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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知工科大学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4 月入学 

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校长：矶部雅彦 

 

办学目标 

（1）培养应对未来社会的人才 

（2）创造出有助于世界未来的研究成果 

（3）与地方携手共进，共建美好社会 

 

     做大学该做的事，力求成为

世界一流的大学！ 

 
    

*日本中四国地区教育充实度排名 第 3位 



 

国际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高知工科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日本高知工科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国家留学基金委将

选派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赴高知工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研究工作。 

1.协议名额:  

20 人/年（其中博士生 10 人、联合培养博士生 10 人）。  

2.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不超过 48 个月（根据实际博士后期课程学制决定）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6-24 个月  

3.选派专业领域  

优先面向高知工科大学以下专业领域：智能机械工学、电子及光工学、航空 宇宙工

学、能源工学社会系统工程学、环境数理工学、化学、生命科学、材料 工学、计算机科学和

软件工程。 

   4. 资助金额 

 博士研究生（Full-Time PhD Students）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Co-supervised 

Dotral Study Students ） 

入学时间 2022年 10月/2023年 4月 2022年 10月-（可协商) 

招生人数 10 名 10 名 

语言 英文 英文 

奖学金 CSC国费奖学金（每月 170,000 日元）*约合

10000元人民币 

・一次性往返机票 

CSC国费奖学金（每月 170,000 日元）*约合

10000元人民币 

・一次性往返机票 

KUT免除入学考试费用、注册费和学费 

KUT奖学金(每月 50,000 日元)*约合 3000 元

人民币 

・一次性安家费 150,000 日元*约合 9000元

人民币 

KUT免除入学考试费用、注册费和学费 

奖学金总计 220000日元/月+150000日元安家费 

*约合每月 13000 人民币+9000元安家费 

170000日元/月 

*约合 10000元人民币 

在学年限 3 年（最多 4 年） 6-24 个月 

 申请人可以同时申请 CSC-KUT 奖学金、SSP program KUT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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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步骤 

 

2021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第一步：从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高知工科大学合作科研项目列表  

（https://www.kochi-

tech.ac.jp/english/admission/ssp_aft19oct/ssp_research_project_list_for_pro

spective_students_enrolling_in_oct.html） 

中选择一项科研项目，然后请填写完整的电子预申请表格发送给所选导师。 

2021 年  1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 月 24 日 

第二步：在线面试，材料审查（提交申请材料电子版）。 

注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需要有双方导师会议确定研究项目  及留学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 

2022 年 1 月 31 日 

第三步：所有申请材料（原件）必须在截止时间之前邮寄到 

高知工科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2022 年 2 月 高知工科大学发行正式录取决定通知书 

2022 年 3 月 申请人请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上完成申请手续 

2022 年 5 月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录取名单 

2022 年 10 月 入学高知工科大学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ssp_aft19oct/ssp_research_project_list_for_prospective_students_enrolling_in_oct.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ssp_aft19oct/ssp_research_project_list_for_prospective_students_enrolling_in_oct.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ssp_aft19oct/ssp_research_project_list_for_prospective_students_enrolling_in_oct.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ssp_aft19oct/ssp_research_project_list_for_prospective_students_enrolling_in_o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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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要求（国家留学基金委 CSC 要求） 

 

    1.符合《2021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规定的基本条件。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 为国家建设

服务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4.具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5.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6.类别条件  

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1）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优秀应届硕士毕业生，应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  

（2）国内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硕士学位，在相应工

作岗位取得较突出成绩、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3）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全日制优秀在读博士研究生。 

（2）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7.申请时外语水平须达到《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相应类别申请人要求及高知工

科大学的语言要求。 

 

* 以上信息为 2021 年度参考内容，2022 年度 CSC 奖学金招生详情请务必浏览官方网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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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 

 

(一) 高知工科大学所需申请材料 

A 博士课程申请材料： 

1、日方博士导师的申请同意证明（可以提供邮件的复印件) 

2、申请表 

3、学士成绩单原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4、硕士成绩单原件 (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5、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6、硕士论文复印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一个英文或日文的摘要) 

7、研究计划书 

8、两封英文或日文推荐信原件(其中一封必须由硕士导师提供) 

   * 请按高知工科大学指定样式并由教授签名 

9、健康证明原件。需在过去 6 个月内签发，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10、英语等级考试证书原件(托福 iBT72+，雅思 5.5+，或者 WSK 合格) 

 

详情请参看告知工科大学网站： 

博士研究生：https://www.kochi-

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

ocuments_phd.html 

 

B 联合培养博士课程申请材料： 

1、日方博士导师的申请同意证明（可以提供邮件的复印件) 

2、申请表 

3、学士成绩单原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4、硕士成绩单原件 (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phd.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phd.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ph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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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6、硕士论文复印件。(如果是中文请提供一个英文或日文的摘要) 

7、研究计划书 

8、在学证明原件（日语或英文版） 

9、一封英文或日文推荐信原件(由在学中的博士导师提供) 

   * 请按高知工科大学指定样式并由教授签名 

10、健康证明原件。需在过去 6 个月内签发，英文或日文翻译件 

11、英语等级考试证书原件(托福，雅思，WSK)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https://www.kochi-

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

ocuments_co_supervised.html 

 

 

（二）国际留学基金委 CSC 所需申请材料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研究生类）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 邀请信/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4. 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人需提交）  

5. 导师推荐信（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均需提交）  

6. 学习计划（外文）  

7. 国外导师简历  

8. 成绩单复印件（自本科阶段起）  

9.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10.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1.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详情请参看国际留学基金委网站： 

 

* 以上信息为 2021 年度参考内容，2022 年度 CSC 奖学金招生详情请务必浏览官方网页为准。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co_supervised.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co_supervised.html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list_for_csc_kut_application_documents_co_supervis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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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方说明会信息 

 

(一) 说明会时间（北京时间） 

 

① 2021年 11月 18日（周四）CST 15:30~16:30 

② 2021年 12月 2日（周四） CST 18:30~19:30 

 

(二) 说明会在线申请： 

   点击以下网址进行申请，完成在线表格后会获取说明的参加方式。(需要提前预约报名)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outline.html 

 

 

(三) 说明会内容 

        针对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知工科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进行说明。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out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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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络方式 

项目咨询 联络方式 

 

      日本： 

高知工科大学 国际交流课         TEL : +81-887-53-1130 

Address: Tosayamada, Kami City, Kochi 782-8502, JAPAN 

邮箱：international@ml.kochi-tech.ac.jp  

 

 

       中国： 

高知工科大学 CSC-KUT 奖学金项目 中国协作招生办公室（株式会社 Global Education Service) 

邮箱：CSC-KUT@xf-world.org      微信号：lixinli2000  李老师 

 

高知工科大学博士奖学金项目招生官网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 

 

 

 

 

 

 

 

 

 

 

 

 

 

 

 

 

 

mailto:international@ml.kochi-tech.ac.jp
mailto:CSC-KUT@xf-world.org
https://www.kochi-tech.ac.jp/english/admission/csc_kut_scholarship_program/


 

国际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高知工科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 

附件一： 

申请标准参考 

英文水平：TOEFL95,IELTS6.5 

绩点：GPA3.0/4.0 

有发表英文期刊论文/国际学术会议汇报等 

SSP 项目需要参加学校自主命题的测试。 

 

附件二： 

已成功获得 CSC-KUT 奖学金的部分学校名单： 

 

 

 

天津工业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江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