的高级

生物机能 , 通过将其成果移植到有用生物上 , 并应用到生物系统

上作贡献为目的的研究设施。由基础与培养部门和开发与发展部

门 ,7个领域构成。

 小型同步加速器光研究中心

名古屋大学策划和提案的小型同步加速器光设施 , 作为爱知县

“知识据点”计划中心的地区密切联系型纳米计测和分析设施, 

通过产学行政结为一体共同推进中心的建设。我中心担当小型同

步加速器光设施的设计 ,运营及研究和实验指导工作。

 早期预防医疗创建中心

我中心 , 作为通过医工合作和产学合作进行的「早期预防医疗

创建项目」（简称）研究据点 , 于2006年度设立。将“ 手掌有名

医和大医院 ” 作为标语 , 研究从预防到早期治疗的小型诊断工

具。

全国共同利用设施

 地球水循环研究中心

关于跨大气层 , 水层和地层的水循环系统的研究 , 我中心利用

观测和模型,一边与国内外研究人员合作,集中进行研究的同时,

帮助在此领域进行教育研究的职员 , 及其他符合条件人员的共同

利用为目的。

 信息联合基盘中心

向校内外的研究者提供由超级计算机进行的大规模高速计算服

务 , 提供支撑我校教育研究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服务的信息基

盘 , 通过实践性调查研究提高名古屋大学信息基盘的高度化。

附属图书馆的活动

附属图书馆作为支援教育和研究活动为目的的校内学术信息流

通中心 , 由中央图书馆、医学部图书馆、部门图书室联合为大家

提供服务。

为对应近年的国际化和信息化 , 提供包括数据库、电子杂志、

电子书籍等电子信息丰富多彩的学术信息。

混合图书馆～21世纪的新大学图书馆～

混合图书馆是发挥以图书和杂志等印刷媒体为中心的老式图书

馆 , 和提供数据库、电子杂志、电子书籍等数字内容 ( 电子化信

息 )的电子图书馆的各自特性 ,向高机能化发展的图书馆。

附属图书馆和附属图书馆研究开发室、校内信息关系等部门合

作 , 努力构筑混合图书馆 ,以帮助进一步推进21世纪名古屋大学

的教育和研究。

康门斯学习方式

康门斯学习方式指的是为配合学生多种学习需要和学习形态

( 自习、小组学习和上课 ) 提供的服务空间。中央图书馆 , 从

2008年开始提供用于学习的综合信息资源 , 相关信息技术设备及

其活用方法 ,促进康门斯学习方式的构筑。

展览会 /讲演会

在中央图书馆4楼举办1年2次的特别展览会、相关讲演会和电

子展览 ,受到很多学生和市民的好评。

另外 ,还举办贵重资料、罕见资料、历史资料的常设展览。

校内图书馆 /图书室

校内除中央图书馆和医学部分馆(鹤舞地区和大幸地区)之外,

各学部、研究科、研究所和中心等有近30个部门图书室 , 作为各

专业的专门图书馆提供服务。

知识和信息的指南针

活用方法介绍

不只提供写报告和强化学习内容的资料 ,也可利用其设施和设

备。

• 学习或调查研究等所需要的图书和杂志可自由拿取利用。

• 配备完善的可供安静读书和集中精神学习的阅览座位。

• 备有供小组学习 ,共同学习和研究的房间。

• 在视觉与听觉区 ,有录像带、CD 和 DVD 可供视听 , 用来调剂精

神。

• 可视听欧美和亚洲主要电视台的卫星电视节目。

• 卫星实验室 (4F) 有30台电脑可供个人利用。(但需要有名古屋

大学的 ID)

• 每层都可利用设置的电脑或自带的电脑使用因特网。

开馆日和开馆时间 ( 年末年初除外 )

周一～周五 8：45～22：00

周六 �周日和节假日 8：45～17：00　

所藏资料

图书 106万册中88万册可自由使用

电子图书 4,768种

杂志 16,358种

电子杂志 15,482种

其他 CD-ROM、DVD、录像带和微型资料等

设施

面积 15,577� ( 地上5层 ,地下1层 )

座位数 1,123个座位

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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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作为向社会开放的窗口 ,随时期待大家的到来。名古屋

大学积累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 ? 现在的热门研究是什么等等 ,

想了解名古屋大学情况的话 ,首先请来我们的博物馆。位于丰田

讲堂对面右边的 “ 古川纪念馆 ”2楼和3楼的展览厅 , 因为不算

宽敞 ,只能介绍其中一部分 ,从周二到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

馆 ( 免费入场 )。在展览厅的标本资料围绕的环境中 , 举办让大

家欣赏音乐并能够放松的“博物馆音乐会”和能够了解各种学

问的“博物馆特别讲演会”。

此外 , 在东山校区东南 ( 生协南部食堂旁边 ) 的 “ 野外观察

园 ”, 生长着约800种植物 , 在邻建的学生会馆2楼可以参观植物

园的展览。作为人们休息放松的场所 ,供大家慢慢欣赏。开放日

为周一到周五。

在古川纪念馆 ( 博物馆 ) 可参观到的展览有 , 除常设展览外 ,

还有限期展览的特别展和企划展。每项展览都有很多真实标本和

资料展出 ,带给人真实感受。常设展览的主要内容有如下：

名古屋大学的窗口—能了解学问的乐趣的场所 ,也是休息的场所
1．浓尾平原的成长和木曾三川流域的自然史志：

 关于浓尾平原的成长和成为浓尾平原背景的木曾三川流域的

自然史志 ,以名古屋大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心对此进行介绍。

2．电子显微镜：将名古屋大学的电子显微镜研究的历史用实际仪

器进行介绍的同时 , 使用桌上扫描型电子显微镜举办实际体

验微观世界的研究会。

3．实际调查和名古屋大学：实际调查 (去现场进行实际调查和观

测 ), 在各个学问领域都不可缺少 ,是很重要的研究手法。介

绍名古屋大学经过实际调查获得的研究成果。

4．创造知识－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介绍：在开展“制造活动”的

风气中,将致力于“培养人才”(培养富有勇气的知识人才)

的名古屋大学研究的一部分 , 从创设初期开始到最新情况予

以广泛介绍。

博物馆

1．报名资格

（1）非日本国籍者（在日本有永住资格者除外）

（2）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a） 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受过12年学校教育或即将于2010年3月

毕业。或者被教育部长认可的相当于接受12年学校教育的

同等学历者。

b) 具有根据瑞士民法设立的国际BACCALAUREAT基金办公室颁

发的国际BACCALAUREAT资格,于2010年3月31日满18岁者。

c) 具有德国各省大学认可的入学资格 ABITUR 资格 , 于2010

年3月31日满18岁者。

d) 具有法国大学认可的入学资格 BACCALAUREAT 资格 , 于

2010年3月31日满18岁者。

＊对报名资格的要求随时会有变化。在申请参加2010年度的入学

考试时 , 请预先索取预定于2009年9月底发行的报名指南 , 并

确认其内容。

2. 报名要求

(1)  应参加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举办的“日本留学考试（EJU）” 

* 关于“EJU”的详细情况 ,联系方式如下：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留学生事业部留学考试课

153-8603 东京都目黑区驹场4丁目5番29号

TEL: +81-(0)3-6407-7457 

FAX: +81-(0)3-6407-7462

E-mail: eju@jasso.go.jp

URL: http://www.jasso.go.jp/eju/index_e.html

(2)  具有截止到报名时2年以内的 TOEFL 或 TOEIC 考试成绩 , 并

达到如下最低分数线：

TOEFL: 430(PBT) 39(iBT):

TOEIC: 385

3．录取方法

根据 EJU 成绩 ,TOEFL/TOEIC 成绩 , 大学选拔考试成绩及提

交的书面材料综合录取。大学入学考试一般在2月初举行。申

请人应参加报考学部举行的选拔考试。

4．其他

详细情况请参照预定于2009年9月末发行的 “2010年度名古

屋大学自费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联系地址：

名古屋大学学务部入试课

地址 :名古屋市千种区不老町

邮编464-8601

电话 :+86-(0)52-789-5765

本科生招生项目

留学生招生指南

名古屋大学上海联络处

名古屋大学为了更好地推进与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术

交流 , 于2005年11月在上海设立了联络处 , 并将此联络处作为

在中国的宣传窗口及海外校友会的联络窗口。

有关名古屋大学的留学生招收信息或咨询事宜请联系我们。

联系方式如下：名古屋大学上海联络处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淮海西路55号 申信广场 27楼 D 座

邮政编号 200030

电话·传真  21-6280-6185 

电子邮件  office@nushanghai.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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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生项目
各大学院研究科有其独自的入学手续。此外 ,有些研究科为留学生提供用英语授课的特别课程。以下是各研究科的联系方式。

2008年4月

研究科 /专业
留学生特别
入学考试

报名指南发放时期 详细联系方式

文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第1次：7月

第2次：11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206
E-mail: kyohmu@lit.nagoya-u.ac.jp
URL: http://www.lit.nagoya-u.ac.jp/(JP)

文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11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206
E-mail: kyohmu@lit.nagoya-u.ac.jp
URL: http://www.lit.nagoya-u.ac.jp/ (JP)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第1次：7月

第2次：11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606
E-mail: edu.international@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educa.nagoya-u.ac.jp/en/index2.shtml (EN)

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11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606
E-mail: edu.international@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educa.nagoya-u.ac.jp/en/index2.shtml (EN)

法学研究科

（综合法政专攻）

(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
有 8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317
E-mail: kyomu@law.nagoya-u.ac.jp
URL: http://gsl-.nagoya-u.net/ (EN)

经济学研究科

(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
有 7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2358
E-mail: ryu-gaku@soec.nagoya-u.ac.jp
URL: http://www.soec.nagoya-u.ac.jp/index_e.html (EN)

理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6月初

大学院
TEL: +81-(0)52-789-5249
E-mail: ri-daigakuin@sci.nagoya-u.ac.jp
URL: http://www.sci.nagoya-u.ac.jp/index.html (EN)

理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11月初

大学院
TEL: +81-(0)52-789-5249
E-mail: ri-daigakuin@sci.nagoya-u.ac.jp
URL: http://www.sci.nagoya-u.ac.jp/index.html (EN)

医学系研究科

　分子综合医学专业

　细胞情报医学专业

　机能构筑医学专业

　健康社会医学专业

　医科学专业

无 6月

大学院
TEL: +81-(0)52-744-2431
E-mail: med@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med.nagoya-u.ac.jp/index2.html (EN)

医学系研究科

　看护学专业

　放射线技术科学专业

　检查技术科学专业

　理学疗法专业

　作业疗法专业

无 6月底

教务课
TEL: +81-(0)52-719-1518
E-mail: ihogakumu@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med.nagoya-u.ac.jp/index2.html (EN)

工学研究科

(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
有 6月

入试课
TEL: +81-(0)52-789-3978
E-mail: eng-admission@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engg.nagoya-u.ac.jp/en/index.html (EN)

生命农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有 6月中旬及10月底

教务课
TEL: +81-(0)52-789-4010
E-mail: kyomu@agr.nagoya-u.ac.jp
URL: http://www.agr.nagoya-u.ac.jp/index-e.html (EN)

生命农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10月底

教务课
TEL: +81-(0)52-789-4010
E-mail: kyomu@agr.nagoya-u.ac.jp
URL: http://www.agr.nagoya-u.ac.jp/index-e.html (EN)

生命农学研究科

（为10月入学的学生设立的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6月中旬

教务课
TEL: +81-(0)52-789-4010
E-mail: kyomu@agr.nagoya-u.ac.jp
URL: http://www.agr.nagoya-u.ac.jp/index-e.html (EN)

国际开发研究科

(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
无 7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4957
E-mail: jimu-q@gsid.nagoya-u.ac.jp
URL: http://www.gsid.nagoya-u.ac.jp/global/
index-en.html (EN)

学费及其它费用
2008年4月

学生分类 报名费（￥） 入学费（￥） 学费（￥）

正规学生（学部） 17,000 282,000 535,800 （年）

正规学生（大学院） 30,000 282,000 535,800（年）

研究生 9,800 84,600 29,700（月）

旁听生 9,800 28,200 14,800（学分）

日语研修生 9,900 43,500 30,200（月）

日本语与日本文化研修生 9,800 84,600 29,700（月）

学费减免

正规自费留学生 , 如果学习成绩优秀 , 因经济上的理由支付学

费困难的情况下 , 通过申请可以获得学费全额减免或半额减免。

由于获得减免的机率很低 , 请做好支付准备。学费减免申请手续

在各学期进行。春季申请期间一般从2月底至3月 , 秋季在9月中

旬。请注意申请期限。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部或研究科负责部门

进行咨询。

研究科 /专业
留学生特别
入学考试

报名指南发放时期 详细联系方式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5月底

大学院
TEL: +81-(0)52-789-5249
E-mail: ri-daigakuin@sci.nagoya-u.ac.jp
URL: http://www.math.nagoya-u.ac.jp/en/ (EN)

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6月初和11月中旬＊

＊提供2次

大学院
TEL: +81-(0)52-789-5249
E-mail: ri-daigakuin@sci.nagoya-u.ac.jp
URL: http://www.math.nagoya-u.ac.jp/en/ (EN)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7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4881
E-mail: gen-jim@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lang.nagoya-u.ac.jp/index-e.html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11月

教务课
TEL: +81-(0)52-789-4881
E-mail: gen-jim@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lang.nagoya-u.ac.jp/index-e.html

环境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有

<4月入学 >

第1次 :6月底

第2次 :11月底

大学院
TEL: +81-(0)52-789-4590
E-mail: env@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env.nagoya-u.ac.jp/en/index.html (EN)

环境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有

<4月入学 >

第1次：6月底

第2次：11月底

<10月入学 >

6月底

大学院
TEL: +81-(0)52-789-4590
E-mail: env@post.jimu.nagoya-u.ac.jp
URL: http://www.env.nagoya-u.ac.jp/en/index.html (EN)

情报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前期课程）
无

5月中旬及11月中旬＊

＊提供2次

学务课
TEL: +81-(0)52-789-4721
E-mail: admission@is.nagoya-u.ac.jp
URL: http://www.is.nagoya-u.ac.jp/index/html.en (EN)

情报科学研究科

（博士课程后期课程）
无

<4月入学 >

11月中旬

<10月入学 >

5月中旬

学务课
TEL: +81-(0)52-789-4721
E-mail: admission@is.nagoya-u.ac.jp
URL: http://www.is.nagoya-u.ac.jp/index/html.e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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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国费外国留学生（文部省：MEXT）奖学金

1．种类和待遇
2008年4月

奖学金的种类
详细分类

月额 其它 期间
年龄 专业 其它要求

学部留学生 22岁以下 (1)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

(2)  自然科学

高中毕业 ,符合所在国家大学的报

名资格

￥134,000

（从第25个月

开始为

￥126,000）

交通费 :

单程机票

学费 :

报考费 ,

入学费和学费全免

5年

7年 :

6年制的

医学 ,

齿科 ,

兽医 ,

医药科学

日语研修留学生 30岁以下 日语 ,

日本事务和

日本文化

大学在籍生

（学部）

￥134,000 1学年

研究留学生

（大学院生和研究生）

35岁以下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

自然科学

大学或大专毕业（或即将毕业）

及具有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学业能力

￥170,000

（从第13个月

开始为

￥160,000）

2年

教员研修留学生 35岁以下 教育 大学或师范大专毕业 ,具有下述5

年工作经验

(1) 现任小学或初中教师

(2) 师范学校教师

(3) 教育管理部门的职员

￥170,000

（从第13个月

开始为

￥160,000）

1.5年

青年领导人项目

（ＹＬＰ）留学生

(1)(3)

(4)(5)

40岁以下

(2)

35以下

(1) 行政管理

(2) 经营管理 

(3) 法律

(4) 地方行政

(5) 医疗管理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或大专毕业

生

￥258,000 1年

当地日本大使馆根据考试结果进行初选 ,然后向 MEXT 进行

推荐。MEXT通过选考委员会与接收学校协议,确定最终结果。

候选人可提出志愿学校 ,最终结果由 MEXT 决定。

关于详细情况 , 候选人可与所在国或地区的日本大使馆联

系。

(2) 由大学推荐 (通过日本的大学申请 )

a)  a)  在来日之前对奖学金申请人的选考在来日之前对奖学金申请人的选考

 日本的大学向来自学术交流协议校的留学生候选人实施考

试后 , 作为研究留学生或日语研修生向 MEXT 推荐。MEXT

通过选考委员会最终确定结果。关于详细情况请与申请留

学的学校负责部门联系。

b) 已经在日的自费留学生的选考 (＝国内选考 )已经在日的自费留学生的选考 (＝国内选考 )

 大学院在籍生或欲报考大学院及进入大学学部4年级者(医

学系的学生为6年级 ) 有资格申请名额有限的国费外国人

留学生奖学金 (MEXT)。奖学金申请时期为9月 , 可于转年4

月领取。想升学获取更高学位的学部留学生需要提交 GPA,

并将按照 MEXT 的方法算出。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必须达到

MEXT 规定的 GPA 最低标准。关于申请手续 , 资格 , 和 GPA

的详细情况请与所属学部或研究科办公室联系。

(1) 由大使馆推荐 ( 通过日本大使馆申请 )

包括所有奖学金征集项目。由于 , 征集人数因国家和地区而

不同 , 有意者请向所在国家或地区最近的日本大使馆予以确

认。

第一次选考为审查提交的书面材料 , 笔试和面试。笔试项目会因

国家和地区而不同 , 但基本上包括下述项目。

分类 考试项目

学部留学生 日语 ,英语 ,数学或理科（化学 ,物理和生物中的2项科目）

日语研修留学生 日语

研究留学生 日语 ,英语

教员研修留学生 日语＊ ,英语＊

＊考试用来确定语言水平。

2．申请手续

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对自费留学生实施经济援助的奖学金情况如下。关于奖学金的

情况,通常在所属学部或研究科的信息栏都有公布,请经常留意。

1．申请国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MEXT)

 参照上述 (奖学金2-(2)-b)。

2．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JASSO) 向学习成绩优秀 , 人品出众并

需要经济援助的大学在籍自费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申请时期

为4月底。申请人应提供上学年度的 GPA, 按照 JASSO 方法算

出 , 且必须达到 JASSO 规定的最低 GPA 分数。关于申请手续 ,

资格 ,GPA 的详细情况及其他情况请向所属学部或研究科负责

部门联系。

资格：正规学生 (大学 /大学院 )以及研究生

待遇：大学生每月50,000日元

大学院生及研究生每月70,000日元 (2008年度 )

支付期间：1年

3． 地方公共团体及民间团体奖学金

自费留学生可申请地方公共团体及民间团体提供的奖学金。

申请手续通常通过名古屋大学进行。因此类奖学金的名额有

限 , 申请一般只面向正规学生。关于详细情况请与所在学部

或研究科负责部门联系。

关于奖学金的详细情况 , 请参照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JASSO)

的网站。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cholarships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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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PACE：名古屋大学短期交换留学制度

名古屋大学短期交换留学制度 (NUPACE), 为与名古屋大学有

交流协议的大学在籍学生提供为期4至12个月来我校留学的机

会。此教育项目旨在通过培养国际友谊 , 加强对日本的理解 ,

并以此培养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人才为目标。

NUPACE 项目学期为9月末至第二年8月底 , 留学生可选择在9

月底或4月初入学。

为协议院校学生实施学费免除的短期项目

2007年度名古屋大学毕业生录用企业排名 (前20名 )

1 丰田汽车

2 日本电装 

3 名古屋市职员

4 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5 丰田自动织机

6 爱知县教员

7 中部电力 

8 三菱东京 UFJ 银行      

9 三菱重工业

10 日立制作所

11 三菱电机

12 富士通

13 东芝 

14 NTT 西日本            

15 爱信精机

16 NTT 数据                      

17 夏普

18 兄弟工业

19 爱知县职员

20 NEC

21 松下电器产业  

书店 

书籍在大学 , 是学习和研究活动不可缺少的东西 , 从上课所需

的教材、参考书、专业书到研究所需的洋书均有提供。

食堂 / 咖啡厅

为学生和教职员每个人都过上健康的食文化生活 , 从顾客立场

出发进行经营。

购买 / 服务

提供大学生活所需的学习用品和日用品。另外 , 出售回乡或找

工作时所需车票和机票等 , 帮助介绍国内与国外旅行 , 出售电影

票 , 介绍驾校等 , 随着大学生活的活动增加 , 提供相应的各种配

套服务。另外 , 校园内设置有理发店、邮局、现金自动存取款机

(ATM) 等。另外 ,东山校区有可利用因特网的便利店。

国际公寓 (校内 )

    单人房 (16m2) 95间

    夫妇房 (34m2) 25套

国际嘤鸣馆

    单人房 (13m2) 292间

*同时提供日本学生入住

留学生会馆

    单人房 (12.5m2) 49间

    夫妇房 (35m2)   5套

    家庭房 (50m2)   2套

猪高町宿舍

    单人房 (22m2)  26间

初次到日本的留学生通常申请学校留学生宿舍。

校园里 , 设置有学生食堂、书店和小卖部 , 为学生和教职员的

福利健康提供服务。

主要委托名古屋大学消费生活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

名古屋大学的毕业生 , 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被视为难关

的国家资格的人数和在日本优秀企业的领导中所占比例也很多 ,

毕业生们通过在名古屋大学培养的能力活跃在社会各界。

名古屋大学有近100个俱乐部和兴趣小组 ,每个小组都很活跃。

除了日常活动之外 , 整年都举办各种活动 ( 比如定期音乐会 ,

滑雪和滑板滑雪旅行活动 )。

宿舍

校园生活服务

就业

俱乐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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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概要

战国时代 ~江户时代

名古屋 , 临近丰饶的浓尾平原 , 又地处日本列岛的中心 , 自古

以来作为交通要道起着重要的作用。战国时代 , 日本各地群雄割

据之时 , 在名古屋的土地上出生的两位英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

统一了全国 , 建立了近代日本的基础。

接下来是名古屋近郊冈崎出生的德川家康 , 靠关之原之战掌握

了天下实权,于庆长15年 (1610年 )在海陆交通方便的这个地方,

筑起了名古屋城 , 随之 , 清洲的居民移居此地 , 开始建起了市街

区。从此,作为德川三家族之首的领主居城,名古屋继江户、大阪、

京之后 ,作为产业文化中心得到了发展。

明治时代～大正时代

明治4年 (1871), 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 , 设置了名古屋县 ( 转

年改为爱知县 ), 明治22年 (1889) 实行市制 , 产生了名古屋市。

当时的人口为16万人 ,随着近代产业的产生 ,铁道、港湾的完善 ,

作为工商业城市不断得到顺利发展 , 大正10年 (1921) 人口大约

达到62万人。

昭和时代

进入昭和时代 , 城市计划事业得到发展 , 人口在1934年突破了

100万人。

1937年 , 名古屋港和名古屋站等建成 , 樱通道路通车 , 东山动

物园建成 , 甚至举办了名古屋环太平洋和平博览会。但是 , 之后

发生的太平洋战争 , 近4分之1的市区被烧毁 , 人口也减少至60万

人。

战后 , 率先着手进行城市建设复兴工作 , 以100米道路为主

的宽阔道路和和平公园的建设等奠定了现在的城市规划的基础。

1950年人口再次突破了100万 ,1957年开通了日本第3个地铁。产

业发展也很显著 , 在名古屋港邻海部的填埋地 , 有大规模的工厂

入建 ,1969年人口突破了200万。 中部国际机场 (中空 )

2005年通航的中部地区的新窗口。是餐厅

和购物街等商业设施充实，令人耳目一新的机

场。

鹤舞公园

有四季应季鲜花盛开的庭园、喷水塔、奏

乐堂、公会堂和图书馆等设施 ,是富于变化的

公园。也被选入日本樱花100所名胜景点之一

的樱花名胜地。

荣

名古屋最大的繁华街「荣」。大型购物设施

林立 , 是名古屋流行的发源地。环绕着水绿丰

富的公园 , 新的景点在不断产生。

东山动植物园

近70年来深受名古屋市民爱戴。以站地面

积广大而自豪,在绿色丰饶的园内,有动物园、

植物园、游乐园和天塔等魅力无限。

名古屋 DOME

是人人皆知 , 深受名古屋市民爱戴的棒球

队中日龙的大本营。与其相邻建起了市内最大

规模的购物中心 ,热闹非凡。

久屋大通

从名古屋中心部贯通南北 , 支撑着名古屋

的汽车社会 , 通称100米道路。道路中央有公

园 ,网球场和存车场等。

四谷通

在气氛安静的四谷通 , 道路两侧有服装 ,

杂货和咖啡馆等店铺林立。因与大学相近的关

系 , 售专业书的书店也很充实。

名古屋站大楼为世界最高 (245米 )

在天晴的时候 ,在岐阜县和三重县等

地也能看到其形状 ,作为名古屋的标志

成为深受欢迎的场所「JR 中央塔」。

245米美丽的都市大楼 , 离名古屋站

越近越被其壮观倾倒。作为车站大楼 ,

列居世界最高而自豪。还作为世界最高

车站楼被吉尼斯记录 (2002年 ) 认定 ,

并荣获辉煌的最佳设计奖 ,成为一项名

古屋引以为荣的事。深受名古屋人喜爱

的 , 爱称为 “ 双塔 ”, 作为名古屋经

济发展的象征 ,耸立在名古屋站。

德川园

德川园是象征日本自然景观 , 微缩的池泉

回游式日本庭园。与其相邻的德川美术馆收藏

有尾张德川家历代相传的贵重宝物。

名古屋城

关之原交战后 , 由开设了江户幕府的德川

家康下令修筑了名古屋城。名古屋城离繁华街

道近 , 和金虎头鱼身兽一起成为名古屋的象

征。

国际化城市

1988年迎来了市制实施100周年 , 举办了世界设计博览会 , 向

21世纪城市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还建设了名古屋国际中心 , 名

古屋国际会议场 , 爱知艺术文化中心等 , 向国际化开放城市方向

发展。位于日本列岛中央的名古屋 , 作为我国产业技术的中枢地

带 , 国土交通系统干线的连结点 , 具有悠久历史的新文化城市 ,

正在被加速建设成为21世纪富有魅力的城市。

名古屋建市400年

2010年 , 名古屋将迎来设立400年的历史。德川家康下令修

建了 , 以金虎头鱼身兽为名的名古屋城的同时 , 街道也得以修

建 , 并培育了以名古屋城为中心的产业。名古屋以前是制造陶

器和纤维等产地 , 近年作为汽车产业的一大据点 , 不只日本 ,

也成为世界关注的“制造业”发祥地。

2005年的万国博览会「爱和地球博览会」的举办 , 中部国际

机场「中空」的通航成为话题 , 名古屋站前高层建筑的不断竣

工 , 在迎来建市400年的现在 , 名古屋人、文化和经济更加引

人注目。

– Japan’s Heartl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y, Culture, and History

日本的技术、文化和历史交流中心－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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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部

02 丰田讲堂

03 附属图书馆 ( 中央图书馆 )

04 宣传广场

05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 文学部

06 大学院教育发达科学研究科 /教育学部 /发达心理精神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07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 法学部

08 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 /经济学部

09 大学院理学研究科 / 理学部

10 大学院多元数理科学研究科

11 大学院工学研究科 / 工学部

12 新兴企业创业研究室

13 IB 电子情报馆 [ 创造工学中心 ]

14 大学院生命农学研究科 /农学部

15 情报文化学部 / 全学教育楼

16 大学院情报科学研究科

17 全学教育楼 A 馆

18 综合保健体育科学中心

19 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

20 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

21 环境综合馆 [ 大学院环境学研究科 ,灾害对策室 ]

22 环境医学研究所

23 宇宙线望远镜研究室

24 尖端技术共同研究设施

25 高效率能源变换研究设施西馆

26 培养创业起业家设施

27 地球水循环研究中心

28 信息联合基盘中心

29 同位素综合中心

30 留学生中心 , 法政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31 年代测定综合研究中心 ,博物馆

32 生物机能开发利用研究中心

33 共同教育研究设施

 [ 理想科学研究所 ,农学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中心 ,

 太阳地球环境研究所 ]

34 综合研究实验楼

35 文科综合馆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

36 高等综合研究馆

37 野依纪念物质科学研究馆 [物质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

38 野依纪念学术交流馆

39 赤崎纪念研究馆

赤崎纪念研究中心

产学官合作推进本部

40 学生会馆

41 北部厚生会馆

42 南部厚生会馆

43 综合问讯处

食堂 / 咖啡厅

便利店

邮局

汽车站

地铁「名古屋大学」站出入口

至东山公园方向

至本山方向

至八事方向

运动场

棒球场

校园简介

棒球场

田径运动场

地铁“名古屋大学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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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医学部保健学科南馆与大幸医疗中心

02 医学部保健学科本馆

03 体育馆

04 钴放射线馆

05 能源中心

06 厚生会馆

07 车库

08 医学部保健学科别馆

09 弓道场

10 医学部保健学科东馆

11 大幸研究员宿舍

大幸校区

01

06

11

02

07

03

08

04

09

05

10

01 基础医学研究楼

02 附属图书馆医学部分馆

03 鹤友分馆

04 厚生会馆

05 同位素综合中心分馆

06 基础医学研究楼别馆

07 解剖教学设施

08 医学教育研究支援中心

09 医学系研究楼1号馆

10 病房

11 门诊楼

12 旧特殊诊疗楼

13 医科研究楼2号馆

14 能源中心楼

15 护士宿舍

16 医学部教务课

17 中央诊疗楼

鹤舞校区

01

05
08

0207

06
1615

04
17

13

09

10

11

12

14

03

至 JR,地铁“鹤舞站”

运动场

东海道线

JR新干线

名铁线

近铁线

地铁东山线

地铁樱通线

地铁鹤舞线

地铁名城线

地铁上饭田线

地铁名港线

青波线

大阪方向

高畑

金城埠头

中村区政府

名古屋

上小田井

京都·大阪方向

岐阜方向 犬山方向 小牧·犬山方向

上饭田

平安通

丸之内

久屋大通

伏见

荣 千种 今池

上前津

金山

名古屋港

中部国际机场

鹤舞

御器所 八事 赤池·丰田方向

名古屋大学

八草方面

濑户方向

多治见方向

藤之丘东山公园

本山

砂田桥

名古屋DOME前矢田

大曾根

新瑞桥

野并

丰桥,静冈,东京方面

丰桥方向

鹤舞校园 东山校园

大幸校园

爱知县

名古屋

爱知

交通指南

至“大曾根”方向

至“砂田桥”方向

至“名古屋DOME前矢田”方向

至东山校区 从名古屋站出发 : 乘坐地铁东山线15分钟至“本山”站换乘名城线至“名古屋大学 ” 站下 (2分钟 )

至鹤舞校区 从名古屋站乘坐 JR 中央线 (至多治见方向 , 6分钟 )至“鹤舞”站下 , 徒步5分钟

至大幸校区 从名古屋站乘坐地铁东山线至荣 (5分钟 )转乘地铁名城线至“名古屋 DOME 前矢田 ” 站下 (12分钟 ), 徒步5分钟

至名古屋站 从中部国际机场出发 : 乘坐名铁 (30分钟 )或机场大巴 (60分钟 )

 从东京站出发 : 乘坐新干线 , 约需1小时43分钟

 从大阪站出发 : 乘坐新干线 , 约需52分钟

 从中部国际机场出发 : 乘坐名铁机场线至“金山”站 (30分钟 )，转乘地铁名城线至 “ 名古屋大学”站下 (21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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