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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初年次専門科目 

科目コード 科目名 単位数 開講 Q 対象学院 担当教員 

XIP.A101 理学院リテラシ 1-0-0 1Q 理学院 ゜佐藤(文)，各教員，※須田 

XIP.A102 理学院専門基礎 2-0-0 3～4Q 理学院 ゜佐藤(文)，各教員 

XEG.B101 工学リテラシーI 0.5-0.5-0 1Q 工学院 ゜齊藤(卓)，田中(博)，吉岡，

阪口(基)，桃園，安井，  

松下(真)，伏信，村上(陽)，

岩﨑，藤井(勇)，岩﨑(孝)， 

田口(大)，星井，髙村， 

雨宮，横式，李(尚)，篠﨑，

中原，松本(隆)，髙橋(篤)，

原(祐)，永井，劉(載)， 

吉村(奈)，神宮司，李(冬)，

顧，福田(恵)，河﨑，三平， 

大西(有)，土田(崇)，倉元，

土方，金，西田(佳)，干場 

XEG.B102 工学リテラシーII 0.5-0.5-0 2Q 工学院 ゜三平，土方，大西(有)， 

土田(崇)，倉元，金， 

西田(佳)，干場，田中(博)，

吉岡，阪口(基)，桃園，安井， 

齊藤(卓)，松下(真)，伏信，

村上(陽)，岩﨑，藤井(勇)， 

岩﨑(孝)，田口(大)，星井，

髙村，雨宮，横式，李(尚)，

篠﨑，中原，松本(隆)， 

髙橋(篤)，原(祐)，永井， 

劉(載)，吉村(奈)，神宮司，

李(冬)，顧，福田(恵)，河﨑 

XEG.B103 工学リテラシーIII 0.5-0.5-0 3Q 工学院 ゜篠﨑，顧，中原，松本(隆)，

髙橋(篤)，原(祐)，永井， 

劉(載)，吉村(奈)，神宮司，

李(冬)，福田(恵)，河﨑， 

三平，大西(有)，倉元， 

土田(崇)，土方，金， 

西田(佳)，干場，田中(博)，

吉岡，阪口(基)，桃園，安井，

齊藤(卓)，松下(真)，伏信，

村上(陽)，岩﨑，藤井(勇)，

TRAN(G)，白根，當麻， 

後藤(高)，荒井(慧)， 

和田(有)，川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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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コード 科目名 単位数 開講 Q 対象学院 担当教員 

XEG.B104 工学リテラシーIV 0.5-0.5-0 4Q 工学院 ゜岩﨑，藤井(勇)，TRAN(G)，

白根，當麻，後藤(高)， 

荒井(慧)，和田(有)，川那子， 

篠﨑，中原，松本(隆)， 

髙橋(篤)，原(祐)，永井， 

劉(載)，吉村(奈)，神宮司，

李(冬)，顧，福田(恵)，河﨑，

三平，大西(有)，倉元， 

土田(崇)，土方，金， 

西田(佳)，干場，田中(博)，

吉岡，阪口(基)，桃園，安井，

齊藤(卓)，松下(真)，伏信，

村上(陽) 

XMC.A101 物質理工学リテラシ 0.5-0.5-0 1Q 物質理工学院 ゜中嶋，林(幸)，※田村(佳) 

XMC.A102 物質理工学概論 A 1-0-0 2Q 物質理工学院 ゜中嶋，林(幸)，斎藤， 

上田(光)，山中，田中(克)，

中田(伸)，大場，荒井(創)，

塚原，北本，山口(猛)， 

伊原 

XMC.A103 物質理工学概論 B 1-0-0 3Q 物質理工学院 ゜中嶋，林(幸)，原田(琢)，

淺井，山口(猛)，戸木田，

VACHA，宮内，松本(英)， 

※桑江，田中(浩) 

XMC.A104 物質理工学概論 C 1-0-0 4Q 物質理工学院 ゜中嶋，林(幸)，清水(亮)，

林(智)，石曽根，下山， 

田中(浩)，扇澤，早水， 

河村(憲) 

XCO.A101 情報理工学リテラシー 1-0-0 1Q 情報理工学院 関嶋，井上(中)，金﨑， 

中野(張)，土岡 

XCO.B101 情報理工学基礎 1 1-0-0 2Q 情報理工学院 井上(中) 

XCO.B102 情報理工学基礎 2 1-0-0 3Q 情報理工学院 井上(中) 

XCO.B103 情報理工学基礎 3 1-0-0 4Q 情報理工学院 三好，梅原，山下,土岡 

XLS.B101 最先端生命研究概論【生命理

工学院】 

1-0-0 1Q 生命理工学院 ゜三浦(裕)， 

初年次担当主任，太田(啓)，

西山，伊藤(武)，福居，加納，

大隅，※柳 

XLS.B104 国際バイオ創造設計【生命理

工学院】 

0-1-0 4Q 生命理工学院 ゜松田(知)，鈴木(崇)，

TAKAHASHI，Whittier，星野 

XLS.B105 生命理工学院リテラシ 0-2-0 2～3Q 生命理工学院 ゜山口(雄)，田中(幹)，白木，

星野，藤井(正)，長田，赤間，

宮下，山田(拓)，野澤(佳)，

清尾，松田(知)，藤枝(俊)，

丸山(厚)，西山，森(俊)， 

山本(直)，田中(寛)， 

中村(信)，小倉(俊)， 

吉田(啓)，川上，藤田(尚)，

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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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コード 科目名 単位数 開講 Q 対象学院 担当教員 

XES.A101 環境・社会理工学院リテラシ 1-0-0 1Q 環境・社会理

工学院 

゜鍵，村山，阿部(直)， 

横山(裕)，髙橋(章)，※利穂， 

※小泉(幸) 

XES.A102 環境・社会理工学院専門基礎

１ 

1-0-0 2Q 環境・社会理

工学院 

゜安田(幸)，花岡，村山， 

藤井(晴)，山﨑(鯛)， 

齋藤(潮)，室町 

XES.A103 環境・社会理工学院専門基礎

２ 

1-0-0 3Q 環境・社会理

工学院 

゜千々和，竹内(徹)，西村，

髙橋(邦)，髙橋(章)，秋田，

佐々木(栄) 

XES.A104 環境・社会理工学院専門基礎

３ 

1-0-0 4Q 環境・社会理

工学院 

゜錦澤，鍵，髙木(泰)，鼎，

吉村(千)，藤井(学)， 

中村(隆)，大風 

 

（ 123 ） 

Ⅹ 系専門科目（200,300番台） 

数学系 

科目コード 科目名 単位 開講 Q 担当教員 

MTH.A201 代数学概論第一 1-1-0 1Q ゜内藤，鈴木(正)，皆川 

MTH.A202 代数学概論第二 1-1-0 2Q ゜内藤，鈴木(正)，皆川 

MTH.A203 代数学概論第三 1-1-0 3Q ゜谷田川，皆川，若林(泰) 

MTH.A204 代数学概論第四 1-1-0 4Q ゜谷田川，馬，皆川 

MTH.A211 線形空間論第一 1-0-0 1Q 田口(雄) 

MTH.A212 線形空間論第二 1-0-0 2Q 田口(雄) 

MTH.A301 代数学第一 1-1-0 1Q ゜加藤(文)，若林(泰) 

MTH.A302 代数学第二 1-1-0 2Q ゜加藤(文)，若林(泰) 

MTH.A331 代数学続論 2-0-0 3Q 田口(雄) 

MTH.B201 位相空間論第一 1-1-0 1Q ゜KALMAN，河井 

MTH.B202 位相空間論第二 1-1-0 2Q ゜KALMAN，河井 

MTH.B203 位相空間論第三 1-1-0 3Q ゜遠藤(久)，河井 

MTH.B204 位相空間論第四 1-1-0 4Q ゜遠藤(久)，河井 

MTH.B211 幾何学概論第一 1-0-0 3Q 山田(光) 

MTH.B212 幾何学概論第二 1-0-0 4Q 山田(光) 

MTH.B301 幾何学第一 1-1-0 1Q 本多 

MTH.B302 幾何学第二 1-1-0 2Q 本多 

MTH.B331 幾何学続論 2-0-0 3Q 服部 

MTH.B341 位相幾何学 2-0-0 4Q 野坂 

MTH.C201 解析学概論第一 1-1-0 1Q ゜隠居，三浦(達) 

MTH.C202 解析学概論第二 1-1-0 2Q ゜隠居，三浦(達) 

MTH.C203 解析学概論第三 1-1-0 3Q ゜隠居，坂本(祥) 

MTH.C204 解析学概論第四 1-1-0 4Q ゜隠居，坂本(祥) 

MTH.C211 応用解析序論第一 1-0-0 3Q 小池(開) 

MTH.C212 応用解析序論第二 1-0-0 4Q 小池(開) 

MTH.C301 複素解析第一 1-1-0 1Q 藤川 

MTH.C302 複素解析第二 1-1-0 2Q 藤川 

MTH.C305 実解析第一 1-1-0 1Q 小野寺 

MTH.C306 実解析第二 1-1-0 2Q 小野寺 

MTH.C331 複素解析続論 2-0-0 4Q 藤川 

MTH.C341 微分方程式概論第一 1-0-0 1Q 二宮 

MTH.C342 微分方程式概論第二 1-0-0 2Q 二宮 

MTH.C351 函数解析 2-0-0 3Q 小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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