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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标识创意源自日本神话中象征黎明的神鸟“长鸣鸟

（Naganakitori）”，于 1938 年由东京美术学校和田三造教

授设计创作。据《古事记》记载，为了打开天石窟之门，智慧

之神思金神（Omoikane）召唤永生长鸣鸟在门前啼鸣。昭和

天皇在诗作“夢さめて我が世を思ふ 暁に長鳴き鳥の聲ぞ聞こ

ゆる”（大意：拂晓梦醒，长鸣鸟啼，感怀天下）中也曾提及

长鸣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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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日本学术振兴会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法》

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成立，是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独立行政法人。建会至今，本会锐意进取，资

助科研创新，培养科研人才，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广泛开展了各类学术振兴活动。

1932 年 12 月，依托于昭和天皇赐予文部大臣的 150 万日元，财团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正式创建。

1967 年 9 月，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法》，本会改为特殊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2003 年 10 月，根据《独

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法》，为了更加灵活、高效地运作科研基金，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人员及科

研机构，本会改制为独立行政法人。

作为肩负日本学术振兴重任的唯一的科研经费资助机构，本会深知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今后，

本会将继续与国内外大学等科研机构以及各国学术振兴机构开展合作，全力支持人文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所有领域的勇于开拓、探索新知的科研人员，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

为了加强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本学术振兴会在 9 个国家设立了 10 所海外代表处。

北京代表处自 2007 年成立至今，以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为己任，与中国学术振兴机构及大学等科研机构

通力合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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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振兴会（学振）的 2021 年度预算 (※) 为 2,678 亿日元，包括运营经费 272 亿日元，由国库拨

付的科学研究费项目经费 1,397 亿日元、科技人才培养项目经费 11 亿日元，由国家财政筹措的基金项目经费

990 亿日元等费用。

主要项目的预算如下图所示，预算总额的 99.9％由政府拨付。

※ 预算额为各项目的预计支出金额。

JSPS的预算

预算变化

科研资助基金项目

受托项目等

国际学术交流战略促进项目

科研人才培养项目

科学研究费项目

运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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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预算 理事及职员人数
（单位：亿日元）

内    容 金额

运营经费 272
科研人员资助项目 191
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59
学术应用研究项目 7
学术系统研究中心 6
运营管理 9

科学研究费项目 1,397
科技人才培养项目 11
受托项目等 8

研究基地项目
大学改革项目
国际化基地项目
国际研究基地项目
捐款
受托项目

科研资助基金项目 990
合　　　　　　　　　计 2,678

※科研资助基金设立于2011年度（2021年度为990亿日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理事 5 5 5 5 5
专职职员 166 163 175 161          167

※各年度4月1日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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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费项目标识

核心项目：科学研究费项目（科研费）

宗旨 · 目的

特点

科学研究费项目（科研费）是一项竞争性科研

资金，主要用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所

有领域中具有独创性、先驱性的研究，为振兴日本

学术做出贡献。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grants/

（1）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竞争性资金

科研费的 2021 年度预算为 2,377 亿日元

该项目是科学研究费项目的子项目，项目形式分为“国际引领研究”、“国际共同研究强化（A）”、“国

际共同研究强化（B）”、“归国发展研究”，全面推动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

https://www.jsps.go.jp/j-grantsinaid/35_kokusai/index.html

2021年度科学研究费项目（科研费）研究科目体系

“基础研究” 科目群 “学术变革研究”科目群

“基础研究（S・A・B・C）” 

“青年学者研究” “研究启动资助”

“青年学者研究”科目群

“特别促进研究”

“学术变革领域研究（A・C）”

“挑战性研究（开拓・萌芽）”

推动已经进行了长期积累的科

研领域的深化与发展，打造稳

固科研平台的科目群。

重视科研课题的新颖性与先进性，

推动学术体系及方向的变革与转换，

引领开拓新领域的科目群。

为青年学者创造独立研究、

不断成长的机会，未来可以

顺利递升至“基础研究”的

科目群。

        

※本图按照各研究科目资助上限金额排序，是资助数量及其相应规模的示意图，与各研究科目的作用、不同资助对象的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无关。
※本图为科研费项目主要科目体系的示意图。
※学术变革领域研究（A・C）设立于2020年度。

（包括基金化项目中今后年度部分），占日本竞

争性科研资金总额的一半以上。

（2）资助对象涵盖所有领域

资助对象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

的所有领域。

（3）重视科研人员的自由构想

资助科研人员开展源于自由构想且具有独

创性、先驱性的研究。

（4）公平及公正的评审

8,000 余名科研人员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审。

（5）应对科研人员的需求

采用灵活的经费运作方式，允许科研人员

将经费结转至下一年度使用。

国际共同研究加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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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博士学位6年以内                                                   学术骨干                                              教授

  【外籍聘用研究员（访问学者）项目】                                    
【外籍特别研究员（博士后）项目】

1～2年
长期

2～10个月

短期

14～60天

日本学术振兴会针对不同的研究形式及规模实施了外籍研究员项目、大型研究项目、研究基地项目、双边

交流项目等国际交流项目。各项目均有中国机构与学者参与及入选。

外籍研究员项目

主要国际交流项目

该项目面向曾经入选过外籍特别研究员项目等项目的 JSPS 同学会会员，旨在鼓励并支持各位会员与日

方研究人员开展合作，为学术研究领域合作关系的建立、发展及深化助一臂之力。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txhch/bridgech-2022.htm        ※2022 年度入选情况（中国同学会）：5 名

外籍研究员“桥”项目（BRIDGE Fellowship Program）

◆ 外籍特别研究员项目

该项目为海外青年研究人员在日本大学等研究机构接

受日方导师指导并从事共同研究提供资助。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fellow/

资助领域 ：

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资助金额 ：

■ 机票 ：往返国际机票（按本会相关规定）

■ 海外旅行保险

■ 旅居费 ：每月 362,000 日元（约 21,300 元） 

■ 赴日临时费用 ：定额 200,000 日元（约 11,800 元）

※  2021 年度全球录取情况如下 ：

（第 1 次）申请人数 1035 名、录取人数 115 名、

录取率 11.1%%

（第 2 次）申请人数 1125 名、录取人数 115 名、

录取率 10.2%%

·   中国学者录取人数 ：73 名

◆ 外籍聘用研究员项目

该项目为海外学术骨干及教授级研究人员提供短

期或长期赴日的机会，邀请他们与日本研究人员进行

研讨、交流意见、发表演讲，以及就特定研究课题开

展共同研究。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inv/

资助领域 ：

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资助金额 ：

■ 机票 ：往返国际机票经济舱（按本会相关规定）

■ 海外旅行保险

■ 短期项目旅居费 ：每天 18,000 日元

（约 1,060 元）

■ 长期项目旅居费 ：每月 387,600 日元

（约 22,800 元）

※  2021 年度全球录取情况如下 ：

短期 ：（第 1 次）申请人数 153 名、录取人数 70 名、

录取率 45.8%

（第 2 次）申请人数 109 名、录取人数 50 名、

录取率 45.9%

长期 ：申请人数 160 名、录取人数 60 名、录取率 37.5％

·   中国学者录取人数 ：19 名（长期 6 名、短期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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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日本与世界各国研究教育机构之间的

双向交流，该项目通过“共同研究”、“研讨会”、“科

研人员交流”的形式，为日本及国际公认重要的尖

端研究课题、或者有助于解决地区问题的研究课题

提供资助。项目形式分为两种：“A. 尖端基地建设型”、

“B. 亚非学术基础建设型”。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c2c/

尖端基地型 亚非学术基础型

资助金额
每项每年度

1,800 万日元以内
每项每年度

800 万日元以内

资助时间 最长 5 年 最长 3 年

研究基地项目（Core-to-Core）

根据日本学术振兴会与各国签署的备忘录，该

项目为科研人员个人之间的交流发展成为双边科研

小组的长期合作提供资助。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bilat/

合作机构 中国科学院（CAS）

资助领域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合作方式 共同研究 研讨会

资助数量 3 2

资助时间 3 年 1 周以内

合作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资助领域 人文学、社会科学

合作方式 共同研究

资助数量 1

资助时间 1 年～ 2 年 9 个月

合作机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

资助领域 自然科学

合作方式 共同研究 研讨会

资助数量 10 4

资助时间 2 年 9 个月 1 周以内

※2020 年度入选情况（中国）：共计 17 项

为了顺应学术交流活动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本

项目致力于加强与国外机构的交流合作，为日本优

秀学者与国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搭建平台，为青年

学者提供更多钻研进修的机会。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bottom/

合作机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

资助领域 Sustainable Remediation（2019 年度）

资助金额 每项每年度 1000 万日元以内

资助时间 5 年

双边交流项目（共同研究·研讨会）

国际共同研究（JRP with NSFC）

为了在亚洲推动以日本、中国、韩国的科技合

作为核心的高水平科研活动，三国的核心学术振兴

机构首脑齐聚一堂，就各国的科技政策动向及国际

合作的方式方法进行直接对话。该会议自 2003 年以

来每年举办一届，由该会议倡导的日中韓前瞻项目

及东北亚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

日中韩学术振兴机构首脑会议（A-HORCs）

该项目由日本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以及三国

的研究教育机构联合实施，旨在通过开展高水平科

研、地区问题研究、培养优秀青年研究人员等活动，

在亚洲建立起以中日韩三国为主导的、国际一流的

研究教育基地。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foresight/

实施课题

2020 年度 ：IoT with Intelligence
2019 年度 ：Nuclear physics in the 21st

 century
2018 年度 ：Emerging Materials Innovation

资助金额 每项每年度 5.000 万日元以内

资助时间 最长 5 年

日中韩前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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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

伦敦
波恩

斯特拉斯堡 开罗

内罗毕

北京

曼谷

东京本部

华盛顿

圣保罗

旧金山

GRC（Global Research Council）是世界各

国学术振兴机构首脑共商科技发展方略的论坛，旨

在通过国际合作有效提升科研质量，解决单一国家

难以应对的全球性课题。该论坛于 2012 年由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NSF）倡议创立，每年分别举办一

次年度会议及作为其筹备会议的地区会议。日本学

术振兴会是该论坛的创始成员之一并且每届均参会。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grc/

为了培养肩负亚太及非洲等地区科技发展重任

的青年学者并帮助他们建立彼此之间交流合作关系，

该大会为从各国选拔的优秀研究生提供与以诺贝尔

奖得主为首的著名学者亲密交流的机会。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hope/

为了加强日本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学术交流，日

本学术振兴会在九个国家设立了十家海外代表处，

在巴西圣保罗设置了顾问。

https://www.jsps.go.jp/english/about_us/overseas_office.html

 为了增进参与过 JSPS 国际交流项目的外籍研

究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友谊，日本学术振兴会为外

籍研究员搭建了交流平台。现在，已有 20 个国家相

继成立了 JSPS 同学会。各国同学会通过举办学术

研讨会等活动及发行通讯等刊物，既能积极推动所

在国家与日本的学术交流，也可吸引更多的青年学

者赴日深造。

https://www.jsps.go.jp/english/e-plaza/20_alumni.html

为了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推动国际共同

研究的开展，日本学术振兴会创建了面向科研人员

和科研支撑人员的社交网站“JSPS-Net※” 

※JSPS-Net（JSPS Reseachers Network）

https://www-jsps-net.jsps.go.jp

发布各海外代表处收集的各国学术动向等信息。

https://www-overseas-news.jsps.go.jp/

全球研究理事会（GRC） 外籍研究员同学会

希望大会

海外代表处

科研人员数据库

海外学术动向向门户网站

第 11 届会议（2019.3.4-8、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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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S 北京代表处与上述中国机构开展合作，

在中国各地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ythch/ythch.htm

2010 年 11 月， 由 JSPS 外 籍 研 究 员 组 成 的

JSPS 中国同学会正式成立。JSPS 北京代表处担任

同学会的秘书处工作，协助同学会开展学术研讨会、

项目说明会等各项活动。

截至 2022 年 5 月的会员人数 ：1,376 名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txhch/clzzch.htm

中日学术研讨会

JSPS 中国同学会

日本学术振兴会与中国科学技术及教育领域的五

家政府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JSPS 北京代表处

致力于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

交流活动（机构名称按交流开始时间顺序排列）。

中国科学院（CAS）【197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1980 年】

中国教育部（MOE）【1981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1996 年】

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2001 年】

中日学术振兴机构合作

北京代表处活动内容

第 8 届 CASS-JSPS 学术研讨会
（2019.6.27、北京）

学术研讨会（ 2019.9.9、兰州）

学术研讨会（2020.11.21、南京）

项目说明会（2019.6.13、喀什）

项目说明会（2019.11.19、杭州）

年会（2019.11.2-3、南京）

第 7 届 NSFC-CAS-JSPS 学术研讨会
（2019.10.12、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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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日本学者联谊会

支持日本大学等机构的国际交流活动
希平会（日中高等教育交流联络会）

加强中日机构交流合作

■共同使用办公室

欢迎有意设立海外窗口的日本大学等机构入驻

JSPS 北京代表处。

截至 2022 年 5 月入驻的日本大学 ：

一桥大学

北京代表处通过网站、通讯《学思》等渠道发

布最新学术信息。

调研报告 ：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ywjsjp/sjfbxsxxjp.htm

《学思》：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dzzzjp/qkmljp.htm

刊物 ：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dbcgyjp/fxkwjp.htm

JSPS 北京代表处与日本大使馆及日本大学等

机构的驻华代表处通力合作，举办留学说明会、论

坛等交流活动。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indexch.jsp

JSPS 北京代表处与设立了驻华代表处的日本

大学等机构开展合作，定期就中日两国的教育、科

研交换意见。

希平会（日中高等教育交流联络会）的命名来

源于希平会成员所遵循的“希求和平”这一国际交

流的基本理念，是由在中国拥有事务所、联络处、

同学会的日本大学、政府机构以及研究所组成的联

谊团体。

希平会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壮大，没有在中国开

设代表处的日本大学、机构也可以作为观察员会员

参与希平会活动的企划与实施。

■ 参加大学·机构（截至 2022 年 5 月）

【大学】41 所

【机构】6 家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xphch/gyxphch.htm

JSPS 北京代表处积极致力于构筑在中国的大

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科研工作的日本学者之间相

互交流的平台。

https://www.jsps.org.cn/jspsbj/site/rbrch/rbrdlch.htm

日本留学展 2021 in Tashken（2021.8.19-25、线上）

九州智连产学合作联盟交流会（2022.1.15、线上）

JASSO 日本留学精品线上教育展（2022.3.19-20、线上）

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协办活动（2021.10.23-24、北京）

例会（2021.9.29、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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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北京代表处活动介绍

主办活动

日期 活动 地点

2020.11.21 JSPS 中国同学会江苏分会活动 南京大学

2022.1.20 BRIDG Fellowship Program 评审会议 JSPS 北京代表处会议室

协办／参加活动

日期 活动 地点

2021.3.20 第 15 届日语作文演讲比赛（主办：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

2021.3.20 《日本概况》修订会议（主办：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

2021.5.22 第 7 届日语作文演讲比赛（主办：广岛大学） 线上

2021.8.19-25
日本留学展 2021 in Tashkent
（主办：名古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事务所）

线上

2021.9.29 希平会（日中高等教育交流联络会）例会（主办：希平会） 线上

2021.10.23-24
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协办活动
（主办：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

2021.10.29 第 7 届冈山杯日语演讲比赛（主办：冈山大学） 线上

2022.1.15
九州智连产学合作联盟交流会·第 5 届九州大学
中国校友会年会（主办：九州大学）

线上

2022.3.5 第 16 届日语作文演讲比赛（主办：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 线上

2022.3.19-20 日本留学精品线上教育展（主办：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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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t

西  

三  

环  

北  

路

北 北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外文大厦A座 404室

JSPS 北京代表处

国际财经中心

世纪经贸大厦

北京工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北洼东街

地铁6号线花园桥站
A（西北）出口

车公庄西路玲珑路 花园桥

B1

C

B2

D2

D1

西  

三  

環  

北  

路

首都師範大学

中国外文大厦 A 座 404 室
JSPS北京研究連絡センター

国際財経中心

世紀経貿大厦

北京工業大学
継続教育学院

北洼東 街

地下鉄6号線花園橋駅
A（西北）出口

車 公 庄 西 路玲 瓏 路 花 園 橋

B1

C

B2

D2

D1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北京代表处日本学术振兴会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 号　中国外文大厦 A 座 404 室

邮编：100089

Tel: +86-10-8882-4331 Fax: +86-10-8882-4332
E-mail: beijing@jsps.org.cn URL: www.jsps.org.cn

所长 山口英幸                         副所长 成濑雅也 

职员 江岸、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