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

室兰工业大学

大学简介



Location 室兰市及室兰工业大学

室兰市

北海道

室兰工业大学



Location 室兰市

距离新千岁机场
电车：60分钟
巴士：80分钟

距离札幌
电车：90分钟

札幌

新千岁机场

东室兰站

東室蘭 地球岬
喷火湾

登别温泉

洞爷湖・有珠山

滑雪场

留寿都游乐场



Location 室兰市

7月海滨
5月・大学校内

1月・大学校内
室蘭港まつり（节日）



Location 室兰市及室兰近郊

新日铁工厂

造船厂

海港
美丽的大海



信息・电子工程系（本科）
电气电子工程学专业
培养拥有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电子设备、电子电路、计算机系统等相关的电
子电路工程专业知识，和发电、供电以及使用电能的各种机器和控制系统等
相关的电气工程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

信息通信系统工程专业
培养具有信息通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能等专业知识、能在信息通信领域发

挥才能的人才。主要学习作为信息社会通信技术的基础的信号处理、通信方

法和通信系统相关理论和技术，作为信息通信系统的基础的量子测量、计算

机系统等相关理论和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
以信息科学和数理科学为基础，学习算法、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等相关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培养具有分析复杂技术问题、进行问题的定义，

进而进行工程设计和研究的能力，能为社会信息化做出贡献的技术人才。

计算智能专业
重点学习与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各种系统的智能化理论和技术。学习理解生物

的记忆、学习、认知等机能的内在机制，通过机器学习、信号解析、语言处

理等教学与研究，培养能对智能系统的实现和发展做出贡献的技术人才。



硕士专业与方向简介
• 環境創生工学系専攻（环境保护工程系）
Division of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生産システム工学系専攻（生产系统工程系）
Divis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 情報電子工学系専攻（信息电子工程系）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情報電子工学系専攻（信息电子工程系）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情報システム学コース（信息系统学）
Course of Computer Systemic
• 知能情報学コース（智能信息学）
Course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cs
• 電気通信システムコース（电子通信学）
Course of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電子デバイス計測コース（电子设备测量学）
Course of Electron Device and Instrumentation



博士专业简介
• 先端環境創生工学コース（尖端环境保护学）
Course of Advanced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先端生産システム工学コース（先进生产系统学）
Course of Advanced Produc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 先端情報電子工学コース（先进信息电子学）
Course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cademic calendar（教学日历）

12月25日～1月10日 - 冬假

2月24日～4月8日 - 春假

2月（中～下旬） - 期末考试

10月 - 下学期开课

3月上旬 - 入学考试（本科&研究生院）

3月23日 - 毕业典礼（学位授予仪式）

下学期

4月 - 开学典礼

8月13日～9月30日 - 暑假

8月（上～中旬）- 期末考试

5月22日 – 建校纪念日

4月 - 新学年开始

9月 – 研究生院入学考试

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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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研究生的就业去向

其他大学的研究生院

民营企业・政府机构

入学考试

推荐入学

入学考试

室兰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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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级 2年级 3年级 4年级 1年 2年

就职活动
（自由应募）

就职活动
（大学推荐）

大学院入试
就职活动

（自由应募）
就职活动

（大学推荐）
大学院入试



入学考试及招生方案（硕士・博士）
• 先确定导师，然后联系室兰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电子邮箱: kokusai@mmm.muroran-it.ac.jp)

研究者信息： http://rd-soran.muroran-it.ac.jp/
学校会协助确定导师

http://rd-soran.muroran-it.ac.jp/


入学费・学费（硕士・博士）
【入学费】28万2000日元（可以申请入学费减免或缓交）

批准情况：10%左右的申请者可申请到半额减免
入学费缓交（可以缓期交纳入学费的制度
例 4月入学或10月入学，可延期至次年2月）

【学费】上学期 26万7900日元
下学期 26万7900日元
有相应的学费减免制度

批准情况：成绩优秀的学生，可全部申请到半额减免。



奖学金制度
【校内勤工助学】
博士研究生：研究助手年额80万日元（2.5年）
硕士研究生：教学助手月额约1万到2万日元

【奖学金】
室兰工业大学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月额3万日元 1年
博士研究生 各年级5名（3个年级合计15名）
硕士研究生 各年级7名（2个年级合计14名）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月额4万5000日元 1年
扶轮米山奖学会奖学金 月额14万日元 1年



奖学金授给状况（2014年度）
奖学金名目 金额（每月） 受取人数

室兰工业大学外国人留学生支援奖学金（2014年实绩） 3万日元 26名

室兰工业大学短期留学生（受入）支援奖学金 5万日元 12名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本科 4万8000日元 6名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研究生 6万5000日元 12名

北海道外国人留学生国际交流支援事业助成金 2万2500日元 2名

扶轮米山财团奖学金：本科 10万日元 1名

平和中岛财団奖学金 10万日元 1名

本庄国际奖学金 20万日元 1名

共立国际奖学金 10万日元 1名

JEES奖学金 3万日元 2名

实吉奖学会奖学金 （年额）25万日元 2名

他 4名

合计 70名



居住（留学生宿舍）
入学后，将为你准备好可以居住一年的宿舍。

留学生宿舍 单身用12室，月额5900日元
电费、自来水费等约1万6000日元

学生集体宿舍 单身用16室,（1室住3人）月额6500日元
电费、自来水费等约8800日元

留学生公寓 单身用12间（1间可住两人）月额2890日元
电费自来水费等约1万日元



居住
市营住宅 单身・家庭用（无附带洗浴设施）

（当前有19名留学生在使用）
房租 每月6200日元
水电费杂费等 约1万日元

学生单间 单身（带洗澡间、厨房、卫生间）
房租 每月 2万5000日元～
水电费杂费等 约1万日元



激发学习热情的支援制度
• 充实的奖学金制度
• 以关怀留学生的学习为目的的支援者制度
• 专为留学生举行的课外活动（参观旅行（外宿2日）,
滑雪）

• 报名费・学费的减免制度
• “亚洲人才资金构想”支援留学生的就业活动
• 国际交流中心给予生活、学习方面的信息支援
• 夏令营似的新人教育（本科1,2年级）
• 表彰制度:兰岳奖（勤学,社会活动）
• 语言进修,见习制度（单位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