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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立大学 2021
宣传册

停下脚步享受贯穿全年的精彩课外活动

如果有任何关于住宿、就学经费、奖学金等方面的疑问，
请咨询国际交流中心。
位置: 学生支援中心二楼
TEL: +81-(0)6-6605-3558  /  Email: kokusai@ado.osaka-cu.ac.jp

大阪提供着现代化城市所需的一切：美食、便捷的交通、依山傍海、
35分钟车程内的机场；生活成本低，城市交通发达，处于关西地区的
中央，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前往京都和奈良等城市，这些意味着你绝
不会因缺少休闲娱乐的地方而感到生活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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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阪的理由

“落语”
（日式单口相声）

舞蹈

划船比赛

大阪市立大学特别荣誉教授。

因其在亚原子物理学领域所发现的“对称性自发破缺”

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向全社会广泛普及防灾知识。

疲劳与积极健康。

问鼎诺奖级 的研究设施

探索“对称破缺”理论如何引导
物理学中的普遍性和演生。

南部阳一郎物理学研究所
(NITEP)

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2012年因其在人工光合作用领域的

研究贡献获得朝日奖。

南部阳一郎 博士

神谷信夫 博士

都市防灾教育研究中心
(CERD)

健康科学创新中心
(CH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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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诺奖级 的研究设施

集合社区和专业团体的智
慧和力量来解决都市问题。

都市研究广场 (URP)

数学研究所 (OCAMI)

利用人工光合作用技术推
动新一代二氧化碳再循环

社会的发展。

致力于推动更加积极健康的
现代化社区生活方式。

都市健康与运动研究中心
(RCUHS)

以结为中心的广角数学研究基地，
国际数学和数学物理研究中心。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所长。

因发现iPS细胞荣获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93年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山中伸弥 博士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中心
(ReCAP)

奈良 東大寺大佛殿大阪城 神戸港

大阪市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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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研究生院

网络世界的尖端研究设施

大学附属医院
Introduction  of  President,  Deans  of  Each  Faculty  /  Graduate  School

商学院 / 经营学研究生院

法学院 / 法学研究生院

理学院 / 理学研究生院

医学院 / 医学研究生院

生活科学院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

创造都市研究生院*

* 不再接受新生

我在研究宋代中国一些特定的佛教

戒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十分感谢所

有在我留学生活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感谢国际交流中心给予我在住房及

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这帮助我能顺

利地和导师——他是一位在该研究

领域的知名学者——推进在市立大

学的研究。

大阪市立大学的学风严谨。现在，我

正尝试通过学习“共培养”的方式来

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生成像抗生素一

样的物质。我的导师给予我阶梯式的

指导，教会我如何有效分配宝贵时间

以有利于研究的顺利推进。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主要从事对大肠

杆菌的研究。本校的尖端技术，以及

各位教授渊博的学识、教学技巧和耐

心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前我正在研

究在发展中国家家畜是如何通过食

物链和给水系统将大肠杆菌传播给

人类。

大阪市立大学拥有大量的科研设备，

我的导师也维系着与其他大学的广

泛合作关系。这一切使我的研究得以

从各个角度自由展开。我想让公众更

容易获得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

据，而现阶段正在探索如何使用一些

大众性设备来测试水质。

学生感受—
在学界杰出人物指导下的学习时光

Niroshan

Prof. Nishikawa

Prof. Venka

Prof. Azuma

LiLi

Gabriel

Ashleigh

我很荣幸能够在2020年，也就是大阪市立大

学140周年校庆之年继续担任校长一职。在

本校创立之初，当时的大阪市市长关一先生

曾倡导“作为新的市立大学不应完全照抄国

立大学的模式，而应着力于服务市民”。而我也在尽我所能使这种校

风得以继续发扬。从我作为医生开始在本校学习时起，大阪市立大学

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个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了。

我为本校自由且兼容并蓄的知识氛围而倍感自豪，也诚挚邀请你成为

我们的一员。

荒川哲男
校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的副校长，我主要负责本

校的研究、讯息和国际交流活动。自从我多

年前如命中注定般邂逅核物理学之后，我渐

渐感悟到学者就像孩子一样有颗好奇心，希

望探寻问题答案的欲望会越来越强，虽然一些问题并不存在答案。而

大学应该正是一个可以发挥你这种潜力的地方；一个你可以重新邂逅

你曾忽视的能力或兴趣的地方；一个如同小家的地方，在此你可以随

心所欲地与老师、同学自由畅谈。坐落于繁华之都大阪的大阪市立大

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请来这里开启你的“寻梦之旅”吧！

樱木弘之
副校长

我们生活科学研究生院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

在提高公民福祉之上。公民需求各有不同，

学院的部门也随之拓展。本院提供4种研究

生专业科目（食品与人类健康、居住环境、临

床心理和社会福利），以及3种本科生专业科目（食品营养、居住环境、

社会福利）。在2019年我们刚刚举行了建院70周年的庆祝活动。欢迎

加入这一历史悠久的学院，让我们共同携手帮助全球公民！ 

所道彦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很荣幸在此介绍都市经营研究生学院

（GSUM）。GSUM是面向社会人士的研究生

院，在2018年以创造都市研究生院为母体创

立。GSUM为各公共机构、民间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员提供

受教育机会。作为院长，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研究。

新藤晴臣
创造都市・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院长

我在1982年进入法学院学习。从那时算起，

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的约三分之二的岁

月。自1953年，也就是大约70年之前本院建

立之初，我们的教授学者、工作人员、本科生

及研究生们就一直沐浴在深厚的学术氛围之中。教员将研究放在首位

并将结果回馈给学生。来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里的浓郁的学风吧！

相信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安竹贵彦
法学研究生院院长

小林直树
文学研究生院院长

文学研究生院刚刚进行了重组。将16个科目

归入4个专业，分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行

为学、语言文化学及文化构想学。这种新的

跨学科方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教育和研

究环境，涵盖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所有内容。在这日益增辉的文学院，真

心期待能和大家一起求学问道。

我们经营学研究生院既有悠久传统又充满创

新与活力，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学校还叫做

“大阪商业讲习所”。我们帮助大阪市转型为

今日的商业中心。我在尝试运用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思考实用科学”

于学院管理之中，正如自然循环之法，推陈出新，我们需要用最新的科

学发现来更新我们的理念，从而确保我们能够适应这种循环而不是试

图与其对抗。毕竟，新与旧的更替是永恒的。

中濑哲史
经营学研究生院院长

30年以前，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理论经济学。

当时，第一年仅仅招收了两、三个研究生，他

们中多数也和我一样进行理论研究。现在，

我们研究生院有大概20名留学生，他们正从

事对日本经济、或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实证性研究。我感受到国际化进

展之速，而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随之变化。请与我们一起来研究最新

的经济学吧！

中岛哲也
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

自然中充满了神奇美妙的事物。探寻其奥秘

的尝试揭示了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

当缜密的思考和实验计划萌生于你的脑海，

便意味着你开始能够透过表象深入理解事物

的真谛了。而这正是在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里所发生的。我们的研究

生院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及基因科学这五个学科组成。我们有

很多研究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

阳一郎先生也是其中一员。欢迎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学生、还是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请加入到我们中来，一起来揭示这个世界的本质。行

动由你！

坪田诚
理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们的工程学院由6个学科构成，而研究生

院则在此基础上设置了4个专业方向。我们

正在培养能够肩负新时代全球化重任的工程

师和研究员。我们依托城市大阪，将生产制

造和尖端研究作为教育的基础，并开展小班学习进行细致辅导。大阪

人的气质特征蕴藏了遵循内心的理性精神，以及敢于挑战与百无禁忌

的旺盛精力。希望在这充满进取精神的工程学研究生院与君相会。让

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一起成长！ 

长崎健
工程学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生院的

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坐落于大阪市中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从事基础及临床医学研究

的城市学院。我在1986年从这所大学毕业，

在一位杰出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到了很多医疗保健和医学科学的知

识。我自己也致力于向日本国内的同仁分享我们的医学知识，同时，也

通过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跟欧美及亚洲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我

的经验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们医学院愿意将它分享给每一个留学

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任何有意于医学挑战的人。当然也欢迎你，相

信你一定会喜欢在这里学习！

河田则文
医学研究生院院长

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前身是1949

年成立的大阪市医科大学厚生学院，在2004

年才作为4年制大学开学，并于2010年开设

护理学研究科博士学位点。本院秉承“永远

燃烧的慈爱之光”这一护理学教育的传统精神。全体教员同心协力帮

你在学习护理学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更能融

会贯通、提升专业素养，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专家。快来我们学院一起

学习护理学吧！

熊谷たまき（Tamaki）
护理研究生院院长

日本国内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

拥有37个医学科室，

日接诊量超2000人次。

MedCity21
位于大阪市内，依托全日本最先进
的生物银行及最尖端诊断技术来对
抗疾病的医疗机构。

媒体中心
藏有约250万册图书及3万份科学杂志。
为你的研究、学习提供充分的保障。

附属植物园
大学植物园是工程学院下属的研究
设施。园中的植物用于植物学研究，
但也向公众开放。请带你的朋友和家
人来观赏多达450种的日本森林植
物吧。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研究生院

文学及人文科学院 /
文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生院

工程学院 / 工程学研究生院

护理学院 / 护理学研究生院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



学院和研究生院

网络世界的尖端研究设施

大学附属医院
Introduction  of  President,  Deans  of  Each  Faculty  /  Graduate  School

商学院 / 经营学研究生院

法学院 / 法学研究生院

理学院 / 理学研究生院

医学院 / 医学研究生院

生活科学院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

创造都市研究生院*

* 不再接受新生

我在研究宋代中国一些特定的佛教

戒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十分感谢所

有在我留学生活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感谢国际交流中心给予我在住房及

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这帮助我能顺

利地和导师——他是一位在该研究

领域的知名学者——推进在市立大

学的研究。

大阪市立大学的学风严谨。现在，我

正尝试通过学习“共培养”的方式来

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生成像抗生素一

样的物质。我的导师给予我阶梯式的

指导，教会我如何有效分配宝贵时间

以有利于研究的顺利推进。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主要从事对大肠

杆菌的研究。本校的尖端技术，以及

各位教授渊博的学识、教学技巧和耐

心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前我正在研

究在发展中国家家畜是如何通过食

物链和给水系统将大肠杆菌传播给

人类。

大阪市立大学拥有大量的科研设备，

我的导师也维系着与其他大学的广

泛合作关系。这一切使我的研究得以

从各个角度自由展开。我想让公众更

容易获得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

据，而现阶段正在探索如何使用一些

大众性设备来测试水质。

学生感受—
在学界杰出人物指导下的学习时光

Niroshan

Prof. Nishikawa

Prof. Venka

Prof. Azuma

LiLi

Gabriel

Ashleigh

我很荣幸能够在2020年，也就是大阪市立大

学140周年校庆之年继续担任校长一职。在

本校创立之初，当时的大阪市市长关一先生

曾倡导“作为新的市立大学不应完全照抄国

立大学的模式，而应着力于服务市民”。而我也在尽我所能使这种校

风得以继续发扬。从我作为医生开始在本校学习时起，大阪市立大学

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个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了。

我为本校自由且兼容并蓄的知识氛围而倍感自豪，也诚挚邀请你成为

我们的一员。

荒川哲男
校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的副校长，我主要负责本

校的研究、讯息和国际交流活动。自从我多

年前如命中注定般邂逅核物理学之后，我渐

渐感悟到学者就像孩子一样有颗好奇心，希

望探寻问题答案的欲望会越来越强，虽然一些问题并不存在答案。而

大学应该正是一个可以发挥你这种潜力的地方；一个你可以重新邂逅

你曾忽视的能力或兴趣的地方；一个如同小家的地方，在此你可以随

心所欲地与老师、同学自由畅谈。坐落于繁华之都大阪的大阪市立大

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请来这里开启你的“寻梦之旅”吧！

樱木弘之
副校长

我们生活科学研究生院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

在提高公民福祉之上。公民需求各有不同，

学院的部门也随之拓展。本院提供4种研究

生专业科目（食品与人类健康、居住环境、临

床心理和社会福利），以及3种本科生专业科目（食品营养、居住环境、

社会福利）。在2019年我们刚刚举行了建院70周年的庆祝活动。欢迎

加入这一历史悠久的学院，让我们共同携手帮助全球公民！ 

所道彦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很荣幸在此介绍都市经营研究生学院

（GSUM）。GSUM是面向社会人士的研究生

院，在2018年以创造都市研究生院为母体创

立。GSUM为各公共机构、民间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员提供

受教育机会。作为院长，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研究。

新藤晴臣
创造都市・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院长

我在1982年进入法学院学习。从那时算起，

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的约三分之二的岁

月。自1953年，也就是大约70年之前本院建

立之初，我们的教授学者、工作人员、本科生

及研究生们就一直沐浴在深厚的学术氛围之中。教员将研究放在首位

并将结果回馈给学生。来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里的浓郁的学风吧！

相信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安竹贵彦
法学研究生院院长

小林直树
文学研究生院院长

文学研究生院刚刚进行了重组。将16个科目

归入4个专业，分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行

为学、语言文化学及文化构想学。这种新的

跨学科方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教育和研

究环境，涵盖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所有内容。在这日益增辉的文学院，真

心期待能和大家一起求学问道。

我们经营学研究生院既有悠久传统又充满创

新与活力，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学校还叫做

“大阪商业讲习所”。我们帮助大阪市转型为

今日的商业中心。我在尝试运用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思考实用科学”

于学院管理之中，正如自然循环之法，推陈出新，我们需要用最新的科

学发现来更新我们的理念，从而确保我们能够适应这种循环而不是试

图与其对抗。毕竟，新与旧的更替是永恒的。

中濑哲史
经营学研究生院院长

30年以前，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理论经济学。

当时，第一年仅仅招收了两、三个研究生，他

们中多数也和我一样进行理论研究。现在，

我们研究生院有大概20名留学生，他们正从

事对日本经济、或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实证性研究。我感受到国际化进

展之速，而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随之变化。请与我们一起来研究最新

的经济学吧！

中岛哲也
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

自然中充满了神奇美妙的事物。探寻其奥秘

的尝试揭示了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

当缜密的思考和实验计划萌生于你的脑海，

便意味着你开始能够透过表象深入理解事物

的真谛了。而这正是在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里所发生的。我们的研究

生院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及基因科学这五个学科组成。我们有

很多研究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

阳一郎先生也是其中一员。欢迎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学生、还是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请加入到我们中来，一起来揭示这个世界的本质。行

动由你！

坪田诚
理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们的工程学院由6个学科构成，而研究生

院则在此基础上设置了4个专业方向。我们

正在培养能够肩负新时代全球化重任的工程

师和研究员。我们依托城市大阪，将生产制

造和尖端研究作为教育的基础，并开展小班学习进行细致辅导。大阪

人的气质特征蕴藏了遵循内心的理性精神，以及敢于挑战与百无禁忌

的旺盛精力。希望在这充满进取精神的工程学研究生院与君相会。让

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一起成长！ 

长崎健
工程学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生院的

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坐落于大阪市中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从事基础及临床医学研究

的城市学院。我在1986年从这所大学毕业，

在一位杰出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到了很多医疗保健和医学科学的知

识。我自己也致力于向日本国内的同仁分享我们的医学知识，同时，也

通过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跟欧美及亚洲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我

的经验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们医学院愿意将它分享给每一个留学

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任何有意于医学挑战的人。当然也欢迎你，相

信你一定会喜欢在这里学习！

河田则文
医学研究生院院长

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前身是1949

年成立的大阪市医科大学厚生学院，在2004

年才作为4年制大学开学，并于2010年开设

护理学研究科博士学位点。本院秉承“永远

燃烧的慈爱之光”这一护理学教育的传统精神。全体教员同心协力帮

你在学习护理学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更能融

会贯通、提升专业素养，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专家。快来我们学院一起

学习护理学吧！

熊谷たまき（Tamaki）
护理研究生院院长

日本国内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

拥有37个医学科室，

日接诊量超2000人次。

MedCity21
位于大阪市内，依托全日本最先进
的生物银行及最尖端诊断技术来对
抗疾病的医疗机构。

媒体中心
藏有约250万册图书及3万份科学杂志。
为你的研究、学习提供充分的保障。

附属植物园
大学植物园是工程学院下属的研究
设施。园中的植物用于植物学研究，
但也向公众开放。请带你的朋友和家
人来观赏多达450种的日本森林植
物吧。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研究生院

文学及人文科学院 /
文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生院

工程学院 / 工程学研究生院

护理学院 / 护理学研究生院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



学院和研究生院

网络世界的尖端研究设施

大学附属医院
Introduction  of  President,  Deans  of  Each  Faculty  /  Graduate  School

商学院 / 经营学研究生院

法学院 / 法学研究生院

理学院 / 理学研究生院

医学院 / 医学研究生院

生活科学院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

创造都市研究生院*

* 不再接受新生

我在研究宋代中国一些特定的佛教

戒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十分感谢所

有在我留学生活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感谢国际交流中心给予我在住房及

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这帮助我能顺

利地和导师——他是一位在该研究

领域的知名学者——推进在市立大

学的研究。

大阪市立大学的学风严谨。现在，我

正尝试通过学习“共培养”的方式来

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生成像抗生素一

样的物质。我的导师给予我阶梯式的

指导，教会我如何有效分配宝贵时间

以有利于研究的顺利推进。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主要从事对大肠

杆菌的研究。本校的尖端技术，以及

各位教授渊博的学识、教学技巧和耐

心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前我正在研

究在发展中国家家畜是如何通过食

物链和给水系统将大肠杆菌传播给

人类。

大阪市立大学拥有大量的科研设备，

我的导师也维系着与其他大学的广

泛合作关系。这一切使我的研究得以

从各个角度自由展开。我想让公众更

容易获得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

据，而现阶段正在探索如何使用一些

大众性设备来测试水质。

学生感受—
在学界杰出人物指导下的学习时光

Niroshan

Prof. Nishikawa

Prof. Venka

Prof. Azuma

LiLi

Gabriel

Ashleigh

我很荣幸能够在2020年，也就是大阪市立大

学140周年校庆之年继续担任校长一职。在

本校创立之初，当时的大阪市市长关一先生

曾倡导“作为新的市立大学不应完全照抄国

立大学的模式，而应着力于服务市民”。而我也在尽我所能使这种校

风得以继续发扬。从我作为医生开始在本校学习时起，大阪市立大学

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个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了。

我为本校自由且兼容并蓄的知识氛围而倍感自豪，也诚挚邀请你成为

我们的一员。

荒川哲男
校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的副校长，我主要负责本

校的研究、讯息和国际交流活动。自从我多

年前如命中注定般邂逅核物理学之后，我渐

渐感悟到学者就像孩子一样有颗好奇心，希

望探寻问题答案的欲望会越来越强，虽然一些问题并不存在答案。而

大学应该正是一个可以发挥你这种潜力的地方；一个你可以重新邂逅

你曾忽视的能力或兴趣的地方；一个如同小家的地方，在此你可以随

心所欲地与老师、同学自由畅谈。坐落于繁华之都大阪的大阪市立大

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请来这里开启你的“寻梦之旅”吧！

樱木弘之
副校长

我们生活科学研究生院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

在提高公民福祉之上。公民需求各有不同，

学院的部门也随之拓展。本院提供4种研究

生专业科目（食品与人类健康、居住环境、临

床心理和社会福利），以及3种本科生专业科目（食品营养、居住环境、

社会福利）。在2019年我们刚刚举行了建院70周年的庆祝活动。欢迎

加入这一历史悠久的学院，让我们共同携手帮助全球公民！ 

所道彦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很荣幸在此介绍都市经营研究生学院

（GSUM）。GSUM是面向社会人士的研究生

院，在2018年以创造都市研究生院为母体创

立。GSUM为各公共机构、民间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员提供

受教育机会。作为院长，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研究。

新藤晴臣
创造都市・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院长

我在1982年进入法学院学习。从那时算起，

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的约三分之二的岁

月。自1953年，也就是大约70年之前本院建

立之初，我们的教授学者、工作人员、本科生

及研究生们就一直沐浴在深厚的学术氛围之中。教员将研究放在首位

并将结果回馈给学生。来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里的浓郁的学风吧！

相信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安竹贵彦
法学研究生院院长

小林直树
文学研究生院院长

文学研究生院刚刚进行了重组。将16个科目

归入4个专业，分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行

为学、语言文化学及文化构想学。这种新的

跨学科方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教育和研

究环境，涵盖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所有内容。在这日益增辉的文学院，真

心期待能和大家一起求学问道。

我们经营学研究生院既有悠久传统又充满创

新与活力，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学校还叫做

“大阪商业讲习所”。我们帮助大阪市转型为

今日的商业中心。我在尝试运用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思考实用科学”

于学院管理之中，正如自然循环之法，推陈出新，我们需要用最新的科

学发现来更新我们的理念，从而确保我们能够适应这种循环而不是试

图与其对抗。毕竟，新与旧的更替是永恒的。

中濑哲史
经营学研究生院院长

30年以前，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理论经济学。

当时，第一年仅仅招收了两、三个研究生，他

们中多数也和我一样进行理论研究。现在，

我们研究生院有大概20名留学生，他们正从

事对日本经济、或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实证性研究。我感受到国际化进

展之速，而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随之变化。请与我们一起来研究最新

的经济学吧！

中岛哲也
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

自然中充满了神奇美妙的事物。探寻其奥秘

的尝试揭示了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

当缜密的思考和实验计划萌生于你的脑海，

便意味着你开始能够透过表象深入理解事物

的真谛了。而这正是在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里所发生的。我们的研究

生院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及基因科学这五个学科组成。我们有

很多研究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

阳一郎先生也是其中一员。欢迎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学生、还是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请加入到我们中来，一起来揭示这个世界的本质。行

动由你！

坪田诚
理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们的工程学院由6个学科构成，而研究生

院则在此基础上设置了4个专业方向。我们

正在培养能够肩负新时代全球化重任的工程

师和研究员。我们依托城市大阪，将生产制

造和尖端研究作为教育的基础，并开展小班学习进行细致辅导。大阪

人的气质特征蕴藏了遵循内心的理性精神，以及敢于挑战与百无禁忌

的旺盛精力。希望在这充满进取精神的工程学研究生院与君相会。让

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一起成长！ 

长崎健
工程学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生院的

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坐落于大阪市中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从事基础及临床医学研究

的城市学院。我在1986年从这所大学毕业，

在一位杰出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到了很多医疗保健和医学科学的知

识。我自己也致力于向日本国内的同仁分享我们的医学知识，同时，也

通过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跟欧美及亚洲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我

的经验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们医学院愿意将它分享给每一个留学

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任何有意于医学挑战的人。当然也欢迎你，相

信你一定会喜欢在这里学习！

河田则文
医学研究生院院长

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前身是1949

年成立的大阪市医科大学厚生学院，在2004

年才作为4年制大学开学，并于2010年开设

护理学研究科博士学位点。本院秉承“永远

燃烧的慈爱之光”这一护理学教育的传统精神。全体教员同心协力帮

你在学习护理学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更能融

会贯通、提升专业素养，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专家。快来我们学院一起

学习护理学吧！

熊谷たまき（Tamaki）
护理研究生院院长

日本国内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

拥有37个医学科室，

日接诊量超2000人次。

MedCity21
位于大阪市内，依托全日本最先进
的生物银行及最尖端诊断技术来对
抗疾病的医疗机构。

媒体中心
藏有约250万册图书及3万份科学杂志。
为你的研究、学习提供充分的保障。

附属植物园
大学植物园是工程学院下属的研究
设施。园中的植物用于植物学研究，
但也向公众开放。请带你的朋友和家
人来观赏多达450种的日本森林植
物吧。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研究生院

文学及人文科学院 /
文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生院

工程学院 / 工程学研究生院

护理学院 / 护理学研究生院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



学院和研究生院

网络世界的尖端研究设施

大学附属医院
Introduction  of  President,  Deans  of  Each  Faculty  /  Graduate  School

商学院 / 经营学研究生院

法学院 / 法学研究生院

理学院 / 理学研究生院

医学院 / 医学研究生院

生活科学院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

创造都市研究生院*

* 不再接受新生

我在研究宋代中国一些特定的佛教

戒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十分感谢所

有在我留学生活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感谢国际交流中心给予我在住房及

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这帮助我能顺

利地和导师——他是一位在该研究

领域的知名学者——推进在市立大

学的研究。

大阪市立大学的学风严谨。现在，我

正尝试通过学习“共培养”的方式来

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生成像抗生素一

样的物质。我的导师给予我阶梯式的

指导，教会我如何有效分配宝贵时间

以有利于研究的顺利推进。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主要从事对大肠

杆菌的研究。本校的尖端技术，以及

各位教授渊博的学识、教学技巧和耐

心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前我正在研

究在发展中国家家畜是如何通过食

物链和给水系统将大肠杆菌传播给

人类。

大阪市立大学拥有大量的科研设备，

我的导师也维系着与其他大学的广

泛合作关系。这一切使我的研究得以

从各个角度自由展开。我想让公众更

容易获得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

据，而现阶段正在探索如何使用一些

大众性设备来测试水质。

学生感受—
在学界杰出人物指导下的学习时光

Niroshan

Prof. Nishikawa

Prof. Venka

Prof. Azuma

LiLi

Gabriel

Ashleigh

我很荣幸能够在2020年，也就是大阪市立大

学140周年校庆之年继续担任校长一职。在

本校创立之初，当时的大阪市市长关一先生

曾倡导“作为新的市立大学不应完全照抄国

立大学的模式，而应着力于服务市民”。而我也在尽我所能使这种校

风得以继续发扬。从我作为医生开始在本校学习时起，大阪市立大学

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个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的综合性大学了。

我为本校自由且兼容并蓄的知识氛围而倍感自豪，也诚挚邀请你成为

我们的一员。

荒川哲男
校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的副校长，我主要负责本

校的研究、讯息和国际交流活动。自从我多

年前如命中注定般邂逅核物理学之后，我渐

渐感悟到学者就像孩子一样有颗好奇心，希

望探寻问题答案的欲望会越来越强，虽然一些问题并不存在答案。而

大学应该正是一个可以发挥你这种潜力的地方；一个你可以重新邂逅

你曾忽视的能力或兴趣的地方；一个如同小家的地方，在此你可以随

心所欲地与老师、同学自由畅谈。坐落于繁华之都大阪的大阪市立大

学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请来这里开启你的“寻梦之旅”吧！

樱木弘之
副校长

我们生活科学研究生院将教学研究的重心放

在提高公民福祉之上。公民需求各有不同，

学院的部门也随之拓展。本院提供4种研究

生专业科目（食品与人类健康、居住环境、临

床心理和社会福利），以及3种本科生专业科目（食品营养、居住环境、

社会福利）。在2019年我们刚刚举行了建院70周年的庆祝活动。欢迎

加入这一历史悠久的学院，让我们共同携手帮助全球公民！ 

所道彦
生活科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很荣幸在此介绍都市经营研究生学院

（GSUM）。GSUM是面向社会人士的研究生

院，在2018年以创造都市研究生院为母体创

立。GSUM为各公共机构、民间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员提供

受教育机会。作为院长，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研究。

新藤晴臣
创造都市・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院长

我在1982年进入法学院学习。从那时算起，

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的约三分之二的岁

月。自1953年，也就是大约70年之前本院建

立之初，我们的教授学者、工作人员、本科生

及研究生们就一直沐浴在深厚的学术氛围之中。教员将研究放在首位

并将结果回馈给学生。来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里的浓郁的学风吧！

相信你定会有惊喜的发现。

安竹贵彦
法学研究生院院长

小林直树
文学研究生院院长

文学研究生院刚刚进行了重组。将16个科目

归入4个专业，分别是：哲学历史学、人类行

为学、语言文化学及文化构想学。这种新的

跨学科方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教育和研

究环境，涵盖了从基础到应用的所有内容。在这日益增辉的文学院，真

心期待能和大家一起求学问道。

我们经营学研究生院既有悠久传统又充满创

新与活力，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学校还叫做

“大阪商业讲习所”。我们帮助大阪市转型为

今日的商业中心。我在尝试运用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思考实用科学”

于学院管理之中，正如自然循环之法，推陈出新，我们需要用最新的科

学发现来更新我们的理念，从而确保我们能够适应这种循环而不是试

图与其对抗。毕竟，新与旧的更替是永恒的。

中濑哲史
经营学研究生院院长

30年以前，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理论经济学。

当时，第一年仅仅招收了两、三个研究生，他

们中多数也和我一样进行理论研究。现在，

我们研究生院有大概20名留学生，他们正从

事对日本经济、或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实证性研究。我感受到国际化进

展之速，而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随之变化。请与我们一起来研究最新

的经济学吧！

中岛哲也
经济学研究生院院长

自然中充满了神奇美妙的事物。探寻其奥秘

的尝试揭示了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

当缜密的思考和实验计划萌生于你的脑海，

便意味着你开始能够透过表象深入理解事物

的真谛了。而这正是在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里所发生的。我们的研究

生院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及基因科学这五个学科组成。我们有

很多研究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南部

阳一郎先生也是其中一员。欢迎所有人，不论是年轻的学生、还是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请加入到我们中来，一起来揭示这个世界的本质。行

动由你！

坪田诚
理学研究生院院长

我们的工程学院由6个学科构成，而研究生

院则在此基础上设置了4个专业方向。我们

正在培养能够肩负新时代全球化重任的工程

师和研究员。我们依托城市大阪，将生产制

造和尖端研究作为教育的基础，并开展小班学习进行细致辅导。大阪

人的气质特征蕴藏了遵循内心的理性精神，以及敢于挑战与百无禁忌

的旺盛精力。希望在这充满进取精神的工程学研究生院与君相会。让

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一起成长！ 

长崎健
工程学研究生院院长

作为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生院的

一员，我深感自豪。本院坐落于大阪市中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从事基础及临床医学研究

的城市学院。我在1986年从这所大学毕业，

在一位杰出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到了很多医疗保健和医学科学的知

识。我自己也致力于向日本国内的同仁分享我们的医学知识，同时，也

通过许多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跟欧美及亚洲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我

的经验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们医学院愿意将它分享给每一个留学

生、博士后研究员，以及任何有意于医学挑战的人。当然也欢迎你，相

信你一定会喜欢在这里学习！

河田则文
医学研究生院院长

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院护理专业前身是1949

年成立的大阪市医科大学厚生学院，在2004

年才作为4年制大学开学，并于2010年开设

护理学研究科博士学位点。本院秉承“永远

燃烧的慈爱之光”这一护理学教育的传统精神。全体教员同心协力帮

你在学习护理学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更能融

会贯通、提升专业素养，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专家。快来我们学院一起

学习护理学吧！

熊谷たまき（Tamaki）
护理研究生院院长

日本国内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

拥有37个医学科室，

日接诊量超2000人次。

MedCity21
位于大阪市内，依托全日本最先进
的生物银行及最尖端诊断技术来对
抗疾病的医疗机构。

媒体中心
藏有约250万册图书及3万份科学杂志。
为你的研究、学习提供充分的保障。

附属植物园
大学植物园是工程学院下属的研究
设施。园中的植物用于植物学研究，
但也向公众开放。请带你的朋友和家
人来观赏多达450种的日本森林植
物吧。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研究生院

文学及人文科学院 /
文学及人文科学研究生院

工程学院 / 工程学研究生院

护理学院 / 护理学研究生院

都市经营研究生院



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附属植物园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院附属植物园

大阪市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和大学附属医院大阪市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和大学附属医院大阪市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和大学附属医院

大阪市立大学 2021
宣传册

停下脚步享受贯穿全年的精彩课外活动

如果有任何关于住宿、就学经费、奖学金等方面的疑问，
请咨询国际交流中心。
位置: 学生支援中心二楼
TEL: +81-(0)6-6605-3558  /  Email: kokusai@ado.osaka-cu.ac.jp

大阪提供着现代化城市所需的一切：美食、便捷的交通、依山傍海、
35分钟车程内的机场；生活成本低，城市交通发达，处于关西地区的
中央，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前往京都和奈良等城市，这些意味着你绝
不会因缺少休闲娱乐的地方而感到生活乏味。

兵庫県 京都府

滋賀県

奈良県

大阪府

和歌山県

三重県
Kansai Airport

神戸
京都

大阪

奈良

主要都市

机场

各项文化、体育活动

Instagram Account
@osakacityuniversity

京都 清水寺 京都 詩仙堂

旅游景点

选择大阪的理由

“落语”
（日式单口相声）

舞蹈

划船比赛

大阪市立大学特别荣誉教授。

因其在亚原子物理学领域所发现的“对称性自发破缺”

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向全社会广泛普及防灾知识。

疲劳与积极健康。

问鼎诺奖级 的研究设施

探索“对称破缺”理论如何引导
物理学中的普遍性和演生。

南部阳一郎物理学研究所
(NITEP)

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2012年因其在人工光合作用领域的

研究贡献获得朝日奖。

南部阳一郎 博士

神谷信夫 博士

都市防灾教育研究中心
(CERD)

健康科学创新中心
(CHSI)

©京都大学iPS細胞研究所

问鼎诺奖级 的研究设施

集合社区和专业团体的智
慧和力量来解决都市问题。

都市研究广场 (URP)

数学研究所 (OCAMI)

利用人工光合作用技术推
动新一代二氧化碳再循环

社会的发展。

致力于推动更加积极健康的
现代化社区生活方式。

都市健康与运动研究中心
(RCUHS)

以结为中心的广角数学研究基地，
国际数学和数学物理研究中心。

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所长。

因发现iPS细胞荣获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93年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山中伸弥 博士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中心
(ReCAP)

奈良 東大寺大佛殿大阪城 神戸港

大阪市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