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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者接收方针
博士前期课程
（硕士）
，借用最先进的研究成果
开展教学活动；开拓专业复合型和跨学科型科研
课题；以培养具备文学、法学、经济学专业知识、能
力以及技术、判断力的研究者和专家为目标；让学
生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获得高深的教养和国际化
视野，并且提升从多视角观察、洞察事物，灵活适
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博士后期课程
（博士）
，以
“构筑共生社会”为基
本理念，致力于从
“多样性”
“跨学科性”的研究理
、
路展开科研探索。

我们在国内外广泛接纳掌握专业性基础知识并
具备灵活的思辨能力、精确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
同时充满强烈求知欲和乐于挑战未知世界，勇于
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学生。
博士前期课程开设的组织经营学和地域公共政
策课程，主要面向希望提升自身职业技能，以更好
地从事企业、政府和自治体等组织的运营和经营
活动等工作的学生和社会人士。

教学课程的编成和实施方案
博士前期课程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在充分考虑到文学、法学、经济学专业基础教育的可持续性的同时，为适应时
代对教育和科研提出的向“复合性”、
“综合性”和“跨学科性”方向发展的要求，构建起体系和制度保障。组织经营学及
地域公共政策课程的教学内容则充分参考、结合了本地的企业、政府和自治体在日常运作中积累的经验。
博士后期课程，在秉承
“构筑共生社会”这一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为达成从“多样性”
“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化、
组织、
个人以及地域社会等课题展开科研教学活动的目标提供方案基础和制度保障。

考试日程
本年度开始，
博士前期课程入学考试可申请各专业各讲座的研究深化项目或调查研究项目。
博士前期课程，每年8月和2月开始招生报名，入学考试分为一般入学考试、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社会人士特别入
学考试、
在职者特别入学考试。
请登录本研究科网站主页查阅入学考试日程、招生简章、历年试题等详细信息。
博士后期课程，每年2月开始招生报名。
请登录本研究科网站主页查阅考试日程、招生简章等详细信息。
（网址 http://www.okayama-u.ac.jp/user/hss/ 点击“入试情报”）
对于与本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的海外院校的毕业生或预定毕业生，本研究科通过“外国人留学生海外特别入学考
试”
（硕士或博士）招录。

博士前期课程
（硕士）

社会文化
基础学专业

比较社会文化学
专业

公共政策科学
专业

组织经营学
专业

本研究科开设了社会文化基础学、比较社会文化学、公共政策科学、组织经营学四个专业。这
种专业设置，在充分考虑到文学部、法学部以及经济学部的基础专业教育的连续性的同时，应对
当今社会对“新教育”的要求，为复合型、综合型、跨学科型教育模式提供了体系完备的支持体制。

哲学思想文化论讲座

西洋近代哲学、现代思想伦理学、西洋古代中世思想史、日本思想史

表象文化论讲座

美学、日本美术史西洋美术史、近现代美术史、戏剧表象论、文化表象论、传媒表象论、
英国文艺表象论、德国文艺表象论、法国文艺表象论

人间行动论讲座

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

法政理论讲座

现代政治理论、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法史法哲学、法学社会学

经济理论统计学讲座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制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

日本及亚洲语言文化论讲座

近现代日本语论、日本语构造论、日本中世文学论、日本近世文学论、日本近现代文学论、
中国诗歌论、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中国语言论

欧美语言文化论讲座

近代德国文化论、现代德国文化论、近代德国文学论、德国文艺学及文学史、
近代德国语言文化论、近代法国文化论、近现代法国文学论、法国诗论、
现代法国小说论、英国文艺复兴文艺论、现代美国文学论

语言情报论讲座

个别语言语法论、语言类型论、现代日本语学、社会语言学、谈话语法论、
英语语言论、法国语言论

比较国际法政学讲座

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政治、亚洲法

比较经济学讲座

欧美经济史、东洋经济史、日本经济史、国际经济论、经济学史、社会思想史

历史文化论讲座

东亚古代中世史、东亚近世史、东亚近代史东南亚史、欧洲中近世史、欧洲近现代史、
日本古代史、日本中世史、日本近世史、日本近现代史、考古文化论、比较考古学

公共法政讲座

宪法、行政法、信息法、税法、政治过程论、行政学、现代政治论

政策科学讲座

财政金融论、公共及应用经济学、雇佣及社会保障论

司法政策讲座

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劳动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地域公共政策课程

环境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情报政策、劳动政策、政策分析

经营学讲座

经营战略论、领导能力论、人力资源管理论、地域企业论、市场营销论

会计学讲座

财务会计论、管理会计论、企业财务论、及监查论、税务会计论

组织经济学讲座

数据解析、企业经济学

人类文化论

博士后期课程
（博士）
本研究科的博士后期课程，开设了社会文化学专
业。社会文化学专业包含文化共生学讲座（人类文
化、社会文化论）
、人间社会科学讲座（日本文化、比
较社会发展论）
、政策科学讲座（公共政策、现代企
业轮）三个讲座。在这里，我们秉承“构筑共生社会”
等基本理念，从多样化、跨学科的方法、视角，以文
化、
组织、
个人
（地域）
、社会等为对象展开科研探索。

文化共生学讲座
社会文化论

社会文化学
专业

人间社会科学讲座

日本文化论
比较社会发展论

公共政策轮
政策科学讲座
现代企业论

特色教学内容

引入两大项目（限博士前期课程），让学习更容易、指导更细致

▶通过共通的核心课程，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
⃝社会文化学基础论１

…………………………………… 1年级上学期前半学期 1学分 全员必修
⃝社会文化学基础论2（文学类、法学类、经济学类） ……… 任选一类 1学分 必修

▶研究深化项目
学习专业知识讲解课程、专题研讨课程以及特别研讨课程，完成具有学术性及原创性的硕士论文。
本项目适用于以获得相关领域的高度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技术、判断力为目标的学生，以及以博士后期课程的升学（需参加升学考试）
并取得博士学位为最终目标的学生。主要目的是培养教师和研究者等。

▶调查研究项目
广泛地学习知识讲解课程和研讨课程，经过课题研讨，完成特定课题的研究报告。
本项目适用于以获得促进职业发展的专业知识为目标的学生，以及以获得日语、日本社会等多方面知识、见解为目标的学生。主要目的
是培养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职业人。
⃝博士前期课程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可取得硕士学位。
⃝社会人士、在职者制度
昼夜开讲制（部分课程周末亦授课）
长期课程制度
WebClass的活用
◆ 详见本研究科网站

http : //www.okayama-u.ac.jp/user/hss/index.html

特色研究论题
▶池田家文库（文）
冈山大学附属图书馆的
“池田家文库”收藏了上迄第一代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入主冈
山城（1632），下迄明治4年
（1871）废藩置县，前后约240年间的各类藩政资料和池田
家的家藏典籍。在江户时代，冈山藩拥有
“领国支配”的资格，享有相对独立和自主的自
治权力。享有“领国支配”权力的藩的藩政资料，得以完整地留存下来，从全国范围来看
亦属罕见，尽管如此，在冈山大学，这些珍贵的学术资源对全学开放，在本科、研究生的
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本馆收藏的美作地区旧胜山藩的
“三浦家文
书”和“村方文书”数目亦十分可观。在此基础上，我们仍在不断地进行新的地域资料的
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
“纸上遗文”和
“现地踏查”构成的
“活着的”地域史研究，期待着
您的加入。

冈山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资料

▶地理学（文）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区域地理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全球化”带来的地域现象和课题，
通过地域间的比较变得越发明确。因此，除世界范围内的诸地域以外，也要对邻近地区的问
题从多种角度加以剖析。目前，我们的“人间行动论讲座”的地理学课程，已将邻近都市和产
业地域以及山区地域列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这些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地理现象加以
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把目光转向海外，以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都市以及印度和
澳大利亚的产业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多样的“地理现象”和“目标地域”展开研究，取得的
成果也备受好评。近年来，在高度自由的研究环境下，优秀人才不断涌现。有兴趣了解地域
研究动态和希望投身于地域研究领域的各位同仁，我们承诺，在这里将给您提供最为理想
的研究环境。

调查地（温哥华的都市景观）

留学制度
⃝冈山大学短期留学制度
与11个国家的30所大学签订了互免学费的交流协定，向
这些国家派遣日本人学生。

⃝院系间交换留学制度
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与海外大学签订交流协定，
互派留学生。
同时，
还与部分海外友好学校
（中国、
韩国、
台湾）
签订了双学
位制度的协定。

⃝大学间交换留学制度
以大学间的交流协定为基础，
与海外的大学、
研究所，
互派留
学生。

⃝海外派遣学生的支援事业
在派遣到海外大学的学生中，
对学业、品质优异者给予奖
学金支援。

协定校：
吉林大学（中国）

留学生的声音

「留学日本所得」
我在大学学的是日语专业。
从那时开始我就在学习有关日本的知识。
但是，
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我并没有体验过日本的生活。
这次能来到冈山大
学，
亲身感受日本，
并学习日本的法律，
我觉得很幸运。
通过留学生活，
我体验到了日本文化，
也从而真正理解了和日本人相处的方法。
与以前不同，
现
在语言、
学业、
工作、
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所有问题，
都必须通过实践自主地解决。
但是，
我认为这才是留学生活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老师们、
朋
友们的帮助下，
我每天都愉快地度过着。
虽然我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律师资格证，
但是我还想运用这段宝贵的经历，
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短期留学制度 邵 婷婷
（华东政法大学）

东亚国际合作・教育研究中心
东亚国际合作・教育研究中心设立目的是，
推进与东亚及周边地区的教育和学术交流、
向国
际发布本校的科研成果以及整合、
管理国际学术交流网络等。
具体工作有，
缔结国际交流协定，
构建、运营留学项目，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向留学生和留学志向者提供帮助等。对于留学生，给
予论文指导和修改
（仅限于日语表达和语法方面的问题）
的帮助，
以及给留学生介绍语言搭档，
举办国际交流会等活动。
此外，
随时接受海外留学生和希望赴海外留学的日本学生的咨询。

“东亚共生项目”
野外调查

毕业生就业去向
（最近三年）
博士前期课程
【公务员、教师】
冈山县厅、兵库县厅、冈山市政府、津山市政府、笠冈市政府、明石市政
府、岸和田市政府、冈山县古代吉备文化遗产中心、神户市教育委员会、
仓敷鹫羽高中、冈山理科大学附属高中、松江东高中、神户星城高中、
万鸦老国立大学（印尼）
【企业等】
英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开拓集团、新日本有限责任监查法人、冈山县
商工会联合会、冈山情报处理中心、山阳报社、三宅孝治税务申报士事
务 所、笠 冈 市 竹 乔 美 术 馆、仓 敷 医 疗 生 活 协 同 组 合、中 国 银 行、
SOFTBANK移动通信公司、冈山中央医院、日本邮政中国分公司、原
田司法代书人事务所

博士后期课程
【公务员、教师】
国

内： 出云文化环境部文化遗产科、同志社女子大学、名古屋经济大
学、仓敷市立短期大学、福山大学、北九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国

外： 驻波兰日本大使馆经济部

【企业等】
国

内： MIMOCA丸龟市猪熊弦一郎现代美术馆、立命馆大学衣笠综
合研究机构

国

外： 中国律师事务所、江苏省律师事务所、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国
际事务部

！

毕业生寄语

正在职场中扬帆奋进的前辈们对我们说：

在冈山大学大学院的五年

在‘企业’
‘ 政府’和‘学术’的‘交
集’中探讨和开拓‘区域化’

岩崎 真梨子 【八户工业大学】

川野 丰 【社会福利法人冈山市社会福利协议会事务局长】

博士后期课程 社会文化学专业 人类社会科学讲座 2012届（平成24年）毕业生

博士前期课程 公共政策科学专业 地域公共政策课程 2011届（平成23年）毕业生

在大学院里，我学的是日本语学
史，研究主题是形容性接词“ぽい
（ 子 ど も っ ぽ い、ギ ャ ル っ ぽ い
等）”和
“らしい（女らしい、春らし
い等）”的语言变迁问题。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优等生”，
然而导师却始终相信并期待我独
立完成博士课题。为此我在不断地
打磨中深化研究内容，并积极参加
学校内外的学会和研讨会，发表了
论文和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也不期而遇许多值得尊敬的
同仁。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在众人的帮助和关照下全力打拼的五
年。幸运的是，我在毕业之后即就职于大学，让我得以继续科
研工作。以上的这些离不开成长路上来自于周围的关心和关
照。想来，那一段日子虽然充满了艰辛，却也让我感到无比的
充实。

从冈山市政府退休之后，我进入
了冈山市社会福利协议会，现在正为
推进区域福利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热。
还是在市政府工作的时候，由于
我负责的“城市营造”和“市民互动”
等业务尚属于新近开拓的新兴领域，
于是只能在“手足无措”的窘境中摸
索前行。也正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
候，冈山大学开设了以“地域政策研
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政策课程。叩
开这道门后的三年里，和怀着相同目标的自治体职员、县议会议
员及在读大学生一起，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从法律、政治、经济经营
等诸多角度展开讨论的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从中获得了
许多有益的提示和策略，并且和职场以外的人士构建起紧密的人
脉交流网络。
即便是现在，我仍然坚持参加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的研究会或地
域集会，与在读的大学生，老师以及历届毕业生一起研讨各种问
题，以求及时把握区域公共政策发展的最新学术动态。

写给渴望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你

战胜自己

桥本 大志 【中国银行】

町田 余理子 【椙山女学园大学・讲师】

博士前期课程 组织经营学专业 组织经济学讲座，2011届（平成23年）毕业生

博士后期课程 社会文化学专业 政策科学讲座 2010届（平成22年）毕业生

如果你已经走出大学校门步入
职场，那么我不推荐你单纯为了获
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进入商学
院。虽说课业时间主要安排在夜间
和周六，但大量的作业和预习会占
用大量的睡眠时间，与家人团聚的
时间也会大幅缩减。而且，若只是
出于取得学位而并没有明确的研
究目的的话，毕业论文将会给你带
来超乎想象的麻烦。
话又说回来，对于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工作上的课题
的我来说，商学院是唯一的选择。在这里不仅可以从课程和前
辈的论文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和具有不同经历和观点同学之
间相互讨论，在各自专业里出类拔萃的老师的建议，都让我得
到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获得的灵感。
对于渴求知识的经济界人士来说，在大学院的两年学习生
活绝对具有非凡的意义。

在大学院里，我的专业是民法，
主要从事财产、权利转让担保方面
的研究。本研究科的优势是，由于
学生人数少所以老师和教务人员
更有亲和力，并且这里有拥有各种
经历的同学，大家在一起研究可以
拓展视野。不过，大家都有不同的
目的、认识，所以需要保持自己的
信念。在学期间，在向美国学者亨
利・基辛格讨教问题的时候，他告
诉我“要有自己的信念，不要着急”。这句话对于现在作为大
学教师的我依然很受用。研究很辛苦，坚持很重要。一定要保
持上进心，战胜自己。

在读生寄语

天天都有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

从与他人的交流中获得的充实的研究生活

学术研究的最佳环境

下前田 冴

大贺 宗夫

博士前期课程 社会文化基础学专业 表象文化论讲座 2014级（平成26年入学）

博士前期课程 公共政策科学专业 司法政策讲座 2013级（平成25年入学）

冈山大学大学院具备每个人的研究
所需的完善的环境。首先，在这里可以
通过上课和个别指导从老师们那里学
到广博的知识，并且可以根据自身研
究方向，对知识进行高度自由的选择。
另外，虽然研究室的同学们每个人都
有不同研究课题，但是营造了一个温
暖的氛围，大家可以通过互相交换意
见共同进步。同时，这里也有很多留学
生和社会人士，从与他们的交流中所
获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与经验，极其宝贵，无以替代。
我很庆幸自己能进入冈山大学大学院，在这宽敞、绿意浓浓的校
园中，
在这充实的环境中度过有意义的研究生活。

我是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的一名在
职硕士研究生。在日常工作中，由于经
常与法务局、法院以及律师等司法相
关的人和组织机构产生交集，掌握专
业的法学知识就变得十分必要。然而，
并非出身法学专业的我，没有系统地
接受过法学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深
切感受到提高自身水平的重要性。目
前，虽然只是长达三年的学习计划中
的第二年，但是“小组讨论”和
“一对一
的论文指导”等教学模式，不仅给我带来惊喜，更让我能够和老师
们保持相当密切的学术互动，
接受更好的专业指导。
这一切都让我
感觉到，
与
“求广不求深”
的类似资格考试的培训相比，这里给我们
提供的是，
“就一个主题展开细致、
专业而且深彻的学术研究，并且
让我们掌握研究方法”
的最佳的专业的学术环境。

愉快而有意义的研究生活

我回来了！

易 程燦

富冈 史子

博士前期课程 社会文化基础学专业 经济理论・统计讲座 2015级（平成27年入学）

博士后期课程 社会文化学专业 人间社会科学讲座 2014级（平成26年入学）

因为对经济学很有兴趣，所以大学
毕业以后，我决定进入大学院继续学
习经济学。在确定了自己想研究的课
题后，我选择了冈山大学。来日本前，
对于能否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留学
生活，我也曾很担忧。但是来冈山大学
后，见到了严格且追求真理的老师们，
参加了参与性极高的小组讨论，接触
到了数量庞大的图书文献。我感到，在
这里我可以没有顾虑地进行研究。与
此同时，冈山大学还给我们提供了舒适的学习环境：亲切的教务人
员、
干净舒适的图书馆，完备的公共设施。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在这里碰擦出各种各样的思想的火花。在冈山大学的研究生活愉
快而有意义。
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度过一段没有遗憾的留学生活。

35年前，我从冈山大学毕业。专业是
法文学部（现文学部）哲学系心理学。
当时的我想毕业后就工作，并没有想
过继续读大学院。但是完成毕业论文
后，却体验到了与前人并肩战斗的乐
趣。那时开始，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再
回到这里来。时光飞逝，由于先生的工
作调动，8年前我又回到了冈山大学
附近居住。在这期间，我作为日语教师，
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深刻感受到了
“语言”与
“人”的不可思议，同时各种疑问也日益增长。这时我想，
“机会来了，
我要解开谜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我开始学习专业
用语，
冈山大学也以她宽敞的胸襟接受了这样的我，
并温暖地守护
着我这颗好奇心。
今后，
也请多多关照。

科长致辞
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设立目的是，继承、发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并把“知识”反馈到地区。
本研究科是由博士前期（硕士）课程（2年制）和博士后期（博士）课程（3年制）组成的区分制大学院。研究科前
身可追溯到昭和46（1971）年4月成立的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及大学院法学研究科。之后，经过对独立大学院
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的改组，于平成18（2006）年4月成立了现在的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
本研究科以文学部、法学部及经济学部作为基础学部，几乎网罗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所有的学科领域。本研
究科的特色有三点。第一，不仅致力于各专业领域研究的深化，同时运用拥有多种专业领域教员的优势，重视
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在尖端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大学院教育。此外，还致力于充实、深化理论性的基础性的
学问，开拓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学问领域。
第二，本研究科扎根于地区，培养有望成为地区领导者的人才。博士前期课程中开设的组织经营学专业（商
学院），旨在为冈山县和临近地区的企业及组织提供人才资源，同时在公共政策科学专业里设置了地域公共
政策课程，培养有能力企划、拟定地域政策的优秀人才。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与欧美及亚洲诸多大学缔结交流协定，推进交换留学和教员间的学术交流。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东亚各大学的交流合作，于平成22（2010）年专设了本研究科附属机构“东亚国际合作・
教育研究中心”。
本研究科拥有丰富的专业领域的教员，并与地区社会及国际社会进行着积极的交流。不管您是有志于进行
专业领域的研究，或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抑或是希望通过深化专业知识、提高自身技能
以提高在职场中的竞争力，本研究科一定能助您达成所愿。
当下的日本社会正直面“少子―高龄化”
“地域衰退”及“全球化”等诸多课题。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
术研究、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对于个人或社会来说都越来越重要。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抱着打开社
会困局的志向，在本研究科，与我们一起，踏上追求学问和精进能力之旅。
未来的大门，用自己的双手打开。
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长 佐野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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