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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命馆学园是日本私立综合学园中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学园

之一，在2020学年迎来了创办150年和学园创立120周年。

　　创立者中川小十郎继承了校祖西园寺公望的“自由主义与国际主

义”精神，旨在创建一所“自由与清新”的学府、即自由且富有进取风

气的学园。

　　这种精神作为立命馆学园的建校精神传承至今，在学园里所有

人的心中延续着。

立命馆的历程

校祖

西园寺 公望
Saionji Kinmochi

创立者

中川 小十郎
Nakagawa Kojuro

1869（明治  2）年 西园寺公望（校祖）创办私塾“立命馆”

1900（明治33）年 中川小十郎创立“私立京都法政学校”

1904（明治37）年 

根据《专门学校令》更名为“私立京都法政大学”

设立大学院系（法学系、经济学系/预科）和专业院系（法律系、行政系、
经济系、高等研究院）

1905（明治38）年
得到西园寺公望对继承“立命馆”之名的许可创立 

“私立清和普通学校”

1913（大正  2）年
大学更名为“私立立命馆大学”

私立清和初级中学更名为“私立立命馆中学”

1922（大正11）年
根据《大学令》升级为“立命馆大学”（旧制）

在大学中设立法学院（法学系、经济学系）、研究院、预科（二年制）

1923（大正12）年 同时设立专业院系（法律系、经济系）

1927（昭和  2）年 在专业院系中设立文学系

1933（昭和  8）年 聘请因京大事件而辞职的18名教师

1938（昭和13）年 设立“立命馆高等工科学校”

1939（昭和14）年
立命馆高等工科学校改组为“立命馆日满高等工科学校” 

（1942年升级为专业院系工学系，增设理学系）

1945（昭和20）年 末川博就任校长

1948（昭和23）年
根据《学校教育法》设立“立命馆大学”（新制）

设立法学院、经济学院、文学院

1949（昭和24）年 设立理工学院（新制）

1950（昭和25）年 设立研究生院（新制）

1952（昭和27）年 将中等教育机构整合为“立命馆高级中学”“立命馆初级中学”

1962（昭和37）年 设立经营学院

1963（昭和38）年 二部（夜校）改组——法学院、经济学院、文学院（人文学系）

1964（昭和39）年 设立二部经营学院，改组二部理工学院，设立基础工学系

1965（昭和40）年
设立产业社会学院

一部（日校）经济学院和经营学院从广小路校区搬迁至衣笠校区

1978（昭和53）年 文学院和二部所有学院从广小路校区搬迁至衣笠校区

1981（昭和56）年
法学院从广小路校区搬迁至衣笠校区

衣笠一网点组建完成

1987（昭和62）年 在理工学院中设立信息工学系

1988（昭和63）年

设立国际关系学院

立命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北大路校舍扩大并迁移至深草校舍， 
开始男女同校

设立京都联合国托存图书馆

1991（平成  3）年 开始立命馆-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办学课程

1992（平成  4）年
设立国际和平博物馆

设立研究生院国际关系研究院

1994（平成  6）年

开设琵琶湖草津校区（BKC），扩大并搬迁理工学院， 
并在理工学院中设立生物工学系、环境系统工学系

改组并扩大信息工学系，设立信息学系

设立政策科学院

通过与宇治学园进行法人合并，设立“立命馆宇治高级中学”

1995（平成  7）年 通过与庆祥学园进行法人合并，设立“立命馆大学庆祥高级中学”

1996（平成  8）年
在理工学院中设立光工学系和机器人工学系

设立人文综合科学学会

1997（平成  9）年 设立研究生院政策科学研究院

1998（平成10）年
经济学院和经营学院搬迁至BKC，开始新发展

设立文理综合学会

2000（平成12）年

创立“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立命馆庆祥初级中学开学

更名为立命馆庆祥高级中学

设立国际学会

改组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学系，设立数理科学系和物理科学系

2001（平成13）年

设立研究生院应用人类科学研究院

设立产业社会学院人类福祉学系

设立文学院心理学系

在文学院哲学系中设置教育人类学专业

设置理工学研究院前沿理工学专业

2002（平成14）年
设立语言学习中心（CLA=Center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在研究生院经营学研究院中设置专业课程

2003（平成15）年

设立研究生院语言教育信息研究院、尖端综合学术研究院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研究生院 
设立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经营管理研究院

立命馆宇治初级中学开学

2004（平成16）年

设立信息理工学院

设立研究生院法务研究院（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院）

在理工学院中设立电子信息设计学系、微机系统工学系、 
建筑城市设计学系

将文学院院系重组为人文学系和心理学系

2005（平成17）年
设立研究生院技术管理研究院（MOT研究生院）

设立立命馆孔子学院



“立命馆”的由来

“立命”两字取自中国的古籍《孟子》尽心篇中的一段，“夭寿不

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为“有人早夭，有人长寿，这

一切都是天命决定的。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努力学习、修身养性，

以待天命，这就是确立正常命运的方法”。

因此，“立命馆”的意思就是人们确立自己正常命运的地方。

1869（明治 2）年  西园寺公望所书的“立命馆”

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

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开设于1992年5月，是世界上第一座由大学

设立的和平博物馆，旨在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并祈愿未来的和平。

休馆期间 ：2021年4月～2023年9月（计划）

电话 ：075-465-8151

装修后的开馆日期一经确定，将在网站上等进行通知。

因装修施工而休馆的通知

2006（平成18）年

开设朱雀校区

设立“立命馆守山高级中学”

设立“立命馆小学”

设立研究生院经营管理研究院

在经济学院中设立国际经济学系，在经营学院中设立国际经营学系

文学院重组并并入人文学系

2007（平成19）年

设立影像学院

立命馆守山初级中学开学

设立研究生院公务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将产业社会学院院系重组为现代社会学系

开设东京校区

2008（平成20）年 设立生命科学院与药学院

2009（平成21）年

文学院人文学系人文综合科学学会 
设置“京都学课程”、“语言交流课程”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亚洲太平洋管理学院更名为国际经营学院

2010（平成22）年 设立体育健康科学院与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

2011（平成23）年
设置国际关系学院“全球研究专业”

设立影像研究院

2012（平成24）年

设立信息理工学研究院

设立生命科学研究院

整合理工学院电气电子工学系和电子光信息工学系 
并重组为电气电子工学系，电子信息设计学系更名为电子信息工学系，
整合机械工学系和微机系统工学系 
并重组为机械工学系

重组文学院的14个专业和课程，设置8个学域、18个专业

2013（平成25）年

在政策科学院中设置“Community and Regional Policy Studies 
（社区与区域政策研究）专业”

与大连理工大学共同 
设立“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2014（平成26）年

设立药学研究院

在文学研究院中设置行动文化信息学专业，重组为2个专业15个研究
方向的体制

立命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深草校区搬迁至长冈京市

2015（平成27）年

开设大阪茨木校区（OIC）

经营学院、政策科学院、经营学研究院、政策科学研究院、 
技术管理研究院、经营管理研究院搬迁至OIC， 
在药学院中设立药品开发学系

2016（平成28）年
设立综合心理学院

平井嘉一郎纪念图书馆开馆

2017（平成29）年

设立研究生院教职研究院（教职研究生院）

在信息理工学院中设立信息理工学系，重组为1个系7门课程制， 
将经济学院重组为经济学系1个系2个专业

2018（平成30）年

设立食品经济管理学院

在国际关系学院中设置“美利坚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联合学位课程”

重组应用人类科学研究院，设立人类科学研究院

合并理工学院城市系统工学系与环境系统工学系， 
重组为环境城市工学系

2019（平成31）年 设立全球教养学院

2020（令和 2）年 在药学研究院中设置药品开发专业硕士课程

2021（令和 3）年 设立食品经济管理研究院



立命馆大学与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海外办事处

Europe

英国（伦敦）

美国（华盛顿DC）

North America

加拿大（温哥华）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韩国（首尔）

泰国（曼谷）

Asia

中国（北京）

中国（上海）

印度（德里）

中国台湾（台北）

ASEAN（河内）

越南（胡志明市）

立命馆大学
大阪茨木校区（OIC）

立命馆宇治初级中学
立命馆宇治高级中学

立命馆初级中学
立命馆高级中学

立命馆大学
朱雀校区

立命馆大学
琵琶湖草津校区（BKC）

立命馆守山初级中学
立命馆守山高级中学

立命馆小学
立命馆大学
衣笠校区 京都市 大津市

琵琶湖

立命馆庆祥初级中学
立命馆庆祥高级中学

立命馆东京校区

立命馆PLAZA名古屋

立命馆大阪梅田校区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

　　立命馆学园源于校祖西园寺公望在年仅 20岁的1869（明治2）

年于京都御苑 中创立的私塾“立命馆”。西园寺公望是日本近代史

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国际派人士。他大力提倡“自由主义”与“国际主

义”，将使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了自己的终身

课题。

　　1900（明治33）年，曾在西园寺任文部大臣时任其秘书的中川

小十郎继承了这种精神，创立了面向社会在职人员的夜校“京都法

政学校”。1913（大正2）年，在得到西园寺的许可后，更名为“私

立立命馆大学”，并提出了“自由与清新”的建校精神和“和平与民

主主义”的教学理念。

　　如今的立命馆学园在北海道、滋贺、京都、大阪、大分都设有校

区，拥有两所大学、四所附属高中、四所附属初中、一所附属小学，

在校学生总数5万人左右，已成为充满个性与国际性的综合学园。

建校以来，立命馆大学的毕业生达42万人左右，立命馆亚洲太平

洋大学的毕业生达 2万人左右。

　　立命馆学园将努力培养优秀的人才，他们应能在扎实的学术成

绩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个性，作为具有正义和道德的地球公

民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学校法人立命馆 理事长与校长寄语

［立命馆学园的构成］

学校法人立命馆
理事长

森岛 朋三
Morishima Tomomi

学校法人立命馆 总校长
立命馆大学校长

仲谷 善雄
Nakatani Yoshio



立命馆学园基本信息

立命馆学园 ｜ The Ritsumeikan Academy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附属学校 ｜ Affiliated Schools

传统

认证评价

认定 / 指定 高中的内部升学率

小学ICT 教育

海外留学协定校（截至2022年4月1日）

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日本版 2022

在籍学生中的 
国际学生占比（2022学年）

日本学生中的 
关东一都六县占比（2022学年）

校友会数

国际协定签订机构（截至2022年5月1日） 国际学生生源国/地区数

设立学校数

创办

152年

学园创立

 122周年

1869（明治 2）年西园寺公望（校祖） 

创办私塾“立命馆”

在经营学与旅游领域

取得国际性认证评价

设立立命馆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等大学和学校
大学 

2
初高中 

4
小学 

1

海外网点数

12个

英国（伦敦）

中国（北京、上海）

中国台湾（台北）

泰国（曼谷）

印度（德里）

ASEAN（河内）

越南（胡志明市）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韩国（首尔）

加拿大（温哥华）

美国（华盛顿DC）

37个 

（28个国家/地区）47.3％

  国际性

第1名

西日本私大

连续5年第1名

163个国家/地区

25.0％

498家

Microsoft
Showcase
School 

75.3％

小学

3
长冈京

14
宇治

5
守山

4
庆祥

11

（建校以来）

立命馆宇治 
高级中学

立命馆庆祥 
高级中学

立命馆宇治 
高级中学

立命馆高级中学
立命馆庆祥高级中学
立命馆守山高级中学

75 个国家/地区



立命馆大学 ｜ Ritsumeikan University

日本国家公务员 
综合岗位合格人数（2022财年）

接收留学生（截至2022年5月1日）

63人  全日本第7名
出处 ：人事院

54人  全日本第5名
出处 ：公认会计士三田会

公认会计士考试 
合格人数（2022财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 
世界大学排名日本版 2022

私大

第8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 
影响力排名 2022

私大

第2名

第4期研究高级化中期计划

以至少10亿日元的校内预算支援25个项目

25个项目  至少10亿日元

先进研究学院“RARA”

任命引领研究高级化的研究员

研究员10人     副研究员10人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2022学年）

分配金额 项目数

私大第4名 私大第5名
出处 ：日本学术振兴会

研究机构

6
研究所

15
研究中心

33
研究网点数

国际协定签订机构（截至2022年5月1日）

463
所大学/机构

68
个国家/地区

大学等掌握的日籍 
学生派遣数（2020学年）

133人  全日本第1名
出处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学院 / 研究院数

16个学院   21个研究院

报考者中的近畿区域外占比

52.2％
（2022学年普招报考者）

※私大 ：日本国内私立大学

校友数 /校友会数

校友数 约39万人

都道府县 

校友会数  52 海外
校友会数  34

学生数（截至2022年5月1日）

本科生 研究生

33,094人 3,731人

女教师人数（2021财年）

298人  全日本第4名

外籍教师人数（2021财年）

146人  全日本第3名
出处 ：大学排名 2023（朝日新闻出版）

大学创业数（2021财年）

87件  私大第5名
出处 ：经济产业省

2,728人 来自77 个国家/ 

地区

QS世界大学排名 2022

私大

第3名



未来是什么？ 

未来是不确定的，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正因为如此，才能自己动手创造。

推动历史的变革，往往始于一个人的意志。 

既然如此，你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那么，你的梦想、冲动、挑战，一切都将带来新的可能性。

这里是通向社会的知识最前沿。 

个性交融，相互磨砺。 

未知的世界就在你面前，时代新动向也即将诞生。 

来吧，来认识一下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你吧。

看一看独自一个人看不到的远方吧。 

去一去独自一个人去不了的明天吧。

无论你的前行道路多么崎岖艰险，这里都有推你一把的力量， 

也有为你的决心点赞的掌声。 

不要犹疑。不要害怕。你就是未来。

■主标语“Futurize.”

展望2030年，未来世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瞬息万变、更难以预测，

且没有正确答案。这样的时代，需要的是面对未来的意志。不能拘泥于传

统的常识、框架及固有观念，甚至要质疑它们，并提出未来的理想状态。制

定该标语的目的是为了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标榜这种态度，不断激励每个人

坚定意志、迎接挑战。同时，也是为了向校外展示立命馆形象、即一所勇于

向理想未来挑战的学园，并在研究和教育两个方面制造向心力。

■中文副标语“你的意志就是未来。”

正因为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所以重要的是，以每个人的个性和价

值观为起点的各种挑战都得到曝光。而且，在这些挑战的协同效应下，将

诞生出前所未有的新价值。为了让立命馆一直以来培养的尊重多样性的文

化不断发展，并鼓励勇于向未来挑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增添了这句副标语。

封面设计中使用的无规律排列方块象征着自由的思维，例如通过跳出旧惯

例、毫不犹豫地独树一帜、勇于尝试转变，不求稳定地迎接挑战等。而作为

所有图像最小单位的点，只始于一个方块，可以不限范围地自由想象无限

可能性，可以说是体现数字时代人类特有可能性的方块。这个使用了方块

的图标没有固定形状，可以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样子。这个图标能让人直观

地感受到立命馆的新标语“Futurize.”及其概念，其中包含了要亲手创造难

以预测的未来的决心。

关于图标关于标语



立命馆大学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立命馆初级中学 / 立命馆高级中学

立命馆宇治初级中学 / 立命馆宇治高级中学

立命馆庆祥初级中学 / 立命馆庆祥高级中学

立命馆守山初级中学 / 立命馆守山高级中学

立命馆小学

立命馆学园简介
2022−23
About the Ritsumeikan Academy

立命馆大学  ［16个学院、21个研究院］

学院 / 研究院、附属学校一览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  ［2个学院、2个研究院］

附属学校

衣笠校区

琵琶湖草津校区（BKC）

大阪茨木校区（OIC）

朱雀校区

5个研究院
经营学研究院

112人

技术管理研究院

155人

政策科学研究院

87人

经营管理研究院
（商学院）

122人

人类科学研究院

231人

7个研究院
法学研究院

46人

文学研究院

186人

尖端综合学术研究院

186人

社会学研究院

132人

影像研究院

21人

国际关系研究院

183人

语言教育信息研究院

71人

7个研究院
经济学研究院

107人

理工学研究院

898人

药学研究院

80人

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

114人

信息理工学研究院

435人

食品管理研究院

40人

生命科学研究院

335人

5个学院
法学院

3,139人

文学院

4,354人

产业社会学院

3,316人

影像学院

685人

国际关系学院

1,454人

4个学院
经营学院

3,312人

全球教养学院

278人

政策科学院

1,684人

综合心理学院

1,156人

7个学院
经济学院

3,242人

理工学院

4,071人

药学院

816人

体育健康科学院

1,030人

信息理工学院

2,019人

食品经济管理学院

1,261人

生命科学院

1,277人

亚洲太平洋学院

2,689人

国际经营学院

2,646人

2个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院

152人

经营管理研究院

66人

2个研究院

学生数 ：13,773人

学生数 ：15,725人

学生数 ：7,137人

学生数 ：5,553人

学生数 ：36,825人

学生数 ：190人

学校法人立命馆
2023年3月发行

2个研究院 法务研究院
（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院）

131人

教职研究院
（教职研究生院）

59人

截至2022年5月1日

※ 计划于2023年 4月设立可持续
发展旅游学院（招生定员350人）

立命馆
初级中学

735人

立命馆
高级中学

1,082人

立命馆宇治
初级中学

536人

立命馆宇治
高级中学

1,203人

立命馆庆祥
初级中学

579人

立命馆庆祥
高级中学

953人

立命馆守山
初级中学

557人

立命馆守山
高级中学

1,047人

立命馆小学

70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