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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董事长 

有山正孝 电气通信大学名誉教授（原校长) 

副董事长  

藤崎聡达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南京大学・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招聘教授 

山胁道夫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福井大学特命教授,东海

大学讲师 

常务董事 

绀野大介 创业支援推进机构理事长，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招聘教授 

永崎隆雄 协会事务局长 原原子力研究开发机构北

京事务所所长  

董事 

有马朗人 日本同位素協会会长、日本科学技术振兴财

团理事长，原文部科学大臣 

安藤亘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井形直弘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伊藤学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冈田雅年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名誉顾问，沈阳金属研究

所名誉教授，原金属材料技术研究所所长 

上坪宏道 (财)本金亮度光科学研究中心副会长 

小松彦三郎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铃木伸  千叶大学名誉教授 

铃木基之  放送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联大

学特别学术顾问·原副校长 

堂山昌男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兰州大学名誉教授 

早川典生 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名誉教授 

宮崎清  千叶大学教授 原副学长 

山冈亚夫 千叶大学名誉教授  

近藤昭彦 千叶大学教授 

中河正胜 KJSNet 社长 

坂田文彦 茨城大学名誉教授，河南大学客人座教授 

曾我文宣 医用原子能技术研究振兴财团调查参与，

NPO 国际综合研究机构副理事长 

监事 

梶井功   (东京农工大学名誉教授·原校长)  

益田隆司  (电气通信大学名誉教授·原校长) 

 

设立宗旨与沿革 
具有悠久文化交流历史的、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由

于蒙受了令人悲痛的 20 世纪前半时期的战争苦难，两

国人民的交往处于断交状态。战后，协会的前辈们为迅

速恢复两国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而努力。他们领先于

两国建交之前，于 1950 年代中期，由日本学术会议·日

中友好协会等单位的支持，开展科技交流活动。当时在

科学技术领域里，推动这项事业的中心人物是以茅誠司

先生・朝永振一郎先生为首的日本学术会议的会员们。 

期间历尽曲折，通过志向相同的有识之士们的关照，

从微细的事情做起。通过派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与中国

相关人士交流，相互的理解和友谊虽然是循序渐进的，

但，结成的友谊是牢靠的。 

 

这些开拓日中交流的先驱者们为了更加稳妥地开展

日中间的学术交流，为了建立核心机构不懈努力，终于

在 1977 年 12 月正式设立日中科学技术交协会。 

  

协会成立近 30 年，不仅向中国派遣许多日本科学

家·技术人员同时还接待了许多去日本的中国科学

家·技术人员并坚持计划·举办许多学术讲演会·日中

联合讨论会等交流活动。 

  

多年来，一直与我协会保持最密切合作的中国机关虽

是中国科学院，但根据需要，我协会与中国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以及

其下属的各学会・大学・研究机关也保持着交流关系。

我协会还经常得到驻日本中国大使馆科学技术处·教育

处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开发政策的推

进，日中两国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方式迎来了新的阶段。 

2006 年 5 月，批准我协会为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协

会体制改革，焕然一新。 

在 2005 年总会上，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化的方針获

得认可。2006 年 4 月 20 日获得東京都的认证、2006 年

5 月 2 日、在東京法務局申请法人設立登記、我協会获

得了法人资格。我协会依然遵照当初成立时的对等·互

惠精神，NGO 的立场，细致地开展科技交流支援活动。

我们愿以创设协会时的对等·互惠精神、历史和传统为

基础，顺应新时代的变化、以新的切入点、加强新的特

定非营利活动理念、广泛开展有利于日中两国人民的交

流事业。 



交流事业的概要 

这个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将日中两国国民作为对象，

开展强化发展两国科学技术交流的事业；通过两国的科

学技术的进步谋求改善两国国民的生活环境；以提高两

国国民的福利和增进睦邻友好为目的，开展以下所述的

特定非营利活动和事业。 

学术的振兴,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科学技术的振兴 

  

（１） 日中两国間的科学技术交流 

  

每当日中两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访华或访日之际，

协会向他们提供信息・介绍・推荐・斡旋等服务。协会

还计划・派遣访华的日本科学技术考察团同时也安排接

待赴日的中国科学技术考察团。 

 

（２） 举办日中科学技术讨论会等会议 

主办或联合举办日中联合讨论会。会议主题将选择在

各个时期，日中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会议规模各不相

同，与会人员 30 位左右也有与会人员多达 200 余名，

会期基本为 2～3 天。 另外，随时主办·联合举办或

赞助其它小规模的讨论会·演讲会等。还随时计划派遣

访华考察团。近几年举办的讨论会·考察团如下所列： 

 

1) 环境水处理讨论会           2014 年 

2) 第四届中日联合电子材料及器件研讨会  2014 年 

3) 第二届中日大学间核燃料循环研讨会   2013 年 

4) 第一届中日联合加速器研讨会      2013 年 

5) 第三届中日联合电子材料及器件研讨会  2013 年 

6) 第 3 次诸语言的音调侧面 2012 年国际讨论会 2012 年 

7) 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核安全防灾交流会 2012 年 

8) 2012 年信号处理国际会议(ICSP 2012)  2012 年 

9) 第 11 届先进能源系材料和核裂变・核聚变工学日中

讨论（联办）             2012 年 

10) 第二届中日联合电子材料及器件研讨会  2011 年 

11) 福岛核电事故意见交换访华团      2011 年 

12) 精加工技术·水处理技术转让访华团   2011 年 

13) 第一届中日联合电子材料及器件研讨会  2010 年 

14) 第 10 届先进能源系材料和核裂变・核聚变工学日中

讨论（联办）京都府宇治市       2010 年 

15)  重庆大学来日            2010 年 

16) 海南岛科学技术部访华团        2010 年 

17)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来日        2009 年 

18) 科学院邀请青年访华团         2009 年 

19)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来日         2009 年 

20) 上海市科技协会来日          2009 年 

21)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来日交流       2009 年 

22) 中国核电制造厂实态调查团       2009 年 

23) 黑龙江 省水利厅的交流(共同主办)     2008 年 

24) AEARU Joint Workshop-ICASS07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Asian Sustainable Society. 

南京，无锡 2007 年 

25) 上海·合肥核电·原子能机构交流团   2007 年 

26) 第９届「先进能源系材料和核裂变・核聚变工学 

日中讨论（联办）    桂林 2007 年 

27) 北京能源关系研究所交流团     北京 2007 年 

28) Eco-Design (清华大共同主办)    北京 2006 年 

29) 信号处理国际会议(共同主办)      桂林 2006 年 

30) 中日科学技术研讨会        东京 2006 年 

31) 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成立访华团    2006 年 

32) 中国环境・能源问题和日中合作展望研讨会 

（主办）東京大学  2006 年 

33) 第三届日中环境讨论会       貴陽 2005 年 

34) 第 8 届「先进能源系统材料和核裂变・ 

核聚变工学日中讨论（联办）  東北大学 2004 年 

35) 调研为了构建循环型社会(主办)贵阳/北京 2003 年 

36) 创建循环型社会(联合举办)    北京 2002 年   

37) 日本生物技术科学技术交流访华团(主办)  北京 2002 年                           

38) 清华大学90周年中日产业合作讨论会(赞助)东京 2001 年 

39) 蛋白质物理学和水和效果讨论会(主办)  东京 1999 年 

40) 日中煤C1化学讨论会(赞助)      藏王町1998 年 

 

（３） 将研究奖金赠给中国留学生 

 

 将慈善人士的捐款作为奖励基金，对中国留学生，对

取得优秀研究成绩的留学生授予奖状，赠给研究奖金和

副奖 10 万日元。自 1987 年至今设置了野上茂吉郎记念

研究奖金、伏見康治研究奖金、高度自动化研究奖金、

天田科学技術研究奖金、有山兼孝记念研究奖金、环境

科学研究奖金、菅野昌義记念研究奖金等各类奖项、截

至 200８年获奖人数达到 112 名。 

 

（４） 出版发行会报·资料·报告等 

 

a) 一年出版四次「日中科学技术」会报，給会员。 

b) 将中国提供的资料翻译成册、随时出版论会的报告并向会

员发行或颁布 

（５） 其他事业 

协会把从国家和其他方面得到的援助资金，用于上

述内容以外的有关日中联合科学技术的交流事業。理

事会认为属于协会事业的事项，执行或给与资金支

持。 

入会指南 
 

无论何人，欢迎赞成协会宗旨的人员入会。 

 

会员种类  赞成法人宗旨并入会的人员 

【正式会员】个人 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的社员 

                       会費年額   10,000円 

【学生会员】 学生・中小学学生及研究生 

会費年額   5,000円     

【赞助会员】 团体  会費年額 每1份100,000円 

                个人    会費年額 每1份   3,000円 

入会的特殊待遇 

 可就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日中交流事業提出建议、

根据理事会的决议可开展交流事业。可参加法人实

施的交流事业。 

 法人持有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可对会员提供、会员

可享受由法人将会员介绍・推荐给中国科学技术机

关的权宜。   

 法人的讨论会可免费参加． 

入会申请 

希望申请为正式会员的人员查阅协会主页： 

http://jcst.in.coocan.jp/ 
 

将入会申请书下载并将填写完毕的入会申请书发至下述传真号码

的传真机上。向理事长申请报名。由理事长发出会员证和交纳会

费通知书。 

 

收件人地址（Email ,传真机号码）： 
 

E mail：jcstea@alpha.ocn.ne.jp 
FAX    ：+81-3-6661-7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