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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盛冈市上田�丁目��番��号
TEL+��-��-���-���� / +��-��-���-����
FAX+��-��-���-����
E-mail: gryugaku@iwate-u.ac.jp

Facebook

Twitter

WeChat
（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

Instagram

YouTube

Website

可以用日语·英语·中文·韩语咨询

仅限用日语或英语咨询

关于大学全体 总务部总务宣传课 ���-���-���� ssomu@iwate-u.ac.jp

关于入学考试 学务部入试课 ���-���-����

关于学生生活 学务部学生支援课 ���-���-���� gshien@iwate-u.ac.jp

关于学生就职 学务部职业支援课 ���-���-���� syushoku@iwate-u.ac.jp

毕业生·结业生的证明 学务部学务课 ���-���-���� gkyomu@iwate-u.ac.jp

事项 负责部门 TEL  E-mail

岩手大学  https://www.iwate-u.ac.jp/index.html

国际教育中心  https://www.iwate-u.ac.jp/iuic/index.html

师资情况  http://univdb.iwate-u.ac.jp/openmain.jsp

入试关系  https://www.iwate-u.ac.jp/admission/index.html

日语 英语

日语 英语

日语

日语 英语 中文 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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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核心的课程03

通过以学生为核心建立的课程安排
及当地社会的关系，在大学积累丰
富的社会经验

●	 	实现学生的创意“Let's	Begin计划”
●				通过创建“公司”，体验事业运营	
“Campus	Company校园公司”

国际交流04

通过国际交流，着眼于世界和地区
●	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的国际研修
●	不走出岩手县，也可以参与国际交流

就业服务05

从入学到毕业，在课堂或课堂外体
验的每一件事，都直接衔接于就业
●	低年级开始积累社会经验
●	岩手大学“职业教育”的两根柱子

岩手大学
历史沿革

国立大学法人岩手大学
（2004年）

盛岡师范学校
（成立于1876年）

盛岡高等农林学校
（成立于1902年）

岩手县立职业学校教师进修中心
（成立于1921年）

盛岡高等工业学校
（成立于1939年）

岩手大学
（成立于1949年）

人文社会科学部

教育学部

理工学部

农学部

研究生院

地域防灾研究中心

平泉文化研究中心

三陆水产研究中心

制造技术研究中心

教育促进机构

研究促进机构

招生中心

教师培训中心

计算机信息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

放射性同位素研究中心

图书馆

国际合作中心

充实的教育・研究环境01

用岩手大学丰富的教育领域和地区结为一
体，培育活跃于世界及当地社会的优秀人才
●	扎根当地社会，承担国立大学职务
●	作为研究机关所拥有的优秀功能
●	在世界上活跃的人才，从岩手大学开始

考虑当地课题的课程02

体验及思考地区存在的各种课题，学习解决
现代社会面临的课题的实践能力
●	在地区学习，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第一步
●	掌握实践能力的课程安排

1. 岩手大学基本信息

岩手大学
特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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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4.7㎢

占地面积 学生数〈2019年5月〉

岩手大学是4个学部聚集在一
个校区的大学。
另外，通过附属实验林、农场、
牧场等，进行实践性研究。

广阔的校园，丰富的研究

与海外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接收世界各
国的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人数 238名
23个国家1个地区

海外合作院校

校际协议
10个国家1个地区30所大学

学部间协议
15个国家25所大学等

在岩手大学，每年都能实现90%以上的
就业率。与就业支援课一起充实就业活
动的同时，根据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及目
的实现就业之梦。

岩手大学全体　97％

5,400名

就业率

人文社会科学部 96％
教育学部 94％
理工学部 99％
农学部 99％

人文社会科学部 900名
教育学部 714名
理工学部 1,917名
农学部 1,064名
大学院（硕士／博士） 805名

协助每一位学生就业

在岩手大学的学习、研究成果，都为地
区发展做贡献。

全国第７位

地区贡献度排行榜
〈全国751国公私立大学对象：

《日经全球化281号》2015年12月7日发行〉

大学的研究成果还原到地区

所在地县内企业的
共同研究排行榜

〈2015年〉

全国16位

与县内企业共同研究数 38件

与其他民间企业的共同研究 147件

作为与地区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学，
为当地企业发展做贡献

异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现暂新的自己

用数字看
岩手大学

充实海外留学奖学金和在校英语教
育，提供良好留学环境。

本科生 182名
14个国家1个地区

出国留学人数
〈2018年　※个人留学除外〉

人文社会科学部 66名
教育学部 32名
理工学部 42名
农学部 43名

入学费	 282,000日元（预定金额）

一年的学费	 535,800日元（预定金额）

入学费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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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部·大学院介绍
学部 学科・課程 课程 学习领域 就业方向 大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部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人间文化课程
（招生人数125名／	4年制）

人间行动和文化	：	行动科学／体育科学／现代文化／异文化理解／历史／艺术／亚
洲・英美・欧洲文化

公务员、旅游、金融、媒体、出版社等民间企业、学校
教师、医疗、福利设施职员、国际交流相关团体、文化
艺术相关设施职员、大学院		等

综
合
科
学
研
究
科（
硕
士
课
程
）

地区政策课程
（招生人数75名／4年制）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经营学／环境学 公务员、金融机构、环境、福利等的NPO、经营顾问、观
光、流通、环境等民间企业、大学院	等

教育学部
Faculty of 

EDUCATION

学校教育教师培养课程
（招生人数160名／4年制）

小学教育课程 小学教育（全教科・科目） 小学教师	等 教
育
学
研
究
科（
专
职
教
师
培
养
课
程
）

中学教育课程
中学（高中）国语・国语专业教育／社会・社会科教育／技术・技术科教育／家
庭・家政教育／英语・英语专业教育／音乐・音乐科教育／美术・美术专业教育
／保健体育・保健体育科教育

初中、高等学校教师	等

理科教育课程 理科・理科教育／数学・数学教育 小学、中学教师	等

特殊教育课程 特殊教育学／特殊教育心理学／特殊教育保健学／特殊教育生理・病理学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等

理工学部
Faculty of 

SCIENCE&ENGINEERING

化学・生命理工学科
（招生人数90名／4年制）

化学课程
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医工学

大学院升学、化学设备、电子、食品、医药品等制造业、
环境、医疗仪器等相关产业、国家・地方公务员、数理
科高中教师	等

综
合
科
学
研
究
科（
硕
士
课
程
）

理
工
学
研
究
科（
博
士
课
程
）

生命课程

物理・材料理工学科
（招生人数80名／4年制）

数理・物理课程
宇宙・素粒子原子核物理学／固体物理学／应用数学

大学院升学、钢铁、非铁金属、半导体、机器、电子零
件、汽车等制造业、IT相关产业、国家・地方公务员、数
理高中教师	等材料课程

系统创新工学科
（招生人数270名／4年制）

电气电子通信课程

电气电子通信工学／智能媒体信息工学／机械工学／环境・建设・防灾工学
大学院升学、电子零件、电气设备、信息通信、软件、汽
车、电力、机器人、航空相关等企业、运输业、建设业、
国家・地方公务员、数理科高中教师	等

智能・媒体信息课程

机械科学课程

社会基础・环境课程

农学部
Faculty of  

AGRICULTURE

植物生命科学科
（招生人数40名／4年制）

植物生命科学	：	作物学／园艺学／应用昆虫学／植物育种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
理学／农业经营・经济学

大学院升学、国家・地方公务员、种苗、食品、农药等
民间企业、农业共同组合	等

联
合
农
学
研
究
科（
博
士
课
程
）

应用生物化学科
（招生人数40名／4年制）

生物化学／食品・营养化学／应用微生物学／植物营养・土壤学／分子细胞生物学／
环境压力生化学

大学院升学、国家・地方公务员、食品、医药品、肥料、
农药、环境分析等民间企业	等

森林科学科
（招生人数30名／4年制）

森林	：	树木生态生理、造林学／森林政策学／地域资源管理学／森林动态控制／腐
蚀控制工程学／林业生产工学／森林管理学／木质资源工学／森林资源化学／造园
计划学・观光学／森林・环境教育／保护生物学／森林保护生态学

大学院升学、国家・地方公务员、农林业、自然环境关
系的独立行政法人、NPO、环境、建设、造园、造纸等
民间企业	等

食品生产环境学科
（招生人数60名／4年制）

农村地区设计学课程
食品和区域工业	：	农业农村工程／农业信息环境／水产科学 大学院升学、国家・地方公务员、建设・食品・流通・农

业・水产业等民间企业，农业・水产相关团体	等饮食产业系统学课程

水产系统学课程

动物科学科
（招生人数30名／4年制）

动物科学	：	动物生殖学／动物行动学／动物科学实验／牧场实习 大学院升学、国家・地方公务员、食品、医药品、动物
相关等民间企业	等

共同兽医学科
（招生人数30名／6年制）

兽医学	：	基础兽医学／病态兽医学／应用兽医学／伴侣动物・产业动物临床兽医学 临床兽医、家畜卫生兽医、公共卫生兽医、民间企业兽医师、大学
院升学	等

联
合
兽
医
学
研
究
科（
博
士
课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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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部
掌握综合性的视野、思考力和实践力，以培养能够应对地区活性化和全球化的人才。

人间文化课程 地域政策课程

人的行动和文化	：	行动科学／体育科学／现代文化／异文化理解／历
史／艺术／亚洲・英美・欧洲文化

学习领域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经营学／环境学学习领域

招生人数125名／4年制 招生人数75名／4年制

综合学习对人及文化的知识，加深专业知识。 在地区创新、地区管理的课题中，从法学、经济、环境的三个领
域进行研究。

●心理学基础实验（2年级后期）
实际以小组形式，体验态度尺度的构成和弯腰效果等心理学的实验，具体
学习其研究方法、数据处理、报告书的基本写法等。

●英美文化论课（2年级前期）
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人种、民族问题、家庭生活方式、教育问题、枪支
限制等话题，通过使用电影、文学、文献等教材来加深理解。

●项目实践演习（发展）（3年级前期，后期）
艺术的文化为主题，培养艺术、设计、工艺、书法、艺术理论，并培养在
地区社会开展艺术活动的能力。

●民法（总则）Ⅰ・Ⅱ（1年级前期・后期）
民法是法学学习基础的重要科目，作为法学的开端，是首先要学习的科目。
其中总则是关于“人”和“物”等的民法，甚至是与整个法律相关的重要
部分。

●理论经济学Ⅰ・Ⅱ（2年级前期・后期）
是为了理解如何捕捉经济整体形象的课程。有很多相关的专业课，从“财・
服务”的生产中，学习金融、雇佣、财政等基本结构。

●环境政策论Ⅰ・Ⅱ（1年后期・2年前期）
关于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方针等的环境政策，通过由NPO法人相关人
员的活动介绍和听讲生之间的意见交换，实现听讲生对环境政策的理解。

【民间企业】	岩手银行／IBC岩手电台　【公务员】	岩手县警察总部／青森县公
立学校教师／岩手县／岩手县公立学校教师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

【民间企业】 JTB	东北／北日本銀行　【公务员】 青森县／秋田县／一关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北大学大学院／早稻田大学大学院

特色课程特色课程 特色课程特色课程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人 间 文 化 课 程
地 区 政 策 课 程

2.　学部・大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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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教育学部
专职教师的培养，响应地区的需求，要求取得各种资格证。
培养教育理论和实践能力兼备的高质量的教师。

小学教育课程

中学教育课程 特殊教育课程

小学教育（全教科・科目）学习领域

中学（高中）国语・国语专业教育／社会・社会科教育／技术・技术
科教育／家庭・家庭科教育／英语・英语专业教育／音乐・音乐科教
育／美术・美术专业教育／保健体育・保健体育科教育

学习领域 特殊教育学／特殊心理学／特殊保健学／特殊生理・病理学学习领域

学校教育教师培训课程
招生人数160名／4年制

招生人数85名

招生人数33名 招生人数10名

综合学习对人和对文化的知识，加深专业知识。

理数教育教程

理科教育／数学教育学习领域

招生人数32名

在掌握理科、数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以培养具有自我验证科学技
术技能的学生为目标。

掌握专业科目的广泛知识，培养支撑教坛的有魅力的教师为目
标。

需要掌握特殊学校教师的专业性的同时，掌握中小学等所需要的
特殊教育相关知识。

●教职入门（1年级前期）
通过上课和小组活动，加深了解对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能掌握关于地震复兴教
育等地区的教育课题。

●教育心理学（1年级后期）
想学习，想提高运动能力，想和朋友友好相处，有这种动机的孩子们的有效教育方法，班级
运营方法等，从心理学角度去学习。

●数理科交叉课程论（2年级后期）
考虑中小学的理科・算术和数学的教育及教材的相关性，思考其指导方法。

●特殊教育实践论（1年级前期）
以1年级学生为对象，在附近的特殊学校等参观上课。积累特殊教育的入门知识和实践能力。

小学教师／中学教师／高中教师／幼儿园教师／特殊学校教师／公务员／国际交流相关团体／
大学院

特色课程特色课程

学校教育教师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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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学部
越过理学和工学领域的障碍，从自然科学到实用技术进行综合性教育和研究。

化 学 ・ 生 命 理 工 学 科
物 理 ・ 材 料 理 工 学 科
系 统 创 新 工 学 科

化学课程 数理・物理课程

生命课程 材料课程

化学・生命理工学科 物理・材料理工学科
招生人数90名／4年制 招生人数80名／4年制

掌握从基础化学到应用化学的高度专业性的人才。
●无机结构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

学习丰富的教育课程，掌握数理物理的思考力。
●复杂性科学、纳米理工学、超传导理工学等

培养能为医疗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人才。
●分子细胞生物学、再生医疗工学、生物测量工学等

学习支撑整个社会和产业的材料，掌握材料的基础到应用的广泛
知识。
●材料组织学1、材料物理学1、半导体设备工学等

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医工学 宇宙・素粒子原子核物理学／固体物理学／应用数学学习领域 学习领域

【民间企业】NTT	东日本／岩手中学・高中　【公务员】	岩手县教育委员会／
国税厅仙台国税局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筑波大学大学院／西澳大学
大学院

【民间企业】爱知制钢／NECtokin／岩手东芝电子　【公务员】 岩手县／厚生
劳动省岩手劳动局／盛冈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京工业大学大学
院／东北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在化学、生命领域开发技术，培养掌握课题解决能力的人才。 学习理学和工学要素，用数理工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各种课
题。

2.　学部・大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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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电子通讯课程 机械科学课程

智能媒体信息课程 社会基础・环境课程

系统创新工学科
招生人数270名／4年制

电气、电子、测量、控制、通信等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应用研究。
●高电压等离子工程学、通信系统、软件实习等

培养机械系统领域的高度技术人员和研究者。
●航空宇宙系统工学、燃烧工学、机器人工学等

计算机科学为基础，学习智能信息工程学和媒体信息工程学。
● 软件设计和演习、计算机图解、机器人等

培养解决社会课题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
● 环境工学、结构力学1、都市计划学等

电气电子通信工学／智能媒体信息工学／机械工学／环境・建设・防灾工学学习领域

【民间企业】	 IBC软件／AISIN电炉／Akita光半导体／ALPS电气　【公务员】 
釜石市／泷泽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宇都宮大学大学院／东北大学
大学院

【民间企业】 SWS东日本／秋田县厚生劳动农业协会联合会／ALPS电气　
【公务员】	八户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上越教育大学大学院／东北大
学大学院

【民间企业】	NTT东日本／NEC／JR	东日本／松下系统网络开发研究所　
【公务员】	盛冈市／东北地方整备局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筑波大学大
学院

【民间企业】秋田银行／岩手银行／五洋建设　【公务员】	岩手县／国土交通省
东北地方整备局／札幌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北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毕业生的就业

通过跨越基础领域的学习，培养有关工学的专业知识和应用展开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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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部
在农林水产业领域，培养不仅在当地，在全球活跃的人才。

植 物 生 命 科 学 科
应 用 生 物 化 学 科
动 物 科 学 科

食 品 生 产 环 境 学 科
森 林 科 学 科
共 同 兽 医 学 科

植物生命科学科 森林科学科
招生人数40名／4年制 招生人数30名／4年制

植物生命科学：农作物学／园艺学／应用昆虫学／植物育种学／植物
病理学／植物生理学／农业经营・经济学

森林	：树木生态生理／造林学／森林政策学／地域资源管理学／森林
动态控制／砂防学／林业生产工学／森林管理学／木质资源工学／森
林资源化学／造园计划学・观光学／森林・环境教育／保全生物学／
森林保全生态学

学习领域 学习领域

【民间企业】	JA	全农栃木／秋田酒类制造／一条工务店　【公务员】	青森县／
岩手县／札幌市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京大学大学院／东北大学大
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民间企业】 NTC顾问／应用地质／学校法人东洋高等学校　【公务员】 青森县
／秋田县／茨城县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京大学大学院／东京农工
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利用岩手大学农学部独有的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以学习“植物
生命科学”，“农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目标。
●农学概论、应用昆虫学 I、植物生理学等

为了掌握广泛的实践能力，重视在演习林的实习等实地考察工
作。
●树木学实习、森林保全生态学、砂防学等

应用生物化学科
招生人数40名／4年制

生物化学／食品・营养化学／应用微生物学／植物营养・土壤学／分
子细胞生物学／环境压力生化学

学习领域

【民间企业】 地球环境服务／一般财团法人日本食品分析中心／岩手县信用农
业协会联合会　【公务员】	岩手县／公益财团法人岩手生物工学研究中心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利用生物和化学知识，学习生物功能及应用于“食”领域的知识。
●植物压力响应学、分子生物学 I・Ⅱ、产业微生物学等

2.　学部・大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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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科食品生产环境学科
招生人数30名／4年制招生人数60名／4年制

动物科学	：动物生殖学／动物行动学／动物科学实验／牧场实习食品和地区产业：农业农村工学／农业信息环境／水产科学 学习领域学习领域

【民间企业】 西部开发农产／国土防灾技术　【公务员】 青森县／秋田县／岩手
县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学院／东京大学大学院／东京农工大学大学院
---------------------------------------------------------------------------------------------
水产系统学课程：水产食品加工／流通相关企业／水产相关团体／国家・地
方公务员（水产职）／大学院升学	等

※水产系统学课程是2016年设置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民间企业】 Atsuki动物医疗中心／岩手县农业共济组合／宇都宫动物园／龟
户动物医院　【公务员】 冲绳县／静冈县／栃木县　【大学院】	北海道大学大学
院／岐阜大学大学院／京都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从动物科学的综合视点，进行对人类有利的教育和研究活动。
●动物生物学、宠物动物营养学、动物资源利用学1等

共同兽医学科
招生人数30名／6年制

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病态兽医学／应用兽医学／伴侣动物・产业动
物临床兽医学

学习领域

从分子到动物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培养具有基础教育和专业知识
的人才为目标。
●人兽共同感染症学、公共卫生实践实习、综合参加型临床实习等

农村地区设计学课程

饮食产业系统学课程

水产系统学课程

以学习农村地区的高度专业性和交流技能为目标。
●水资源论、农地工学、农村计划学等

培养能改变日本未来农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农业气象、环境学、农食品工序工学、饮食产业营销论等

培养通过全球化的视角解决水产业和海洋问题的人才。
●水产科学入门、水族染色体生物学、渔业、渔业资源经济学等

从全球的食品供求角度，考虑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动物科学课程〉【民间企业】 Alpico控股集团／岩手畜产流通中心／国际农场　
【公务员】	青森县／石卷市／岩手县／财务省东京海关　【大学院】	岩手大学大
学院／九州大学大学院

毕业生的就业毕业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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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

地区创新专业 理工学专业

综合文化学专业 农学专业

硕士（农学）／硕士（水产学）／硕士（工学）／硕士（学术）／硕士（体育健
康科学） 硕士（理工学）／硕士（工学）／硕士（艺术工学）

硕士（学术） 硕士（农学）

综合科学研究科
招生人数294名 /2年

招生人数54名 招生人数180名

招生人数10名 招生人数50名

扎根于地区的国际化大学为目标，全校各学部研究生院合并为一体，重新设置专业。

有效利用重建灾区经验和实绩，培养具有高度专业知识、开阔视野，引
导地区创新的人才

●从东日本大地震吸取的经验，有效利用灾区重建实绩重新设置解决地区面
临问题的专业（地区创新不可缺少的“生计/安全安心/生活”为三根柱子，
设置3个课程）

●除了硕士水平的专业内容之外，还配置了培养综合性视野和地区创新能力
的公共课程（地区实习和短期海外培训课程的必修化）

通过工学和理学的交叉研究，拥有在理工学领域创新素质的人才

●从工学类大学院到理工类大学院，工学和理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创新技术
●意识到衔接本科课程的8个课程（深化专业性）
●概括理工学全体的专业教育
●通过选修横穿专业课程，实现教育的综合性（横穿型教育课程）
●意识到衔接博士课程，新设置全球化人才培养课程

从全球化的角度了解和保存及宣传地区文化，为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的人才

●从全球化的角度，承担地区文化艺术资源的保存和活性化，培养从地区向
世界传播文化的实践能力

●充实日本学生和留学生一起选修的公共课程（必修）

农学、生命科学，特别是为了深化寒冷地带农学的教育研究，培养带
来创新研究的人才

●以植物，生物资源，动物为对象，重新设置教育研究领域
●意识到衔接本科专业的3个课程（深化专业性）
●充实农学领域的专业教育
●意识到衔接博士课程，充实英语教育

培养人才目标 培养人才目标

培养人才目标 培养人才目标

地区创新专业
地区创新不可缺少的三个观点

生计

安全・安心 人的健康

地区创新

面向“新东北”的创新，将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综合文化学专业
・地区和世界的连接，地区和社会的全球化　・地区社会的文化再生　・应需求通过实践为地区服务

国际文化传播项目

艺术传播项目 地区文化创新项目

理解日本文化项目 理解文化多样性项目文化理解
（交流）

文化传播
（创造）

文化保存
（积蓄）

物
质
化
学
课
程

电
气
电
子
通
信
课
程

数
理
·
物
理
课
程

智
能
情
报
课
程

生
命
科
学
课
程

机
械
·
航
空
宇
宙
课
程

材
料
科
学
课
程

设
计
·
媒
体
工
学
课
程

全球研究者培养计划

横穿学业计划

专业共通教育

理工学专业

农学专业
植物，生物资源，动物为关键词集约及强化

植物生命科学课程 应用生物化学课程 动物科学课程

综 合 科 学 研 究 科
教 育 学 研 究 科
工 学 研 究 科

联 合 农 学 研 究 科
兽 医 学 研 究 科

2.　学部・大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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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实践专业

自然・应用科学专业　

共同兽医学专业

系统创新工学专业　

设计・媒体工学专业　

教育学研究科（专门教职大学院）

工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联合农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兽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招生人数16名 /2年

招生人数20名 /3年

招生人数24名 /3年

招生人数5名 /4年

培养率领岩手地区学校教育的人才。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安心的社会为目标，热衷于学习高度专业知
识和教养，理解地区，拥有国际性，伦理观，骨干性，探求真理，为
创造价值做贡献的人才为培养目的。

岩手大学大学院联合农学研究科（以下简称岩手连大）是打破大学的
封闭性，跨越大学的框架，在全国6所联合农学研究科中，首次设立的
农学领域联合博士课程。在自然环境丰富的、日本的食品生产基地东
北地区，由岩手大学、弘前大学、山形大学三所大学联合成立，在全
国6个联合农学研究科中，位于日本最北部的研究科。

为了进一步发展岩手大学和东京农工大学两所大学共同兽医学科	“为
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与福利做贡献”的教育理念，为了解决首都圈在内
的东日本地区兽医学面临的各种课题，作为高度兽医学教育研究点，
两校共同设置兽医学博士课程。

学校管理开发课程
教育开发课程
儿童教育开发课程
特殊教育开发课程

根据学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融合”理念，在教育委员会和地区的学
校之间的紧密合作体制下，培养率领学校教育的骨干教师的同时，培
养有利于为学校建设做贡献的新人教师。

特色课程4个课程制

在共同兽医学专业中，培养具备以下能力的人才。
○具备动物基础医学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
○具备动物卫生及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
○具备产业动物及伴侣动物的兽医医疗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

生物生产科学专业

生物资源科学专业

地域环境创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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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轻人的暂新的构思，开发有关久慈（岩手县） 
琥珀的商品，积累企业和学生的实际合作经验。

人类文化课程 教授 

田中隆充
【设计学・艺术工学】

位于久慈市的久慈琥珀株式会社和田中教授研究室
进行了很长的合作交流，至今以琥珀为主题进行了各
种各样的商品合作开发。其中“带琥珀的钱包”和
“名片盒”非常受欢迎。久慈琥珀株式会社咨询田中
教授，“能不能开发珠宝以外的、利用在日常生活中
的商品？”。为此，开始了双方的共同研究。共同研
究过程中有很多学生是第一次接触琥珀，为了让学生
更好的了解琥珀，实际去久慈，参观公司的琥珀博物
馆，实际体验琥珀的采集等，掌握了对琥珀的基础知

识之后开始设计工作。共2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每
人设计10张左右，全部加起来共300多张创意素描。
把这些素描反馈给久慈琥珀株式会社，公司在百货商
店的展示会上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不分年龄，钱包
和名片盒受欢迎，公司决定制作这两种商品。通过这
次的合作，久慈琥珀株式会社打破了固定概念，以年
轻一代的想法制作新产品，对学生来说，有机会进入
社会积累体验，提高设计能力，也为当地公司的创新
付出贡献，也是产学研合作成果之一。

3. 研究 TOPICS

人文社会科
学部

研究TOPICS

师资队伍介绍

　岩手大学师资情况，请查阅大学的研究者介绍网页。

http://univdb.iwate-u.ac.jp/
・日文和英文网页　・姓名或专业的关键字检索

留学的第一步
从这里开始

3. 	　研究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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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研究员的接受

开发医疗机器及水产加工兼用机器人，
为沿岸企业的发展付出贡献。

在生体模拟领域，以工学角度再现生物的功能，开发
相关机器人。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有效利
用生物模拟机器人技术，为灾区的水产业・水产加工
业的复兴付出贡献。面临灾区工作人员的高龄化、人
力不足等问题，利用机器人成为重要技术领域，因
此，开发水产业、水产加工业特化的水产机器人技
术。如图片中的裙带菜取薪加工自动化技术，及各种

鱼类等的加工技术。另外，在水中资源调查和管理
上，水中机器人的运用也不可缺少，为了开发在三陆
沿岸地区运用的水中机器人，在当地进行多次实验。
技术力较高的企业聚集在岩手三陆沿岸地区，通过跟
企业的合作研究，研发岩手特有的机器人，并为沿岸
地区的产业发展做贡献。

系统创新工学科	副教授

三好扶
	【水产机器人・生体模拟工学】

理工学部

研究TOPICS

欢迎世界各国专家到岩手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等（客员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等）。如果想到岩手大学
做研究，请在师资队伍介绍网页寻找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并联系专家得到同意后办理手续。

1　联系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得到同意
　　※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是先申请经费，通过后办理手续。

2　提交相关资料

3　办好校内手续及在留资格认定书后，邮寄给本人，在自国申请来日签证，申请宿舍等

4　来日

研究员的住宿设施，有桐丘庄（研究期间1个月以内的人）和国际交流会馆（研究员室）。因为房间数量有限，请提前跟合
作专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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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留学种类

大学院正规课程

可以取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入学时间是4月或10月。希望报考大学院，根据研究方向，先找好导师。岩手大学老
师们的信息可以在网上查询。详细请看14页。

1　考试前	 先联系导师，得到导师的同意。

2　确认报考条件	 	根据专业及研究科，报考条件和考试内容也不一样，请确认好招生简章的内容，有疑问可以咨
询入试负责人及导师。

3　提交报考资料	 根据各专业及研究科，报考资料提交时间也不同，请注意。

4　考试	 		居住在日本国外的考生，有些专业不需要来日本考试，只提交报考资料就可以，请提前确认。

5　合格发表、入学手续、决定宿舍

6　4月或10月	 入学

研究生（非正规课程・类似国内预科生）

考大学院之前，在导师的指导下一边做研究一边准备考试。入学时期是4月或10月，在学期间是1年以内。
报考研究生，需要提前联系指导老师，并且得到同意。

1　考试前	 从师资介绍网页查找指导老师，直接联系导师并得到同意。

2　提交申请资料	 邮寄方式申请

3　合格发表、在日申请在留资格认定书等留学签证手续并邮寄给本人、入学手续、决定宿舍

4　4月或10月	 入学

咨询处：入学课	TEL.019-621-6064（直通）	FAX.019-621-6885　参考URL ：https://www.iwate-u.ac.jp/iuic/chinese/international-students/index.html

咨询处：学务部学务科	019-621-6055	gkyomu@iwate-u.ac.jp　参考URL ：https://www.iwate-u.ac.jp/iuic/chinese/international-students/types-of-programs/research-students.html

4. 	　留学种类

学部生

和日本学生一起用日语上课，可以取得学士学位。想考学部，先是需要考日本留学考试，之后报考岩手大学（提交日
本留学考试成绩、高中毕业证明等资料），参加岩手大学入学考试。入学时间为4月。

1　11月左右	 日本留学考试（6月或11月），招生简章的申请，准备各种报考资料

2　1月上旬～下旬		 提交报考资料、支付报考费

3　2月下旬	 		岩手大学入试考试（居住在日本国外，并报考理工学部的学生，通过邮寄方式提交资料决定是
否合格，不用来日本考试。）

4　3月上旬～中旬		 合格发表、入学手续、决定宿舍

5　4月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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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听讲学生（交换留学生）

跟岩手大学签署学生交流协议的大学学生为对象，特别听讲学生根据交换留学项目“The	Iwatt	University	
stideProgram（IU-SEP）”办理相关手续。入学时期是4月或10月，在校期间是1年以内。申请手续是通过在籍
大学办理。

咨询处：学务部国际课		019-621-6927　	gryugaku@iwate-u.ac.jp　参考URL ：https://www.iwate-u.ac.jp/iuic/chinese/international-students/types-of-programs/iu-sep.html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

国费留学生在标准修学年限可享受学费减免和奖学金。奖学金金额根据学生身份有所不同，比如硕士课程的
学生，是144,000日元/月（冬季加3,000日元）。
报考方法有两种，全部都是在日本国外（来日前）报名。

1　大使馆推荐
通过本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的大使馆申请，一次审查通过后，选择大学。入学时间是4月或10月。
另外，国费留学生有三种。
　・研究留学生　・教师研修留学生　・日语・日本文化研修留学生
2　大学推荐
在日本国以外的学生，通过岩手大学申请。入学时期是10月，有以下两种。
　・研究留学生：和研究生一样，首先要找好指导老师并得到同意后申请。
　・日语・日本文		化研修留学生：跟岩手大学签署校际间交流协议大学的在校生，并且专业为日语・日本文

化相关专业的学生，留学时间为1年以内。

文部科学省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促进留学生交流项目）

针对私费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金，通过岩手大学申请。最长12个月的奖学金（48,000日元/月）。另外，日本留
学考试（EJU）成绩优秀的新入学的私费留学生，以及通过渡日前入学许可制度入学的私费留学生也是对象。

岩手大学 Ihatov 基金奖学金

这是岩手大学独自的奖学金。大学院入学的私费留学生中，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一次性可以拿20万日元奖
学金。	

其他奖学金

民间财团等的奖学金，申请时间，个别条件，专业领域，金额等不同，申请时请注意。

奖学金

参考URL ：https://www.studyinjapan.go.jp/ja/planning/about-scholarship/

参考URL ：http://www.jasso.go.jp/en/study_j/scholarships/scholarship/shoureihi/index.html

参考URL ：https://www.iwate-u.ac.jp/iuic/chinese/international-students/types-of-scholarships/mext-jasso-other-scholarshi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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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留学生支援

5.　留学生支援

国际教育中心

本中心企划及实施各种国际合作业务，如与海外大学的专家交流，外国留学生业务，日本
学生的海外派遣等。
特别是针对外国留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建议，还有各种层次的日语教育，与
地区社会和外国留学生之间的异文化交流。

留学生活动

■ 留学生校园派对
在岩手大学7月留学生举办校园派对。留学生通过自己国家的料理，跟盛冈当地的日本人和日本
学生交流，增进相互间的认识，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自国文化。

■ 和服体验
每年举办两次和服体验。
和服体验，针对至今为止从未穿过和服的学生为对象，体验日本传统服装和服，拍照
留念，成为美好回忆。

■ 参观及体验岩手的各种活动
参观岩手县内文化遗产和企业。目的地每年不一样，到现在参观过世界遗产平泉、丰田汽车
东日本工业公司岩手工厂、岩手养乐多工厂等。
寒假举办滑雪旅行。岩手县的滑雪设施非常有名，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岩手滑雪。第一次滑雪
的学生也不用担心，滑雪教练会非常认真地教你，我们希望每一位学生在校期间至少体验一
次滑雪。

■ 和市民的交流会
有很多机会跟日本学生，和地区的人进行交流。
介绍本国的文化，学习日本文化，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等着你。　

前辈辅导制度

为了让留学生在校期间顺利度过大学生活和学习，设立“学习伙伴制度”。前辈日本学生
和前辈留学生，一边跟班主任或指导教师商量，一边支持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例
如，来日之后的各种手续、选课、研究、实验等的补助，介绍日本的文化、习惯等。也是
跟日本学生交朋友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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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支援

在日就业的理由 
在日本作为社会人，想学习日本人的勤劳精神和责任
感、上班文化、习惯等，也希望自己通过工作再次成长。
前辈也在岩手上班，所以有种安心感，还有在校期间打
工，也使我容易融入社会。

负责的业务 
人事企划（招聘・社员教育・评估）
宣传
海外技能实习生的环境整备及协助
劳动环境・安全卫生环境的改善企划及执行管理

有效的就业活动对策 
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企业说明会，分析自己喜欢的业务内容，收集企业的介
绍资料，比较企业之间的优越性，之后确定自己的目标，投入就业活动

给后辈的经验谈 
如果想在日本就业，先要做好计划。不仅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好日
语，了解日本文化和社会常识，提前做好计划非常重要，并且就业过程中
面临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前辈咨询也是一个好办法。还有，选公司不
一定一定要看公司的规模，好好考虑你适不适合这家公司！

日语教育

■ 日语班
日语课从初级到上级分5个级别，根据自己的日语水平，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针对学部生和研究生，还设置论文写法、论
文发表方法等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的课程。

■ 日本学生和留学生一起选修的课程
“多文化交流”课，作为全校公共课，是日本学生和留学生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选修的
课程。一般日本学生多留学生少一些，留学生大概占30%。
除此之外，组织其他东北地区大学在内的日本学生和留学生的合宿研修等，提供各种参加型
学习机会。

■ 工作体验和实习
为了加强学生毕业后的独立性，企划职场体验，企业实习等活动。

■ 在大学校内举办的企业联合就业说明会
邀请岩手县内和东北各县、首都圈的全国企业约330家公司到学校，面向3-4年级学生开说明会，
学生直接跟企业的人事负责人面谈，获得就业信息。

■ 各种就业指导
自我分析、企业调查、简历自作、面试对策、SPI模拟考试、礼仪讲座等，就业指导老师将提供各种就业
建议和信息。

■　在岩手县就业的前辈们的经验谈　■

在日就业的理由 
有两个理由。一是、想给日本还情。我来
日本8年了，给我学习机会的是日本这个国
家，我想为日本做点贡献。二是、我的家人
赞成我在日本就业。20年前，我的父亲作
为实习生在日本工作过，所以我父亲非常
理解我在日本想工作的心情，所以我也鼓
起勇气在日本找工作。

负责的业务 
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海外实习生业务等

有效的就业活动对策 
就业活动，要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如果想在日本找工作，最好
早点行动起来。我认为找工作最重要的是业务内容。

给后辈的经验谈 
珍惜在校期间的每一天，努力认识《我》这个人，一定会找
到你理想的工作。

DAO PHAM 
NGOC THAI
〈越南〉

人文社会科学部  
法学经济课程  
本科毕业

就业公司名：岩手农场

NINH THI THAO
〈越南〉

人文社会科学部  
地区政策课程  
本科毕业

就业公司名：岩手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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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研究科 共生环境专业
马　茲辰

〈中国〉

自启寮

人文社会科学部 研究生
（国际交流会馆 Share 型）

YAZMAMMEDOVA AYNUR

国际交流会馆

一个月的生活费一个月的生活费 一天的安排一天的安排

 8:00 起床

 9:00 研究室

 12:00 午餐

 13:00 上课

 15:00 研究室

 18:00 晚餐

 24:00 就寝

 7:30　起床

10:00　研究室

12:00　午餐

13:00　上课

15:00　研究室

21:00　晚饭

24:00　睡觉

收入
 奖学金 ………… 20,000日元
 生活补贴 ……… 0日元
 打工，TA 等 …… 30,000日元左右

支出
 房租、宿舍费 …… 14,000日元
 水电煤气费 …… 2,000日元左右
 伙食费 ………… 30,000日元左右
 交通费等 ……… 5,000日元左右
 社团活动费 …… 0日元

收入
　奖学金（日本国费）… 143,000日元／月
　家人经济负担……… 无
　打工………………… 无

支出
　房费………………… 33,000日元／月
　伙食费……………… 30,000日元／月
　其他生活费………… 5,000日元／月

关于一个人的生活

国际交流会馆是为外国留学生及外国专家提供的单身宿舍 在日本，借民间公寓的时候，需
要连带保证人。在岩手大学，租
公寓的留学生，如果加入相关保
险等手续，国际课当连带保证
人。
留学生入住的盛冈市内民间公
寓平均房租是20,000-50,000日
元。学校校内也有面向学生的
房地产。

经历以前没有体验过的很多很多事情，试炼自己的好机会。

自启寮
住在自启寮快2年了。因为是两人间，也可以说遇到相合的室友比
较重要。幸好我跟我的室友关系很好，但不一定没个人都能遇到好
室友。除此之外，只要好好遵守宿舍的规定，其他也没有问题。

◆ 岩手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 学生寮 ◆ 民间公寓

所在地 〒020-0066	岩手県盛岡市上田三丁目18番27号（岩手大学校园内）

种类 Share型（4人共住）／	留学生单人间	／	专家单人间
※Share型分男生和女生，室友不能选择。

入住期间 最长2年

费用

房费(包括水电煤气费) ：	Share型	33,000日元／月　单人间	36,000日元／月　专家单人间	48,000日元～50,000日元／月
	 设施利用费：30,000日元（一次性・第一次交房费时一起交）
	 无线网费用：24,200日元／年　被褥租金：11,000日元／年（只限报名的学生）
※上述设施利用费、无线网费用、被褥租金，第一次交房费时一起交。

在岩手大学，有外国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的“自启寮”、“红梅寮”2个学生宿舍。
这个宿舍因为和日本学生一起住，要求一定的日语能力。

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自启寮 红梅寮

房间数量 5间（2人间） 7间（单人间）
住宿费（每月） 14,000日元
入住期间 2年以内 1年以内

※住宿费之外，需要退房时有清扫费和宿舍自治会管理费。

设备：厕所・迷你厨房・冰箱・FF式暖气・桌子・床
共用设备：淋浴室、浴室、投币式洗衣机
地址：自啓寮　〒020-0066	岩手県盛岡市上田三丁目18-15（校园内）
　　　紅梅寮　〒020-0114	岩手県盛岡市高松四丁目17-18（从大学步行15分钟）

6. 留学生的一天

6.　留学生的一天

●	1K（23.2㎡）
●	上学步行20分钟

浴室、厕所

门口

壁橱

花箱

厨
房

床
桌子

架子
架子

关于国际交流会馆
跟很多国家来的留学生一起生活，互相介绍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
生活习惯等，每天都非常开心。离开家，在日本生活，室友就是家
人，差不多每天见面聊天，室友有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帮忙解决。

（International	House	Introduction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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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来自前辈的留言

理工学部
系统创新工学科

电气电子工程学 2年

ONG HOU YIN
	《马来西亚》

Biography

Graduated High School

Graduated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Took EJU

Entered Iwate University

Biography

High-school in Wattana Wittaya Academy (Thai)

Silpakorn University (Thai)

Kingston University (England)

理工学研究科（博士） 
设计・媒体工学专业

SOPACHITWATANA 
SUPASUMOND

	《泰国》

Q.   请告诉我选择岩手大学的理由。

主要的理由是岩手大学这里提供了我想要专修的课
程。还有就是岩手大学的报考制度上，在日本国外
的考生，不用去日本考试，只需要递交相关的资料
就能知道考试结果，这也减轻了我的负担。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便利，所以就报岩手大学。

Q.   请告诉我在岩手大学的学习内容。

现在主要是以电器电子为中心，正在专修电子的一
些基本运作原理和理论以及电子的运作基础。

Q.  在岩手大学的生活怎么样？ 
 在什么地方感到魅力呢？

在岩手大学，每天非常充实。虽然在学习方面常会
遇到困难，但是在课堂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会向
朋友或向教授请教。我自己本身也正在参加一些课
外活动，体验到了我从未体验或感受过的东西。大
学办公室的老师和日本朋友非常和蔼可亲，像亲友
般的对待我们外国留学生。有时候会跟第一次见面
的留学生一起去品尝盛冈当地的美食，成为好朋友。

Q. 请告诉我你喜欢岩手盛冈的哪些地方。

来日本之前，我对岩手这一个地方完全感到陌生。
第一次来到盛冈，这里充满了一种与大城市不一样
的气氛，给人带来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与大城市
相比，盛冈虽然有不便之处。但是本身在这里住了
一年，察觉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岩手的风情和人情。
那种感觉非常的温暖，不像大城市的人那样冷淡。

在我每当正要去上学的途中，插肩而过的老公公和
老奶奶都会向我问好说声早安。不知不觉的我也像
他们一样时常向周围的邻居朋友问好。
虽然是初次见面，互相都不认识，但是通过简简单
单的问候，感觉像家庭般的温暖和关爱。岩手的风
情与人情，展现出岩手的魅力，自己也渐渐的喜欢
上了岩手这一个温馨的地方。

Q. 请向即将要报考岩手大学的后辈们留言。

岩手大学是一个非常棒的日本留学目标之一，我从
没后悔过选着了岩手为我的留学地点。想来日本留
学的你，不妨和我一样来亲身体会这个自然和人情
味丰富的岩手？你也会和我一样体验和发掘岩手的
魅力。

7.　来自前辈的留言 8.　校历

Q.   请告诉我在岩手大学的学习内容。

我在岩手大学学习设计工学。不仅学习专业技术，
为了解决研究课题，不断的去思考去调查去研究。
将来，毕业后回国当大学老师，希望在教堂上把我
在日本学习的内容传播给泰国的学生。

Q.   在岩手大学的生活怎么样？ 
在什么地方感到魅力呢？

不仅是博士课程，为留学生准备的日语课程及日本
文化体验活动等非常丰富，也可以认识世界各国来
的朋友。

Q. 请告诉我你喜欢岩手盛冈的哪些地方。

来盛冈前听朋友说，盛冈非常冷。但是，冬天多穿
衣服，一点都不成问题。下雪天的盛冈，非常非常
的漂亮！丰富的大自然和岩手的美食，物美价廉，
推荐你也到岩手留学！

22 Outline of IWATE UNIVERSIT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January

February

March

入学式

〈上旬〉
木材町露天市场（每周六，直到11月上旬）【盛冈市】

〈中旬〉
盛冈樱花节（直到5月上旬）【盛冈市】

〈下旬〉
YOSAKOI三飒舞【盛冈市】

〈上旬〉
叮铃叮铃赶马会《国家・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泷泽市】
花卷温泉玫瑰节【花卷市】（到7月上旬为止）

〈下旬〉
御所湖节【盛冈市】	
盛冈・北上川河橡皮艇比赛大会【盛冈市】

〈上旬〉
盛冈三飒舞大会【盛冈市】
盛冈烟花盛典【盛冈市】

〈下旬〉
泷泽市收获节【泷泽市】

〈中旬〉
盛冈秋季节～八幡宫祭典【盛冈市】
盛冈・音乐节【盛冈市】

〈中旬〉
盛冈市收获节【盛冈市】
矢巾町秋季节【矢巾町】

〈上旬〉
全日本一碗荞麦面锦标赛【盛冈市】
艺能馆【盛冈市】

〈上旬〉
盛冈文士剧【盛冈市】

〈中旬〉
裸体参拜（教净寺・八幡宫・樱山神社）【盛冈市】
岩洞湖冰上钓鱼【盛冈市】（到3月下旬为止）

〈上旬〉
盛冈雪灯节【盛冈市】
诗人啄木生日祭典	啄木诗牌比赛大会【盛冈市】
岩手S-1甜点展览会【泷泽市】

〈中旬〉
早池峰神社苏民祭【花巻市】
雫石春天工房节【雫石町】

〈上旬〉
　入学典礼

〈中旬〉
前期履修申报
前期课程开始

20℃ /8.5℃

〈上旬〉
开学纪念日

岩手大学马拉松比赛

〈上旬〉
减免学费申请书的领取・说明会（后期部分）

28℃ /20℃
〈上旬〉

前期课程最后一天
暑假（到9月下旬为止）

〈下旬〉
前期成绩发表

〈上旬〉
后期履修申报（从9月下旬开始）

后期课程开始

〈中旬〉
大学校园文化节

10℃ /1.5℃

〈下旬〉
寒假（到1月上旬为止）

〈中旬〉
后期课程的最后一天

〈下旬〉
毕业典礼

后期成绩发表

岩手大学的活动 盛冈市近郊活动

YOSAKOI

开学纪念日

留学生校园派对

资料馆

毕业典礼

叮铃叮铃赶马会

盛冈三飒舞大会

盛冈烟火祭典

盛冈秋季节

裸身参拜（八幡宮）

盛冈雪灯节

1.8℃ /-5℃

8. 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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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有三个学生食堂，丰富的菜单！

食堂推荐的最佳三菜！

岩手大学有“中央食堂”、“理工学部食堂（BREDO）”、“农学部
食堂”三个学生食堂，除了吃饭以外，上课前后和社团活动结束
的学生们会聚在食堂，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讨论问题等，食堂
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三个食堂各有各的人气菜单，有换季菜
单，食堂也为学生企划各种活动。

饭菜种类丰富，根据自己的爱
好和营养配餐。

9. 校内设施
大学会館（大学生協）
可以购买书籍、文具、简单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等。另外，还设有银
行ATM，公寓介绍房地产、购买机票车票及各种保险等业务。

中午，吃什么呢？

中央食堂平日早上8点开始营业。
食堂自己烤的面包，非常受欢迎！

理工学部食堂的“拉面套餐”和“能量套餐”量充足，
也可以说满腹食堂。

被绿色包围的农学部食堂，“500日元套餐”最受欢
迎。夏天的时候，阳台也会开放，利用午餐时间感受
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中央食堂 理工学部食堂（BREDO） 农学部食堂

岩手大学生协原创菜单！ 能量满分菜单！ 爽快的萝卜泥酱料 !

BEST

1
BEST

2
BEST

3

蛋黄酱炸鸡盖饭
460日元

烤猪肉	
194日元

烤鸡肉
302日元

选菜，为自己配餐，心情也好！

女生最喜欢的	甜点也有哦！

巧克力奶油蛋糕	
108日元

图书馆
藏书量约85万册。作为向地区开放的图书馆，周日也开馆，成为学生、社
会人、地区居民知识交流的场所。而且在馆内也配备画廊和休息空间、多
目的空间等，使大家在舒适的环境下利用图书馆。

学校食堂

We	ha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

9.　校内设施 10.　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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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支援团体 社团 U

社团U帮助留学生们在日本的生活，为了大家度过充实的留
学生活，举办新生欢迎派对、岩大奥运会、烧烤等活动。

联系方式：circleu.iwate.univ@gmail.com

10. 学生生活

社团 
委员会活动

140多个课外活动团体
各种相遇和成长等待着你

通过跨越学部的相识和活动，使大学生活更加充实。
岩手大学现有140多个课外活动团体。为了让学生生活更加愉快，学生为主体的“委
员会”之外，还有“社团”“同好会”。“社团”大致分为体育类、文化类、音乐类。
通过活动加深自己的兴趣，也会成为挑战新事物的机会。不局限于读书，超越学部
的新相识，超越地区和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大学时代不可替代的财产。

【委员会】
●不来方校园文化节实行委员会　●新生欢迎实行委员会　等

【同好会】
●料理研究会　●城市建设研究会　●网球同好会drop		
●舞蹈同好会bizarre　●热气球同好会　●口袋妖怪同好会　等

【社团】
体育类 ●合气道部　●弓道部　●美式足球部　●空手道部　●基础滑雪部
	 ●硬式棒球部　●足球部　●汽车部　●柔道部　●橄榄球部　等
文化类 ●围棋部　●花道部　●剧团「河童」		　●社团U　●茶道部　●野鸟会	
	 ●电影研究部　等
音乐类 ●无伴奏乐团VOIVOI　●管弦乐团　●合唱团　●吹奏乐部　	
	 ●曼陀铃俱乐部　等

关于社团的详细情况
请在岩手大学网页查看

We	ha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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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森站

岩手县

岩手大学● ● 

盛冈市

岩手花卷机场

盛冈站

仙台机场

羽田机场

成田国际机场

仙台站

东京站

东北

山形县

秋田县

青森县

宫城县

福岛县

海外

岩手县

福冈
大阪

名古屋
东京

秋田县

山形县

北海道

青森县

宫城县

福岛县

北纬��度，东经���度

校园地图

一高前ミュージアム本館

動物病院

北水の池
植物園

自啓寮

同袍寮
岩手大学・岩手銀行保育所

実習地

国際交流会館 自然観察園
第一体育館

理工学部

教育学部
人文社会科学部

野球場

第二体育館

百年記念館

農学部
学生食堂

図書館

事務局棟

大学会館

テニスコート

球技場

運動場

理工学部学生食堂

中央学生食堂

農学部

動物病院新棟

正門

岩手大学前

上田四丁目

理工学部東口

グローバル教育センター
国際連携室

Bus Stop“Ichiko mae”Museum Main Building

VeterinaryTeaching
Hospital

Hokusui no ike
Botanical Garden

Jikei-ryo

Doho-ryo

Iwate University-Bank of 
Iwate Child Care Center

Experimental Nursery of
Faculty of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 House Nature GardenNature Garden
GymnasiumⅠGymnasiumⅠ

Baseball FieldBaseball Field

GymnasiumⅡGymnasiumⅡ

Centennial Hall

Cafeteria

University Library

Administration Bureau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

Tennis Courts

Rugby and Soccer Field

Track and Field

Cafeteria

Cafeteria

Faculty of Agriculture

VeterinaryTeaching
Hospital

Main Gate

Bus Stop“Iwate Daigaku mae”

Bus Stop“Ueda yonchome”

Bus Stop“Rikogakubu higashiguchi”

International Liaison Center

Faculty of Education

Facul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and 
Social Sciences

岩手县的人口

岩手县
約��,���㎢

≒
夏威夷

約��,���㎢

約���万人
岩手县 San Diego, California

約���万人

≒

县厅所在地 盛冈市

岩手县的面积

特产

南部铁器 冷面 南部仙贝

約��万人

三飒舞 叮铃叮铃赶马会

节日

人口

上田校区 约��万㎡
教育学部附属小学
教育学部附属幼儿园
教育学部附属中学
泷泽农场
泷泽演习林
御明神牧场
御明神演习林
釜石校区
其他 约�,���万㎡

■到盛冈的交通手段

■校园面积 约�,���万㎡

【东北新干线·秋田新干线】

【航空路线／花卷机场（JAL）】

�小时��分钟（Hayabusa号）
��分钟（Hayabusa号）
��分钟（Hayabusa号）

东　京
仙　台
新青森

盛　冈
盛　岡
盛　岡

�小时��分钟
��分钟
�小时��分钟

大　阪（伊丹）
新千岁（札幌）
名古屋（小牧）

花卷
花卷
花卷

花卷机场⇔盛冈车站（岩手县交通巴士）��分钟

11.　岩手县介绍

11. 岩手县介绍
岩手县位于从东京以北500公里的自然丰富的东
北地区（北纬39度，东经141度），面积为东京都
的约7倍，是日本第二大都道府县。
县内有被称为“南部富士”的“岩手山”、因河川
的浸蚀而形成的深谷，美丽的ｖ海岸线，世界遗
产“平泉”代表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很多
温泉和滑雪场等休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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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国际课
邮编���-����  盛冈市上田�丁目��番��号
TEL+��-��-���-���� / +��-��-���-����
FAX+��-��-���-����
E-mail: gryugaku@iwate-u.ac.jp

Facebook

Twitter

WeChat
（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

Instagram

YouTube

Website

可以用日语·英语·中文·韩语咨询

仅限用日语或英语咨询

关于大学全体 总务部总务宣传课 ���-���-���� ssomu@iwate-u.ac.jp

关于入学考试 学务部入试课 ���-���-����

关于学生生活 学务部学生支援课 ���-���-���� gshien@iwate-u.ac.jp

关于学生就职 学务部职业支援课 ���-���-���� syushoku@iwate-u.ac.jp

毕业生·结业生的证明 学务部学务课 ���-���-���� gkyomu@iwate-u.ac.jp

事项 负责部门 TEL  E-mail

岩手大学  https://www.iwate-u.ac.jp/index.html

国际教育中心  https://www.iwate-u.ac.jp/iuic/index.html

师资情况  http://univdb.iwate-u.ac.jp/openmain.jsp

入试关系  https://www.iwate-u.ac.jp/admission/index.html

日语 英语

日语 英语

日语

日语 英语 中文 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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