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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 BRAND

深化知性和感性。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研究生院是日本唯一的以工藝科學為研究物件的研究
生院。
支持以迄今為止所掌握的知性和感性為基礎，進一步大飛躍的志向。
各研究室透過各自的研究主題，深化認識圍繞人的環境，探究實現人與自然
和諧的科學技術。雖然是工學系，但是包含了農學、理學、藝術等其它各個
領域，同時積極地進行國際交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來進行研究實踐。另
外，構建靈活的教育體制，使院生為了達成各自的目的，能夠超學術領域，
分屬多個不同的研究室。
　　透過這些獨特的計畫，培養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研究力和創造力；掌握
更高級的技術；學習更專業的、更廣泛的知識；促升學習真才實學者的成
長、為社會做出貢獻。這就是KIT 品牌的驕傲。



学长 古山 正雄

1.提高教育的品質

2.提高研究水準

3.推進合作事業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源於京都高等工藝學校以及京都蠶業講習所，有
著110餘年的歷史，其中構建起了探求“知識、美、技能”的獨特的學
風。在這種光榮歷史的基礎上新增一頁，以基於豐富人性的技術創造為
目的而追求技藝，追求人的知性與感性的共鳴，實現知識與美的融合，
向全世界傳達教育研究的成果。

行动计划的推进

　　大學的第一使命在於教育。透過培養每一名學生能夠將自己的感動變換為普遍知識的構
想力和表現力，培養具有豐富國際性的強大人才。為此，可以充分利用本校開發的KIT標
準、綜合型公事包的教育系統。

　　大學的魅力在於研究。我們以學術領域的新穎性、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的創新性、有助
於文化發展的美的探求為指標，努力提高研究水準。

　　透過與其它大學的合作、與企業的合作、與政府的合作、與海外的合作，在校外廣泛地
開展教育活動、研究活動和社會貢獻活動。



海外教育活动的推进 与企业的协作

国际交流 由企業、團體等外部講師進行授課

全球化实习医师 研究战略推进本部

創造KIT BRAND的4大要点

大量地開展與產業界合作的教育研究活動，如與當
地企業的共同研究、與地區社會的合作協力事業等。透
過接觸實際社會的研究和產品製造的現場，掌握更具有
實踐性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可以應對社會需求的廣泛的
知識和表現能力。同時，透過將本校具有的專業性知識
和技術回報社會，可以為地區做出貢獻。

　　邀請企業的人士作為講師，開展瞭解現場的授
課。在授课科目“实践流程设计Ⅰ・Ⅱ”中，通过
京都的前端产品制造企业、试制企业的协力，体验
实践性的产品制造流程。

積極地推行向海外（如在外企業、簽訂協定的
大學、研究機關等）派遣學生的實習醫師制度，培
養實踐性溝通能力。進行8天～1年間的研究開發和
技術開發。

　　透過共同研究、受託研究、研究人員交流以及
與地區社會的合作協力事業，使本校作為起著產學
官合作活動中心作用的基地而出發。透過多樣化的
產學官合作活動，積極地為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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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具備知性、感性和國際性的高級專業技術
人員和研究人員

透過與產業界合作來掌握實踐性知識和技能

目前時代要求可以應對國內外的各種問題的高級人
才。本校的目標是培養出不僅具有專業知識，而且透過
意識到科學與藝術融合的教育研究、產品製造實踐教育
等培養出具有知性、感性、技術力以及透過交換留學制
度、海外實習醫師等培養出具有國際性的高級專業技術

積極地提供積累國際性經驗的機會，如在國際
學會上發言、發表學術論文、參加海外派遣專案、
海外留學等，開展各種各樣的實踐性國際化培訓。

　　不論任何專業，大量地實施與企業的共同研究
和與地區的合作事業。除了與教員一起從事共同研
究之外，還從事納入了學生的共同研究，以及透過
納入了學生的共同研究推進產學合作教育。

與本校簽訂國際交流協定的大學，包括歐美、
亞洲各國20多個國家和地區，共計達62所。在前往
簽訂協定的大學留學的期間也被認定為本校在學期
間，因此可以按照規定的修業年限畢業。



特定课题型（课程） 就业商谈室

成人特别入学考试
為滿足成人教育的需要，研究生院的所有專業

都招收成人學生。整備了晚上也可以聽講以及從事
研究的教育體制，使得白天工作、晚上上學成為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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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成人、高專生、留學生等各種人的教育專案
高就業實績、升學實績，能夠在科學技術的最前端
活躍

創造KIT BRAND的4大要点

每年、博士前期學程學生的就業率達95％以上。利
用本校培養的專業技術，活躍在製造業以及國內外的各
個行業。學生支援中心設置生涯支持部門，對每一位學
生實施出路商談和就業支援。在各個專業配置就業擔當
教員，為學生提供來自企業的招人資訊。

根據各領域所要求的高級專業技術的內容、學生的
目的，有的專業開設特定課題型（學程），未必以提交
研究論文為畢業要件。另外，還設置了考慮到成人的教
育項目、以及面向來自簽訂協定的大學等的留學生的特
別學程。此外，入學考試也多樣化，實施面向成人、面
向留學生的特別入學考試等。同時實施了秋季入學。

可以針對就業相關的所有疑問，反復多次進行
商談。有Hello Work的畢業生工作支援者、就業資
訊企業的經營者、大學生涯教育擔當非常勤講師、
在京都Work Park、Hello Work有生涯顧問經驗的
有資格的商談員共5名，為學生提供準確而細緻的
建議。

這是以學生製作的課題本身來代替碩士論文並
對其進行評價和認定的制度。這在建築學專業等有
採用。除了本校教員之外，還邀請活躍在國內外的
專家參與評價，進一步提高學生的積極性。



應用生物學專業 Applied Biology
応用生物学

開發下一代的生物技術
　　透過研究現代生物學及其應用的生物技術，進而開發和評價生物生產技術，以力求地球環境與人類生活的保持和諧。
地球上充滿著各種樣的生命，為了實現使這些生命組成一個和諧的社會，需要充分利用與基因研究緊密相關的生物技術，
分析生命現象的本質，開發最先進的技術，爭取在提高環境保護與人類健康方面做出貢獻。當然這依然以生物、化學、物
理等為基礎，用對生命和自然的敏感度、對各種自然現象的深厚興趣及根植於興趣裡的探索心和觀察力，對還未闡明的生
命現象進行無止境的探索追求。

向著能夠創造出使人類過上優越/富足生活的技術開發方向進取
生物技術對現代社會起著非常大的作用。在關於生物的實惠學術中，某種農學、醫學、藥學等與基礎生物學之間存在

著一個很大的空白，那是因為雖然生物技術迅速的填補了這個空白，但是兩者之間還是處於互相刺激協調、探索共同發展
的階段。在這個美好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盡情地利用生物技術，朝著分析生命現象的方向努力，這是理所當然的，其主要
目的是要探索使人類過上更加優越富足生活的技術。

本專業將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前進。
（1）以脊椎動、昆蟲、植物、微生物等為研究物件，透過個體和細胞形式對生命現象進行分析，並且利用它們的生產功
能爭取開發和創造出新的生物體功能分子。此外，推進保護生物環境和生物生產在數量上的分析。
（2）以生物體分子、蛋白質、遺傳基因、細胞等為研究物件，透過分子形式對生命現象進行分析，爭取開發它們的人工
作業技術，並將其得到應用。
（3）為了實現人類優越/富足的生活技術，我們應該站在包括捕捉現代生物學、生物技術與人類生活、社會之間相關聯的
生命理論和法規等更加廣闊的視野上，來開展研究活動。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应用生物学课程 應用生物學專業 生物技術專業



材料創制化學專業       Innovative Materials
材料創製化学専攻

生物體分子應用化學學程
高分子功能工學學程
物質工學學程

材料研製化學專業
當今，在汽車產業領域、電子電氣產品領域、建築領域、土木工程領域等任何領域裡都

在追求技術創新，它們的引爆劑就是創新型新材料的研製，期待著這個研製可以引起更大的
技術創新的連鎖。材料是由原子、分子形式的這些構成要素階層性的集合而成。因此，為了
實現具有所要求的功能和性能的新材料的研製，就不僅限於理解構成要素的原子和分子了，
它們的集合體、凝聚體乃至高結晶體等上一階層的結構也應該充分理解，並且在性能和功能
的實際應用水準方面，以世界水準為目標的綜合力是不可或缺的。

本專業以有機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等無機材料甚至它們的複合材料作為基礎，透過
高度集成化的研究，開發出實用水準的技術創新型材料，以此為目的來推進教育研究。具體
是把在實用方面具有世界水準的性能和功能的創新型材料的研製作為教育研究的核心課題，
並且透過將從有機材料和無機材料橫跨到混合材料的廣泛材料進行進一步的高度集成化，以
爭取在光學材料、光電子材料、分離材料、高溫材料等材料領域有創新。

在本世紀，期待以電子和光設備為主軸的有機設備是本專業的第一大支柱，此支柱主要
是大力開展有機低聚物的結晶、有機光折變材料、發光性金屬絡合物、光功能性高分子薄膜
材料等的開發研究。此外，第二大支柱是開展以陶瓷和玻璃為基礎的高溫結構材料、發光材
料、吸附與分離材料等具有實用性能材料的開發與研究。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材料創制化學專業 物質・材料化學專業



材料控制化學專業 Material's Properties Control
材料制御化学専攻

生物體分子應用化學學程
高分子功能工學學程
物質工學學程

材料控制化學專業
市面上使用的所有材料均是由很多種“構成要素”組成的“集合體”，這樣說一點都不誇張。“集合體”

的性質多樣複雜，每個“構成要素”的性質我們都無法想像。因此，要想開發出高性能的材料，我們必須認識
“集合體”初期表現出來的性質，並且加以利用。但是，我們不可能完成調查清楚“構成要素”的全部組合方
式，所以需要採用確定目標的系統方法探索有用的性質。材料控制化學專業就是在材料開發中承擔著尋求“構
成要素”中有用性質責任的專業。把物質當作材料去使用的階段，可以說擔負著極為重要的階段。

組合的“構成要素”不管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都具有多樣性。那麼成為“集合體”到底都需要具有怎樣的
性質呢？這個需要進一步詳細地調查。因此，在這個專業中需要用高難度的實驗技術進行一系列的實驗，包括
採用電磁波和超聲波分析高分子材料的結構，用高速離子束等量子射線分析無機材料的表面結構，在顯微鏡下
光學測量微觀領域，以分析精密微小結構，分析高分子的流變和鬆弛現象，進而根據闡明的材料動態過程、開
創出自我組織化的理論模式、用量子力學的理論分析、以分子動力學為主的電腦類比等基礎的科學方法進行探
討，以達到綜合而明確的教育研究目的。
具體研究實例如下：●研究高分子物質的動態熱力學過程●研究軟體物質的物理●研究高分子和生物體分子自
我組織化相關的理論和模擬●研究高分子結晶的高次結構●研究電流變學●在高分子的鬆弛現象和開放的條件
下，研究高分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軌跡●分析使用電磁波和超聲波的高分子材料的結構●研究高分子系中軟體
物質的物性和高分子液流學●研究高分子多相系的結構和物性以及三維顯微鏡法●離子束和固體相互作用的相
關研究●根據電腦的類比，闡明材料開發和化學反應結構●研究陶瓷材料的破壞和變形的物理性●在生物體陶
瓷中的in vivo和in vitro反應，在光譜學上的評價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材料控制化學專業 物質・材料化學專業



物質合成化學專業       Materials Synthesis
物質合成化学専攻

生物體分子應用化學學程
高分子功能工學學程
物質工學學程

開發可以解決人類正面臨的各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新素材和新材料。
在創新材料的研製中，以由“原子”的組合和結合而成的“分子”作為物質的最小單位，是沿著它的使用目的研製，還是合理有效

地設計和合成，弄清楚這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了以階層性地理念研製新素材和新材料，向由原子和分子組成的高功能和高性能的
材料出發，並且以追根問底的研究形式為基礎，設計研發和精密合成分子形式的材料，需要推進化學結構單位的轉換和經分子組織化的
功能轉變以及功能的高次化，這是本專業需要擔當的任務。

在本專業中，將有機分子精緻的設計和合成作為核心，為了研製醫藥品、農藥、發光材料、液晶分子、介面活性物質、纖維變質
劑、纖維加工用的助劑等的分子功能材料，將所需的有機合成化學、手性分子合成化學、異性元素化學、過渡金屬觸媒化學、生物仿生
學合成化學及其相關的化學領域作為第一支柱，在呈現出高次功能和複合功能的高端高分子材料和高性能纖維材料的研製中必不可少的
高分子合成化學、精密聚合化學、分子集聚化學、超分子化學、高性能分離材料學及其相關的化學領域作為第二支柱，不僅要將它們緊
密相互關聯，還要推動研究和開發。進而，在本專業裡，為了實現從納米到巨集觀元素雜交種類材料和有機/無機材料，面向於此也展開
了一系列的先導性研究。換言之，處理元素除了最基本的元素-炭、氫、氧、氮以外，還涉及到氟、矽、硫、磷、砷等多種元素，並且將
作為研究物件的物質也由分子化合物擴大到高分子化合物。為了設計和合成這些功能性分子材料，進而開闢了使用新合成法和多數合成
法的複合探索空間。具體研究事例如下：
●開發用手性劉易氏酸化觸媒的不齊合成法。●開發醫療診斷用的螢光發光感測器●以炭-氟結合的活性化為基礎，研究在立體選擇性氟
代烯烴的合成及應用方面的開發●研究四氟乙烯骨格新引進法的開發及其應用的展開●研究使用過渡金屬觸媒的二甲基雙重交差連接反
應的開發。●研究開拓以功能表現為指向，具有優良操縱性的有機砷化合物。，●研究關於新介面活性劑的合成和物性●含有氟系物質
表面變質劑的合成和物性的相關研究●關於巨集觀單體、巨集觀引發劑、遙爪聚合物等反應性低聚物的設計和應用的研究。●關於分支
結構、環狀結構等相關的特殊結構和高分子的分子特性、自我組織化結構、松密度物性的研究●關於高分子物質的表面和介面的控制和
功能的研究。●關於外部刺激具有反應性的聚合物的精密合成和功能的研究●研製和開發應用表面功能性空氣殼型聚合物的微粒子。●
研製由納米印跡和控制移植重合並用的階層性表面結構而構成的功能性聚合物的薄膜材料。●關於移植型一次元π共軛聚合物的合成和
發光特性的研究●研製和應用在固體狀態下發光的新π共軛係數分子●研究以筐型POSS為基礎的固體功能材料●研製有機和無機並以元
素形式融合的材料●關於環保型塑膠的新合成方法的研究●構建以人工受體和人工酶為指向，具有分子認識功能的巨大分子系統●開發
以卟啉系超分子精密結構控制的分子技術●研究開發以生物體分子的有效分離精製為導向的HPLC用的高性能載體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物質合成化學專業 物質・材料化學專業



功能物質化學專業         Functional Chemistry
機能物質化学専攻

生物體分子應用化學學程
高分子功能工學學程
物質工學學程

培養能夠開拓功能物質化學未來的高級研究技術人員
在功能物質化學專業中，測量和分析與生命活動有關的多種生物體相關聯的物質結構，並且以這些見識為基礎控制物質的功

能特性，進而進行功能物質的研製與應用，以及以開發先導性分析測量方法為指向的教育研究。以化學視點為主軸，精密地分析
生物體相關物質的功能性和作用機制，培養可以用分子形式從多角度視點來解釋控制物質功能性的分子結構、電子狀態及分子間
相互作用等的能力。1970年以後，在物質功能的分析、控制、應用方面，最成功的研究領域當屬分子生物學等的生命科學的學問
領域。在此領域裡的發展，是依賴於已實現生命現象視覺化的分析和診斷試劑的研製以及具有超高靈敏度測量裝置的開發等，從
而才得到實現。但是，這些技術是把積累到20世紀時期，在物質化學領域中的巨大研究成果作為基礎。當今，在功能物質化學領
域的教育研究中，當還存在與人類還處在對立方面的能源、醫療、食品、環境等諸多相關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確立與之
相關的高功能性物質的研製和高端的測量技術。為此，本專業推進把與生命科學緊密相關的物質功能分析、控制和應用放在主要
著眼點的教育研究。例如：關於功能物質的分析，把物質呈現的功能結構以分子形式進行精密分析，並且解釋物質功能和分子結
構的因果關係。此外，關於物質功能的控制是控制物質功能的單體或合成物的結構，並創建具有新功能的多種合成物。還有，關
於功能物質的應用，把各種新物質及其合成物作為研究物件，利用實驗動物和細胞系評價它們的生物活性，開發出使用這些生活
物活性的診斷單元及診斷技術，並且推動這項技術的應用及研究。
本專業的研究科室致力於以下專案的研究。
・关于生物体相关分子的功能、结构、电子状态的光谱化学精密分析（分子結構化學研究領域）
・萤光蛋白质、发酵酶的分子功能及生物发光的分子结构（生物物理化學研究領域）
・开发以不均一的环境作为反应场所的分离分析法（物質分析學研究領域）
・低分子抗体的有效生产及固定化相关的生物化学工程学的研究（化學工程學研究領域）
・关于橡胶、合成橡胶系列的软体材料的高性能化的研究（天然高分子材料學研究領域）
・以蛋白质工程为基础的生物体分子结构认识的研究与应用（生物體高分子化學研究領域）
・核酸的相关功能性分子的开发以及评价方面的研究（生物體高分子資訊研究領域）
・生物体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相关的研究（生物體分子功能化學研究領域）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功能物質化學專業 物質・材料化學專業



電子系統工學專業          Electronics
電子システム工学専攻

從現代社會的基礎技術電子材料到系統
电子系统工学专业以构筑新一代电子系统的各类要素技术、设计・解析理论、系统技术为中心开展教育研究，涵盖材

料・等离子・元器件・回路・电磁波・光・信号处理・通讯・系统领域。
专业开设有关上述专业领域的最新课程，致力于让学生作为高度专业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活跃在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

或研究教育机构。另外，对于实施设计・解析・计测・控制等时使用的工具——电脑，还会提供指导以便熟练掌握。還推薦參
加培養智慧財產權等社會視角的共通科目的學習。目標是培養掌握現代的關鍵性科學技術——電子工學及資訊通訊技術，
同時具備活用專業知識從事未來新技術開發的先導能力以及讓新的技術為社會服務的綜合實力的技術人員、研究人員。

現在的生活與電子工學有著密切的聯繫。每天使用的家電產品（液晶電視、DVD、音樂播放機、電子爐灶）、電腦、手
機等資訊設備，以及傳播資訊的光通訊、無線通訊、衛星播放、互聯網等通訊網路，甚至是最近的汽車、機器人那樣的機
械，電子回路都發揮著很大作用，電子工學的知識、技術非常重要。而且，驅動這些的能源也很重要。電子系統工學專業
就是綜合掌握這些領域的知識進行研究的學術領域。在這一領域，需要廣泛的專業知識和活用這些知識的能力，例如理解
透過電子的作用實現各種功能的元器件的物理結構，將資訊搭載在光或電磁波上進行傳播，製作電子回路搭建系統等。該
專業除了學習掌握更高水準專業知識的講義科目外，還會提供指導，讓學生以少人數的形式在研究室從事最尖端的研究活
動，讓他們能夠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開創未來。

目前，專業中研究生院碩士學程(博士前期學程)1、2年級合計共有80名學生，在指導教員的指導下從事研究活動。研
究指导主要由电子系统工学专业的20名教员和数理・自然部门的7名教员担任。教員中也有很多國際上著名的研究者，還積
極推進與民間企業之間的共同研究。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電子系統工學學程 電子系統工學專業 電子系統工學專業



信息工學專業         Information Science
情報工学専攻

學習以人為本（以人為優先）的資訊技術
資訊工學專業旨在培養以支撐現代社會所有場合的電腦技術為基礎，實現更豐富、更人性化的高度資訊化社會的人材。因此，从事

教育・研究时的目标在于，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学习信息、通讯、网络、系统控制等最新技术，并确保理论与实践的均衡比例，让学生
具备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开发技术人员大展拳脚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正在开展以下具体的教育・研究:
●資訊處理的基礎——電腦系統的構成方式（體系結構）、硬體和軟體相關的基礎技術●在短时间内以低成本生产优质的软件并进行有
效运用・维护的软件工学●各類媒體的資訊傳播、通訊及通訊網路、移動通訊技術●圖像、語音等各種信號及資訊的處理以及以此為基礎
的識別、交互技術●实现各类信息大容量存储・利用的多媒体数据库●順暢執行人機資訊交互的人機介面●基於心理學及認知科學的交互
技術●為實現人腦一樣資訊處理的學習、智慧資訊處理●透過所獲資訊類比系統，並據此進行系統規劃、設計、控制的系統控制等。

此外，在开展教育・研究时重视上述领域中工学的实现，即生产制造中实践性技术的教育・研究，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科学，即作为
信息科学的侧面。而且，從2015年開始，本專業新設了“交互設計學學程”。本课程将研究课题型讨论科目作为必选内容，与设计学等
不同领域的学生组成小组，可以一边学习现场观察・需求发现及创意展开手法、作为现代绘图手法的物理计算、作为原型设计手法的数字
建造等，一边针对设定主题创造具有现实性和革新性的解决方案以及全新的社会框架。

本专业通过讲义和讨论让学生具备上述领域尖端且具有实践性的能力，同时研究室的多名教员会通过最尖端的研究活动提供指导，
让学生具备更具实践性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還針對社會人學生設置了特定課題型學程。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信息工學學程 信息工學專業 設計工學專業



機械物理學專業          Mechanophysics
機械物理学専攻

机械物理学专业
本专业与机械设计学专业紧密合作，旨在培养肩负21世纪可持续生产制造重任的研究技

术人員，以Sustainability（可持續性）、Intelligence（智慧性）、Robustness（堅固
性）為關鍵字開展教育・研究。从力学・物理学的观点出发深入探究机械工学各个产业领域中
发生的重要物理现象，通过对该现象的本质理解创造新的价值，以这种学术研究和研究生院
教育实现高度理论・试验手法和数值解析法的自如运用，不断实践教育研究，以实现可切入
问题的本质、突破以往界限的“探究性价值创造”。
透過探究性研究創造新價值

培养目标为，以机械工学的基础——力学领域为中心，学习理解各类物理现象的理论、
试验以及数值的解析法，具备将其应用于实际工学问题的能力、可以在国际上大展拳脚的机
械技术人员・研究人员。致力培养可以作为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研究所研究项目的领头人，
推动“通过探究性研究创造新价值”的研究开发活动的人才。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機械工學學程 機械物理學專業 設計工學專業



機械設計學專業           Mechanodesign
機械設計学専攻

机械设计学专业
本专业与机械物理学专业紧密合作，旨在培养肩负21世纪可持续生产制造重任的研究技

术人員，以Sustainability（可持續性）、Intelligence（智慧性）、Robustness（強健
性）為關鍵字開展教育・研究。準確理解人類社會存在的各類課題及需求的本質，透過利用
尖端科學技術解決問題創造新價值的實踐性研究以及研究生院教育，不斷實踐教育研究，以
實現跨領域運用高度的工學知識完成創新設計的“實踐性價值創造”。
透過實踐性研究創造新價值

培养目标为，精通机械工学等广泛尖端技术领域知识，具备跨领域运用这些知识致力创
造新价值的能力，可以在国际上大展拳脚的机械技术人员・研究人员。致力培养可以在企业
的设计・制造部门作为项目带头人，为满足需求统管“通过实践性研究创造新价值”的生产
制造活动的活跃人才。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機械工學學程 機械設計學專業 設計工學專業



設計經營工學專業      Desig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デザイン経営工学専攻

设计经营工学专业
設計經營工學專業將被譽為人類創造活動的三大重要領域——設計、經營、工學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創造與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相

協調的“人工製品”為根本。“人工製品”包含著創造產品、設施、社會體系、環境等人類生活方式的要素。“人工製品”的創造需要
多角度的創意。最重要的是與全新生活環境的構想和創造息息相關。可以實現這些的人才，我們希望將其稱之為“設計管理工程師”。
即，可同時勝任Designer、Manager的Engineer人才。儘早採用MOT（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 技術經營）教育，活用以產業界為中
心關注的技術實現經營，開展研究，對解決環境・生態學問題、資源・能源問題、資訊化・高齡社會問題、生產活動的全球化問題等多領域
問題、為生活做出貢獻的“人工製品”以及未來社會所需的“人工製品”進行設計、生產和管理運營。
具備設計高價值人工製品並管理其實現流程的能力

传统的做法对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地球环境保护、高龄社会等问题的应对已经鞭长莫及，对于世界的变化・发展，需要凭借志向高
远的构思能力来应对。這種“創造新時代的高價值創新（革新性創意）”就是跨學科（學科間）研究。我們將負責創新的新知識體系定
位為“假想工程（Demagineering）”。即，①基於功能進行高價值性人工製品的構想・設計・製造的能力②引領社會需求、趨勢的企業管
理及市場行銷能力③經工學技術・科學知識證實的實證試驗能力。这些在新的“生产制造”・“产品开发”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
通过不同领域的结合才能获得。設計經營工學是指，將設計、經營、工學這三大人類活動的主要領域進行有機的結合，對與地球環境和
社會向協調的“人工製品（產品、設施、社會體系、環境等）”進行構想企劃（設計），並對其具現化流程實施管理運營（管理）的技
術。在高度成熟的现代社会，环境･生态学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社会的成熟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全球规模的21世纪型课题逐渐显
现，生产制造及生活环境创造等新的方向性急需明确。關注這些課題的全新生產製造和生活環境創造等的研究，不僅要從生產製造方的
角度出發，還要融合使用這些產品的消費者、社會、文化的視角。為此，需要一邊探求“人工製品”的理想形態，一邊創造技術、產品
及空間開發等的革新理念。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向企劃･生產･流通･銷售等內外的相關人員進行提案、結合相關技術、並積極參與到協
同合作等各自的具現化過程中，必須具備所需的廣泛視野和專業性。本專業以關注21世紀型各課題的“人工製品”的構想企劃為核心，
將資訊技術、材料等相關工學領域、色彩及環境心理･生理等生活科學領域、產品及空間等設計領域以及市場、社會、產業結構相關的經
營經濟領域各自統一，作為一項全新的綜合領域——設計經營工學開展教育研究。本專業的學程設置確保學生可以學習到以工學領域為
中心的廣泛視野的基礎知識以及設計能力和管理能力，並具備工學、設計、經營各領域專有的高水準且專業的能力。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設計經營工學學程 設計經營工學專業 設計工學專業



建築學專業 Architecture
建築学専攻

京都是城市、建築遺產的寶庫，同時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備向全球傳達資訊能力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中學習城
市、建築學專業，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地方特性，從事建築學教育和研究。能夠以全球視角進行思考，同時磨練只有在京都
才能掌握的能力。本專業以“KYOTO設計”聞名，開展教育、研究和實際業務，不斷培育出紮根於區域和歷史、同時具備國
際性競爭力的建築師、建築技術者、城市規劃師、修復建築師等高級城市、建築專家。即，肩負著培養能夠著眼未來，綜
合考慮環境中的空間廣度和時間厚度來進行設計的高級型人才的重任。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設計・建築學學程 建築學專業 建築學專業



設計學專業                Design
デザイン学専攻

資訊技術的發展創新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使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在這樣的背景下，設計學作為
能夠解決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各種難題的“實踐智慧”，被賦予了越來越高的期望。這就對未來的設計師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需要他們具備能夠洞悉社會潛在需求的觀察力、能夠發揮不同領域知識從而產生新創意的想像力、以及透過不同創意
總結出和諧的形態和經驗的整合能力等。

設計學專業，致力於在社會地球環境變化、商業、技術環境變化等廣泛的框架中發現需求，並創造出新的解決方案；
設計專業被理解為能夠將各種社會性課題和科學技術相融合的具有未來價值的知識形態，並加以實踐。
另外，價值創造學專業致力於培養出對美術、設計、建築等作品和作者進行研究，透過作品分析和解讀文獻資料，基於深
入的洞察力，賦予上述作品歷史性及理論性價值，同時透過“展示”上述研究成果來創造價值的人才。

Available Lebel

Undergraduate Program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設計・建築學學程 設計學專業 設計學專業



前端Fibro科學專業  Advanced Fibro-Science
先端ファイブロ科学専攻

先端仿生學專業，沒有設置本科專業，而是研究生院獨立設置的專業；本專業設有研究生學程和博士學程。專業名稱
中的“Fibro”是具有“纖維狀”意思的首碼。該詞與“科學”合併而成的“仿生學”，以纖維材料及其應用領域為研究物
件。換言之，先端仿生學專業，是探索並創造能夠與人類相協調、與環境相協調的功能和系統，同時致力於培養能夠促使
本領域發展的人才。

本專業的研究內容是開發出使人類和地球變得更加舒適的仿生產品，創制出具有高功能和長壽命的仿生材料。並從自
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角度出發，開展對環境友好型仿生材料的開發、設計、評估相關的教育和研究：比如適應生物體和
人類生活的仿生材料的開發，兼顧環境的天然仿生資源的有效利用，對仿生廢棄物的迴圈利用（資源化）等等。
另外，設計出能夠直接回饋人類感性的資訊媒體和產品，從資訊工學的角度出發去探明，舒適感、審美感和印象等人類感
性特性。與此同時，開發出透過感性角度評估仿生產品的方法。

此外，本專業還開展對染織文化遺產的感性功能評估和保存方法的相關研究，透過將傳統的組紐（結繩）、編織品、
紡織品等技藝所蘊含的智慧應用於先進的材料開發技術中，從事關於如何開發出具有安全新、堅韌性、柔軟性的環境適應
性材料的研究。

Available Lebel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前端Fibro科學專業 前端Fibro科學專業



生物基材料學專業        Biobased Materials Science
バイオベースマテリアル学専攻

日本乃至世界首創專業
　　生物材料科學專業在2010年設置了研究生學程，並在2012年設置了博士學程。

何謂生物材料科學？這個專業是學什麼的，目標是什麼？
　　本專業的重點是材料學而非生物學，是為了促進有關生物能源材料的教育研究而設置的。

植物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以此來維持自身形態，同時產生能夠積蓄能量的物質。而人類自古以來就能將上述物質
作為材料製作出種類繁多的生活用品。木製品就是其中一個簡單的例子。隨著時間的流逝，木製品被廢棄或燒毀後最終會分解為二氧化
碳和水。而分解出來的二氧化碳，絕大部分會被植物再次吸收；因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能夠基本保持一定的濃度。包含於有機材料中的
碳元素在地球範圍內的自然迴圈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

隨著化學技術的發展，以煤炭、石油為開發原料的材料合成，因其產品的生產性、性能和功能都非常優越，且價格低廉，因而十分
盛行。大量生產出來的塑膠和化學纖維被用於製作我們的日常用品，支撐著我們豐富多彩的生活。而另一方面，由於這些物質難以在自
然界中被分解，從而引起廢棄物問題；而且對這些物質所進行的燃燒處理產生的二氧化碳氣體被認為是導致地球溫室效應的原因之一，
其對策被稱為全球規模的環境問題。

現在，如果限制使用這些物質，那麼不難想像我們的生活品質將大幅下降。針對上述環境問題，考慮到透過開發出與利用礦物資源
所獲得的合成高分子材料擁有相同性能和加工性的高分子材料的生產系統，將有望把大氣中二氧化碳負擔控制在最小限度。這種做法能
夠用可再生能源來替換礦物資源作為原始材料。如果能夠在短時間內用可再生的生物資源作為原材料，透過生物過程生產出例如合成高
分子化合物的單體等原料，那麼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的負擔將被控制到最小限度。但是，要合成高分子材料並非僅僅有單體等原材料就
可以。還必須將產生的原材料透過適當的化學過程才能轉換為新的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並且，還需要研究如何利用所獲得的材料透過纖
維化、薄膜化和加工成型等技術將材料製成成品從而實現商業價值。但是，與擁有長時間研究積澱和生產歷史的礦物資源高分子材料及
其產品的性能相比較，利用生物能源材料製成的產品的缺點還很多；而改善這些缺點對維持我們豐富多彩的生活而言至關重要。為了改
進生物材料製成的高分子產品的物性，要求精密的結構分析。我們必須透過研究結構和物性的相關關係，並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調劑材料
階段，從而不斷改善材料物性。
　　本專業的目的就是透過開展上述研究，力爭實現“低碳社會”，以維持並不斷追求確保人類安全和安心的豐富多彩的生活。

Available Lebel

Master's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生物基材料學專業 生物基材料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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