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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福冈大学教育理念中所描述的德、智、体全面教育的一环，我校实施以文理科（liber-

al arts）为中心的跨院系专业的公共课程教学。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教养和综合的

判断能力以及优秀的品德。

　　我校的公共教育的另一目的是培养学生们自发性的探求心、求知欲以及分析和综合能力。这

些不仅对学生的在校学习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公共教育由综合

教育科目（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以及综合系列科目、修学基础科目）、外语科

目、保健体育科目以及学分互换科目构成。我校采用的是把公共教育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一、二学

年，并让学生同时修读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

　　外语课程有英语、汉语、朝鲜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日语（以留学生为对象）

等。设置这些课程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国际感及广阔视野的同时，具备能理解对方的语言并能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的沟通能力。

公共教育
　　人文学院的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广泛地掌握一般性教养的同时，亦能学到所有学问之基础的哲学、社

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等人文学各领域的知识，具备以自由与责任为基础的伦

理观，能顾及与他人关系的人才。根据这一理念，我们的目标在于培育身为社会一份子如何在多样的价

值观中能够综合地把握人性精神和社会应有的形态、并积极地付诸行动之人才，以及深入理解异国文化

的国际人才。

　　文化系以“多方位地综合掌握人文知识”为

目标，由包含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

文化人类学、地理学和美术史在内的广泛的观点

出发，向学生讲授分析文化的方法。文化系旨在

培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积

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文化系拥有哲学、宗教

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和美

术史等各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并制定了如下的

教学计划：文化系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的基础研究

班中学习研究文化的方法，从第二学年起则在各

专业领域的教师所担任的研究班中学习。我们认

为，在学问越来越向专业化和细分化发展的当今

时代，需要的不是视野有限的专家，而是能够综

合各方面的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才。

　　九州北部地区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自古以

来，这一地区一直作为吸收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

的窗口而对外开放。近代又与欧洲关系深远，所

以历史遗迹比比皆是。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本系

作为专门从事历史教育的专业系，于1987年设

立。我们的目标是本着在以往的日本历史学中加

入各地区历史的姿态，确立立足于国际性观点的

历史学教育和研究。

　　本系学生，在第一学年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学

习；而从第二学年开始，根据本人的意愿，分成

日本史、东亚史、西洋史和考古学四个专业；第

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则进一步深入进行研究，全体

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日本史专业和考古学专业的

学生也可以学到外国史方面的知识，而东亚史专

业和西洋史专业的学生也能掌握日本史方面的知

识。

　　毕业后的出路，除了攻读研究生以外，还有

初高中教师、发掘工程师、历史资料馆及博物馆

的研究员等专业性较高的职业。此外，还有不少

毕业生成为公务员、或到媒体、旅游公司等一般

企业工作。

人文学院

文化系

历史系

大学初级英语　大学中级英语　大学高级英语　汉语　德语　法语

西班牙语　朝鲜语　俄语 日语（留学生）

终身体育运动演习 终身体育运动论

作为福冈市西部地区五所大学协作项目的一环，设置了各大学相互开放，相互承认

学分的学分互换科目。

哲学　逻辑学　伦理学　宗教学　日本史　日本史通论　东亚史　西洋史　

外国史通论　日本文学　中国文学　西洋文学　人文地理学　艺术　日本教育史　

西洋教育史

法学　日本国宪法　法律学概论　政治学　政治学概论　经济学　经济学概论　

商学　社会学　教育论　教育原论　地理学　地志学　心理学　文化人类学

数学入門　基础数学　统计入門　物理科学入門　物理的世界　
自然界与物质化学　生活与环境化学　地球科学入門　新地球观　微观生物科学
宏观生物科学　自然科学入門　自然科学与人类　自然地理学　数学　图形信息
统计　物理学　化学　地学　生物学　数理统计　数理信息　化学入門　生体化
学　化学实验　物理学实验　生物学实验

地球环境　生命・健康与医疗　国际化与日本　科学・技术・信息与社会  

文化与教育　现代人生

福大新生专题—学涯与职涯的规划　研究方法专题讨论　认识福冈大学・在福冈

大学如何学习

综合教养科目

学分互换科目

外语科目

保健体育科目

修学基础科目

综合系列科目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公共教育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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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系学习的是日语和日本文学。本系在重

视日语语言学及日本文学的学问性传统的同时，

编制出了独特的教学计划。

　　其特征之一是并非以狭隘孤立的观点来考察

日语和日本文学，而是通过与各个国家进行比较

来考察这些问题，因此设有有关比较文学的科目

（“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特讲”等）。

而“调查研究法”则以研讨的方式学习语言学和

文学的各个领域的调查方法。另外，为了更深入

地学习语言和文学，本系还重视地区文化，把

“地区文化研究”和“地区语言研究”编入了教

学计划。

　　毕业论文是对四年学习进行总结的必修课，

学生根据自己挑选的课题选择研究班，进行深入

研究。另外，本系有日语教师培训课程，还专为

那些想成为初高中国语教师的学生设置了专业课

程。

　　当今社会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想要活跃于

世界舞台上，必须学好英语。英语系旨在培养一

批通过学习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和文学

知识而兼备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和国际感的人才，

以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

　　本系分为语言、文化与文学两个专业，其教

学计划的特点如下。

　　（1）为了彻底掌握基础英语，专业教育科目

中的60%为语言、文化与文学两个专业

的共修课程。以此让本系的学生确实地

掌握“读”、“ 写”、“ 听”、“ 

说”四项技能。

　　（2）在第一学年修完各专业的概论科目，从

而能够把握从第二学年起将要学习的各

学问领域的整体概念。

　　（3）加强与文化有关的科目，其中包括赴英

国巴斯大学进行“英语圈文化进修”以

及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海外进修。

　　（4）专修一个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修另一专

业的课程。

日语•日本文学系 英语系

　　在九州的私立综合大学中能够学习德语和德

国文化的只有本系，而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

德语都是第一次接触的外语。在第一学年，学生

学习初级语法，并实施掌握“听”、“说”、

“读”、“写”技能的基础课程“德语基础会

话”、“德语基础演习”。另外，“欧罗巴学入

门”“德国学入门”课程将为学生们讲授在本系

学习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第二学年以后的专业科目分为地区文化、语

言文化和表象文化三个领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目标和兴趣各自选择所修课程。学生在第三学

年通过“研讨（研究班）”对专业知识进行深

化，第四学年可将其研修成果撰写成毕业论文。

　　本系的教学目标之一是通过让学生广泛地了

解德国文化，形成国际性的视野。作为选修课，

教学计划中还编入了“德语圈当地进修”。此

外，还与我校的协约校弗里德里希• 席勒—耶拿

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互派交换留学生。

　　入学时学生们将分属“欧罗巴特别课程”或

“德语圈课程”二者其中之一。

德语系

　　在本系，学生学习如何采用教育学和临床心

理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和课题。

　　本系的特点是可以同时学习与“教育”相关

的科目和与“临床心理”相关的科目。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与“教育”和“临床

心理”相关的科目，并进行自由组合，学习。

　　结合“教育”和“临床心理”两个领域，目

的在于培养能够对他人进行支援和援助（人格的

培养及其维护）的综合性、实践性人才。

教育•临床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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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系学习的是日语和日本文学。本系在重

视日语语言学及日本文学的学问性传统的同时，

编制出了独特的教学计划。

　　其特征之一是并非以狭隘孤立的观点来考察

日语和日本文学，而是通过与各个国家进行比较

来考察这些问题，因此设有有关比较文学的科目

（“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特讲”等）。

而“调查研究法”则以研讨的方式学习语言学和

文学的各个领域的调查方法。另外，为了更深入

地学习语言和文学，本系还重视地区文化，把

“地区文化研究”和“地区语言研究”编入了教

学计划。

　　毕业论文是对四年学习进行总结的必修课，

学生根据自己挑选的课题选择研究班，进行深入

研究。另外，本系有日语教师培训课程，还专为

那些想成为初高中国语教师的学生设置了专业课

程。

　　当今社会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想要活跃于

世界舞台上，必须学好英语。英语系旨在培养一

批通过学习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和文学

知识而兼备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和国际感的人才，

以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

　　本系分为语言、文化与文学两个专业，其教

学计划的特点如下。

　　（1）为了彻底掌握基础英语，专业教育科目

中的60%为语言、文化与文学两个专业

的共修课程。以此让本系的学生确实地

掌握“读”、“ 写”、“ 听”、“ 

说”四项技能。

　　（2）在第一学年修完各专业的概论科目，从

而能够把握从第二学年起将要学习的各

学问领域的整体概念。

　　（3）加强与文化有关的科目，其中包括赴英

国巴斯大学进行“英语圈文化进修”以

及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海外进修。

　　（4）专修一个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修另一专

业的课程。

日语•日本文学系 英语系

　　在九州的私立综合大学中能够学习德语和德

国文化的只有本系，而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

德语都是第一次接触的外语。在第一学年，学生

学习初级语法，并实施掌握“听”、“说”、

“读”、“写”技能的基础课程“德语基础会

话”、“德语基础演习”。另外，“欧罗巴学入

门”“德国学入门”课程将为学生们讲授在本系

学习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第二学年以后的专业科目分为地区文化、语

言文化和表象文化三个领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目标和兴趣各自选择所修课程。学生在第三学

年通过“研讨（研究班）”对专业知识进行深

化，第四学年可将其研修成果撰写成毕业论文。

　　本系的教学目标之一是通过让学生广泛地了

解德国文化，形成国际性的视野。作为选修课，

教学计划中还编入了“德语圈当地进修”。此

外，还与我校的协约校弗里德里希• 席勒—耶拿

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互派交换留学生。

　　入学时学生们将分属“欧罗巴特别课程”或

“德语圈课程”二者其中之一。

德语系

　　在本系，学生学习如何采用教育学和临床心

理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和课题。

　　本系的特点是可以同时学习与“教育”相关

的科目和与“临床心理”相关的科目。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与“教育”和“临床

心理”相关的科目，并进行自由组合，学习。

　　结合“教育”和“临床心理”两个领域，目

的在于培养能够对他人进行支援和援助（人格的

培养及其维护）的综合性、实践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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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圈在世界上的比例远超出一般人的想

像。在一些国家法语还被指定为常用语言，而对

于本系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法语也是初次接触的

语言，所以本系致力于四项技能的掌握。为此，

第一学年开设“法语基础讨论”、“法语基础会

话”等课程，让学生掌握入门语法，培养阅读能

力，并通过与法国人的对话来学习会话。另外，

通过“欧罗巴学入门”、“法国学入门”等课程

的学习，学生将了解本系学问领域的大致轮廓。

在第二学年结束时，课程中编入了用一个月的时

间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进修法语以及体验法

国文化的“法语圈当地研修”（包括一个星期的

巴黎自由培训）。

　　本系的专业领域，由地区文化、语言文化和

表象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

学生选择“研究班”，在各位教师的指导下，对

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班有上述三

类，每班学生约12人。此外，与本大学的合作大

学巴黎第七大学、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以及天

主教鲁汶大学互派交换留学生。

　　入学时学生们将分属“欧罗巴特别课程”或

“法语圈课程”二者其中之一。

　　福冈市与中国和韩国相邻，作为亚洲的窗口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系是为了在福冈地区进

行东亚的地区研究和教育，而于1999年设立的。

本系的学生主要学习中国和韩国的语言、文化等

地区人文知识。

　　学生在第一学年学习汉语和朝鲜语，并通过

“中国实情概论”和“韩国实情概论”学习中国

和韩国地区概况。此外，还通过“中国、韩国学

入门研讨”学习地区研究的方法。第二学年以

后，分为中国专业和韩国专业，分别进一步深入

学习汉语或朝鲜语，并通过“中国学基础讨论”

和“韩国学基础讨论”等课程，学习该国的地区

概况。而三、四年级的学生将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进一步选修各种专业课程，并通过演习集中

地培养他们对地区社会的观察能力和文献阅读能

力等等。

法语系

东亚地区语言系

　　本学院有系统、分阶段地进行法学和政治学专业教育，让学生们在深入理解法律理念的基础上，学

习解释法规所需要的知识，探求制定法令的意义，提高对法律、裁判和政治制度及其实际运用状况，以

及对国家、地区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状况的认识能力，具备以法学和政治学的专业知识灵活应对现实社会

之各种问题的法律思维能力，这就是我们人才培养和教育研究的目的。为了实现这样的教育理念，我们

制定了自己的教育目标：以法律和政治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授课和讨论等教育手段来培养

掌握了法学和政治学专业知识、具备法律思考能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依据这样的教育理

念和目标，面对经常会出现高度复杂的问题、事件或纠纷的现代社会，我们要培养学生以灵活而系统性

的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均衡判断能力去综合性、逻辑性地进行法律思考，解决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

　　法律系设立于1959年，是九州地区拥有50多

年历史的法学院法律系，已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

毕业生。法律系旨在为社会培养出系统地掌握基

本法律、具有法律观念的人才。为了积极配合学

生毕业后的就职去向，本系设有如下三个专业：

　　法律综合专业，以希望进入司法实务研究院

学习以及立志从事法律工作的学生为对象；法律

政策专业，以立志成为国家、地方公务员和从事

公益、教育和媒体工作的学生为对象；而现代市

民法专业则培养能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应对现

代市民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的人才。此外为了帮助

学生们实现其未来志愿还设置了专业教育科目的

选修模式以及有关教育科目的选修模式。本系的

教师为了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而精益求精。毕

业生当中有许多人成为研究人员、法官、检察

官、律师及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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