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为人类生存及和平服务的科学，我们是科学者跨领域协同协作
的学会。衷心期待你的加入！
科学，是人类宝贵的知识财产。科学的进步，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宇宙、物质、生命、社会以及人类的认知，还发展了我们的生
产技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社会变革。尽管如此，贫富差距、人权问题、战争以及区域性争端在现下依然存在。人类利用所
拥有的科学技术，还制造了诸如核武器这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空气、海洋、土壤的污染以及气候变动等环境问题，将
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环境这一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要确立新的生命伦理观。如今
的我们，正面对着如此众多棘手的课题，作为科学者，需要在强烈的自觉心和责任感下实现跨领域的合作，才能有有机会更好的着手
去解决这些课题。
正是顺应这样的形势，日本科学者会议（JSA）于 1965 年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得以创建。自创建后，我们跨越了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的边界，吸引了来自日本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学者、教育界人士、技术行业人士、律师、医生、年轻的研究者以及社
会活动家等众多会员共同协作，开展各种研究活动。会员们以都道府县的支部、地域和行业的分会、以及全国规模的研究委员会为单
位，开展日常的活动。作为会员研究交流以及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我们每月发行学会杂志《日本的科学者》
，并且会隔年举行全国规
模的“综合学术研究大会”
，另外每年夏季还会举办面向年青一代科学者的活动。同时，作为科学者的组织，我们也致力于维护并民主
的发展日本的高等教育体质和研究体系，并且与全球的科学者、国际民间团体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积极地沟通与交流。
迄今为止 JSA 与市民共同举行了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诸如：最先进科研成果的普及活动、站在市民视角研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的活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讨会以及市民讲座、废除核武以及环境保护活动等等。特别是在 311 大地震以后当我们面对地震和
核污染的双重威胁时，需要更加关注并着手解决地震与海啸的预防、核污染的清理、放射性废弃物的管理、以及居民的安全、能源问
题、农林水产和地区社会的复兴等课题。
JSA 是一个学会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人类真正的幸福、与市民和相关团体共同以科学为工具探求知识和社会的本来姿态，从而将
科学成果最大贡献于社会。JSA 的会员们一起衷心期待你的加入，共同携手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性课题。

以都道府县各级支部为基础开展全国活动

月刊《日本的科学者》

JSA 在日本全国都道府县各级行政区设有支部，以行业以及区域为单位

JSA 的会刊、月刊《日本的科学者》是横跨了人文、

举行各种研讨会、并与市民团体积极合作，以此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会

社会以及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编辑委员由各领

员的加入和脱离、以及会费的缴纳手续（全国会费及学会杂志为 700 日元/

域的专家组成，每期均会设定一个当下最值得探讨的课

月，另外按需支付各地区支部的会费）均有各地支部负责推动进行，支部

题并由各位专家负责通俗易懂的进行介绍和阐述。

是 JSA 的重中之重。在日本全国目前设有 9 个支部，支部之间也会进行合

数量众多的研究委员会，及以课题为单位的委员会

作举行跨地区的研讨会等活动。

2011 年设有以下委员会
<研究委员会> 濑户内海、思想与文化、中长期气候目标、
公害与环境问题、能源及原子能问题、和平问题、粮食
问题、21 世纪社会论、生命与医学伦理、保健医疗以及
福利问题、地方自治与地区问题、高龄者和残疾人的看
护、复杂系科学、灾害问题、教育政策、311 大地震灾害
问题
<课题委员会> 科技政策、科学者的权利、大学、国公立
考试研究机构、民间企业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年轻一

超过 300 页的综合学术

《日本的科学者》

研究委员会的活动成果

代研究者、女性技术人员及研究者

充实了官方网站、更积极的向学会内外发布信息

研究大会演讲稿集

最新加入了全国各地的活动规划、介绍和《日本的
科学者》的总目录，并且开设了关于原子能灾害的解说
页面以及会员之间交换地震灾害问题信息的功能。

承诺遵守学会章程并且缴纳会费的科学者（研究人员、教
育人员、技术人员、医生、律师、在读研究生以及参与市民运
动的人氏）在获得任意一名 JSA 会员的推荐后均可加入。
支部与市民团体共同举办的活动

支部的例会

1. 以人类的生存和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为目标，通过研究活动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地球的一分子，保护环境并为人类的可持续生存进行研究活动是科学者的社会责任。从各种破坏行为中保护环境、消
除贫困饥饿疾病和社会不平等、实现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实现保障人类丰富生活的社会，为了这些理想进行研究、教育、以
及发动社会参与是 JSA 活动的主干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些，JSA 才会有各方面的科学者跨领域的聚集到一起，在全国以及各个地
区进行各种活动。

共同主办科技政策研讨会“为了消除高

311 大地震和核事故后，在全国各地

学历低收入现象”
（2010 年）

举行了紧急研讨会（2011 年，东京）

JSA 出版的各种出版物

2. 为了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建言和采取行动
当今日本的科技政策以及高等教育政策是以经济效率为着眼点而制定，因此教育及研究机构均受到了竞争和评价制度的束
缚，出于自我管理和以研究教育为目的的运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JSA 本着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反对基于经济形势的科技
发展策略，并与相关团体携手进行谏言和活动，为维护科学者、研究人员以及学生的权利作出努力。这些也是 JSA 活动的另一
主干。
3. 会员间相互协作切磋，提高作为科学者的力量
所属于各个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者被论文数以及研究经费等片面的业务评价指标所束缚和孤立。在可见的领域内即使有所
成果，也很难有机会深入的思考学术及科学本身，成为视野广阔的研究人员，从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科学者的社会意义。
而在 JSA，科学者们充分理解科学的普遍价值和作为科学者的社会责任，并且努力通过跨领域合作，将自身的社会责任具体反映
到研究活动中。这是其它单科学会所不具备的特点。
4. 支持年轻一代研究人员和女性研究人员的成长，传承并发展科学教育活动
JSA 重视并支持青年科学者，与他们共同成长。年轻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人际关系以及规划上有所困惑，而因为繁忙的
研究活动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困惑的不断积累最终发展为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和恶劣的奖学金制度、
非正式雇用的常态化、残酷的竞争和评价制度，更加带来了青年研究者和女性研究者在教育研究活动上的众多困难。
JSA 每年均会举办“年轻一代的夏季学校”
，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从全国聚集，相互介绍自己的研究并且
从老一辈研究人员处得到宝贵的意见，进行关于研究方法和各种社会课题进行的讨论。同时，JSA 内部还设立了青年和女性委员
会。青年、女性、以及非常勤研究人员等处于弱势立场的会员可以通过跨领域、行业、年龄的讨论和合作切磋学术，作为科学
者实现共同成长，这也是 JSA 的特点之一。
5. 与各地区和领域参与科学活动的市民、技术人员、专家共同前进
JSA 坚决反对现代社会中蔓延的非科学、反科学的潮流，以国民能拥有更好的科学精神和适合作为主权者的知识与判断能力
为目标，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实践与改善。因此，活跃于和平、环境、农业、医疗、福利以及人权等各个领域的市
民、技术人员、专家也积极的加入了 JSA 参与全国及地区的活动。另外，众多的退休研究人员也加入。
JSA 主办“年轻一代夏季学校”
。左侧开
始依次为 2004 in 枥木（日光足尾）
、
2005 in 冲绳（在曾经发生大型直升飞机
坠毁事件的冲绳国际大学观望普天间基
地）
、2010 in 福井（参观核反应堆 monju）

日本科学者会议 日本学术会合作学术研究团体/文部科学省登记学会号码 30057
〒１１３－００３４

東京都文京区湯島１－９－１５ 茶州ビル 9 階

电子邮件：mail@jsa.gr.jp

电话：03-3812-1472

传真：03-3813-2363

日本科学者会议章程

4，机构
第 8 条 (1)本会的最高机构为大会，一年一次的定期大会由

以科学帮助人类正确发展，是从事科学事业者共同的责任。

干事会召集举行。在干事会认可的情况下，可召开临时大会。

为了秉承为日本的科学进步、和平独立和民主主义、以及人们

同时，如有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的会员或者支部要求，则必须

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努力的先辈科学者的传统，为了与妨碍科学进步

召开临时大会。

的势力斗争，为了正确发展科学，同时也为了兑现作为科学者的责

(2)大会决定活动方针、预算及会费额度，审核预算，并选举干事及

任，我们跨越了专业和地区，跨越了世界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

会计检查委员。

作为科学者的荣耀和自觉为动力聚集在日本科学者会议这一组织

(3)大会由从支部选出的代议员组成，并且有超过半数的代议员出席方

下。

可举行。大会的决定必须获得出席人员过半的赞成。代议员的选举方

日本科学者会议为每一个会员可以发挥独自的创造性和自主

法在别款另行规定。

性，以民主的方式实现运营。为实现本会的目标，所有会员均有义

第9条

务进行配合。

(2)干事会须有过半数的干事出席方可召开，干事会的决定须获得过半

1，名称

数出席者的赞成。

第1条

本会名称为“日本科学者会议”，总部设于东京都文京区

(1)干事会依据大会决定负责本会的运营。

(3)干事会成员互选代表干事若干名以及常任干事若干名。

汤岛 1-19-5。

(4)代表干事代表本会，并可依据常任干事会的提议每两年召集两次以

2，宗旨及活动内容

上的干事会。代表干事可出席常任干事会。

第2条

本会活动以以下各条为宗旨

(5)常任干事会代行干事会的职责，处理本会日常事务。常任干事会设

(1)致力于日本科学的自主、民主发展及普及。

事务局及事务局长、事务局次长。事务局长和事务局次长由常任干事

(2)维护科学者的生活及权利，致力于改善研究条件和研究组织及

会成员互选产生。

体制的民主化，保护学术研究和思想的自由。

第9条

(3)推动各个科学领域的相互交流以及自主平等的国际交流。

会设《日本的科学者》编辑委员会，设编辑委员长及编辑委员若干名。

(4)抵制将科学用于反社会的行为，致力使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服务，

(2)编辑委员长人选由常任干事会成员互选产生，编辑委员由干事会通

同时致力于国内外的和平、独立、民主主义、社会进步、以及生活

过产生。编辑委员长将加入前条(5)所述事务局。

改善等活动。

第 10 条 本会于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各支部每年举行一次以上的支

(5)培养未来可以担当以上责任科学者，以及富有广阔科学精神的

部大会支部干事由支部大会选出，支部代表干事若干名由支部干事会

青年。

成员互选产生。

第3条

本会为了达成以上目标，进行以下活动。

第 2 款 (1)为进行会刊《日本的科学者》的编修工作，干事

第 11 条

支部原则上按照地域及工作单位设分会（或班）。

(1)学会刊物及其他出版物的发行 (2)举办研究会、研讨会、演讲

第 11 条

第 2 款 为了促进支部间的联络、协调，以及针对解决地域

会 (3)进行与海外的学术交流 (4)为达成活动目标而必要进行的

共同课题的活动，经大会决定可设特定的地区开展活动。

其它活动

第 12 条

3，会员

员会。同时，为研究科学者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课题，本会可

为更好的研究科学上的课题，本会在全国及各支部设研究委

第4条

本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全国单一组织。

设以课题为单位的课题委员会。各委员会在运营上的职责由各干事会

第5条

本会以承认章程并缴纳会费、且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士（研

担任。

究人员、教育人员、技术人员、医生、律师、大学研究生等）为会

第 13 条

员。入会需得到任意一名会员的推荐以及所属支部的承认。

由干事会从对本会的创立及发展做出贡献的科学者中选出并推荐，由

第6条

会员可参加本会的所有活动，并获得会刊。

大会批准决定。

第7条

如会员违反本会宗旨 、或拖延缴付会费一年以上，经

5，资金

支部决定，将失去会员资格。如对于该决定存在异议，可

第 14 条

向干事会提出抗议。

6，附则
第 15 条

为了征求关于本会重大事项的意见，本会设参与职务。参与

本会的资金来自于会费、活动收入以及捐款。

本章程内容的更改须经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大会出席者赞成。

（本章程于 1965 年 12 月 4 日创立发起人大会上得到制定和批准，并
于同日实施。于第 5 次、第 10 次、第 24 次、第 30 次、第 32 次、第
36 次、第 39 次大会进行局部修订）

-------------------------------------------------------------------------------------请填写以下表单内容并提交给各支部事务局

入会申请书

或全国事务局。也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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