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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據點

30,750
學生人數

大學生&研究生

1886-2020

1,100
留學生人數

740
教師人數

680
全職員工人數

大學
面對現實課題，「考動」還原社會的13學院。

研究所
在最新教育環境和研究體制下學習

的13個研究科以及2個專業研究所。

■法學政治學科

法學院

■綜合人文學科
英美文學英語學組╱英美文化組╱國語日本文學組╱哲學倫理學組╱

比較宗教學組╱藝術學美術史組╱法國學組╱德國學組╱日本史與文化遺產學組╱

世界史組／地理學與地區環境學組╱中國學組╱教育文化組╱初等教育學組╱心理學組╱

資訊文化學組╱影像文化組╱文化共生學組╱亞洲文化組

文學院

■經濟學科
經濟理論組／金融與會計組／公共經濟組／歷史與社會組／産業與企業經濟組／國際經濟組／
統計與資訊處理組

經濟學院

■商學科 
流通組╱金融組╱國際商務組╱管理組╱會計組

商學院

■社會學科
社會學組╱心理學組╱傳媒組╱社會系統設計學組

社會學院

■政策學科 國際政治經濟組╱政治與政策組╱地區與行政組╱組織與經營組
■國際亞洲法政策學科

政策創造學院

■外語學科

外語學院

■人類健康學科
體育與健康組／福祉與健康組

人類健康學院

■綜合資訊學科

綜合資訊學院

■安全管理學科

社會安全學院

■數學科  ■物理與應用物理學科 基礎物理與計算物理課程╱應用物理課程

■機械工學科 機械科學課程╱機械系統課程

■電氣電子資訊工學科 電氣電子工學課程╱資訊通信工學課程╱應用資訊工學課程

系統理工學院

■建築學科

■城市系統工學科　城市公共建設設計課程╱社會系統規劃課程

■能源環境工學科　能源工學課程╱環境化學課程

環境城市工學院

■化學與物質工學科 材料科學課程╱應用化學課程╱生物分子化學課程

■生命與生物工學科 生命科學課程╱生物工學課程

化學生命工學院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法學與政治學組

法学部法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
綜合人文學組　英美文學英語學課程╱英美文化課程╱日本文學課程╱哲學課程╱
　　　　　　　藝術學美術史課程╱日本史學課程╱世界史學課程╱德國文學課程╱
　　　　　　　法國文學課程╱中國文學課程╱地理學課程╱教育學課程╱文化共生學課程╱
　　　　　　　影像文化課程

［博士課程］
綜合人文學組　英美文學英文學課程╱日本文學課程╱哲學課程╱史學課程╱德國文學課程╱
　　　　　　　法國文學課程╱中國文學課程╱地理學課程╱教育學課程

法学部文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經濟學組

法学部經濟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商學組

法学部商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社會學組╱社會系統設計組╱大眾傳播學組

法学部社會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社會資訊學組╱知識資訊學組　［博士課程］綜合資訊學組

法学部綜合資訊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
系統理工學組　數學領域╱物理與應用物理學領域╱機械工學領域╱電氣電子資訊工學領域 
環境城市工學組　建築學領域╱城市系統工學領域╱能源環境工學領域 
化學生命工學組　化學與物質工學領域╱生命與生物工學領域

［博士課程］
綜合理工學組　數學領域╱物理與應用物理學領域╱機械工學領域╱電氣電子資訊工學領域╱
　　　　　　　建築學領域╱城市系統工學領域╱能源環境工學領域╱化學與物質工學領域╱
　　　　　　　生命與生物工學領域

法学部理工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文化交涉學組

法学部東亞文化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管理學組

法学部管理研究科

［碩士課程］心理學組╱心理臨床學組 (遞出設置申請中)　［博士課程］心理學組

法学部心理學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防災與減災學組

法学部社會安全研究科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人類健康學組

法学部人類健康研究科

法科研究所（法務研究科法律界人士養成組）

法學未修者（3年修了）課程／法學既修者（2年修了）課程

法学部會計專職研究所（會計研究科會計人員養成組）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外語教育學組

法学部外語教育學研究科

印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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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大學

（截至2019年5月）

印度尼西亚
1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b5/department/agreement.php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
b5/research/overseasbase.php

●日本-EU研究中心

●上海辦事處

●曼谷事務所

●台灣事務所

●北京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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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春季學期入學（4月入學） 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大 學

■報名資格（9月招生與11月招生相同）　符合以下（１）～（４）所有條件者

（１）具有外國國籍者。

（２） 於國外完成或預定完成一般 12 年學校教育者（包含因跳級而未滿 12 年者）。

※有時亦接受完成或預定完成其他學校教育者報名，詳情請詳閱「入學考試須知」第3頁之報名資格。

（３） 報考各學院指定之日本留學考試與其他測驗的科目。

【9月招生】

〈法學院〉◆2019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

〈文・社會・綜合資訊學院〉◆2018年度第2回（11月份考試） ◆2019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

〈經濟學院〉◆2017年度第2回（11月份考試）◆2018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

　　　　　      ◆2018年度第2回（11月份考試）◆2019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

【11月招生】
◆2019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 ◆2019年度第2回（11月份考試）

（４） 可提出各學院指定之外語檢定考試的分數或級數者

　　 〈僅限文・經濟・商・社會與人類健康學院〉

　　　　※僅限過去2年內取得的成績。TOEFL ITP®、TOEIC® L&R IP不納入參考。

■入學考報名費　　35,000日圓

■招生時間・報名時間・考試日期・合格公告日期（2020年4月入學）

招生學院 招生時期 選拔方式 考試

學院 學科 9月 11月 日本留學考試（EJU） 英語檢定考試（提出其中一項） 本校考試 考場

法學院 法學政治學科 ○ ○ 日語※2・綜合科目 － － －

文學院 綜合人文學科 ○ ○ 日語※2・綜合科目

劍橋英語考試、實用英語技能檢定或聯合國通

用語言英語檢定測驗、

I E L T S （限學術組考試）、T O E F L  i B T Ⓡ、

TOEICⓇ L&R

面試

千里山校區

經濟學院 經濟學科 ○ ○
9月招生：日語※2

11月招生：日語※2・綜合科目
TOEFL iBTⓇ或TOEICⓇ L&R

  9月招生：面接　　　　　　　

11月招生：ー

商學院 商學科 ー ○ 日語※2 TOEFL iBTⓇ或TOEICⓇ L&R 面試

社會學院※１

社會學科（社會學
組、心理學組、

傳媒組、社會系統
設計組）

○ － 日語※2・綜合科目
IELTS成績3.5以上（限學術組考試）、TOEFL 

iBTⓇ37分以上、TOEICⓇ L&R420分以上
面試

政策創造學院
政策學科、國際
亞洲法政策學科

－ ○

日語※2・綜合科目、從數學

（ 課 程 1）、理科（從物理·

化學·生物當中選 擇 2 個 科

目 ）」當 中 選 擇 1 個 科 目

－ － －

人類健康學院 人類健康學科 － ○ 日語※2・綜合科目 TOEFL iBTⓇ或TOEICⓇ L&R 面試 堺校區

綜合資訊學院 綜合資訊學科 ○ －

日語※ 2・從「 綜合科目」·

「數學（課程1或課程2）」

·「理科（從物理·化學·生

物當中選擇2個科目）」當中

選擇1個科目

－
小論文（100分）・

面試
高槻校區

社會安全學院 安全管理學科 － ○

日 語 ※2・數 學（ 課 程 2 ）・綜

合科目或是理科（從物理・
化學・生物當中選擇2個科

目）

－ －

－

系統理工學院

數學科、物理與應
用物理學科・機械
工學科、電氣電子

資訊工學科

－ ○
日語※2・數學（課程2）・理科

（物理・化學）
－ －

環境城市學院
建築學科、城市系

統工學科、

能源環境工學科
－ ○

日語※2・數學（課程2）・理科

（物理・化學）
－ －

化學生命工學院

化學與物質工學科

－ ○

日語※2・數學（課程2）・理科

（物理・化學）

－ －

生命與生物工學科

日語※2・數學（課程2）・理科

（從物理・化學・生物當中選

擇2個科目）

■招生時間・報名時間・考試日期・合格公告日期（2020年4月入學）

招生時間 報名時間（登錄資料  ・ 繳納報名費 ・ 寄送文件〈必到〉） 考試日期 合格公告日期

9月招生 2019/9/5（星期四）～2019/9/13（星期五） （必須於規定時間內送達） 2019/10/20（星期日） 2019/10/25（星期五）

11月招生 2019/11/18（星期一）～2019/11/25（星期一） （必須於規定時間內送達） 2020/1/12（星期日）  2020/1/17（星期五）

※１報名社會學院者，請提報至第4志願。

※2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科目包含記述問題。

■2019年度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9月招生）結果

學院 報考人數 合格人數

法學院 42 4

文學院 19 6

經濟學院 38 18

社會學院 35 13

綜合資訊學院 45 5

總計 179 46

（單位 ：人） （單位 ：人）■2019年度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11月招生）結果

學院 報考人數 合格人數

法學院 56 8

文學院 36 10

經濟學院 52 13

商學院 79 29

政策創造學院 85 12

人類健康學院 17 3

社會安全學院 6 4

系統理工學院 96 26

環境城市工學院 44 16

化學生命工學院 66 23

總計 537 144

入學考試須知
詳情請詳閱入學考

試須知。

多樣化入試
詳情請詳閱入學考

試須知。

■報名到入學的步驟

綜合資訊學院實施 6 月招生（秋季學期入學）。 

外語學院不舉辦留學生入學考試。

詳情請詳閱關西大學入學考試綜合資訊網站「Kan-Dai web」的「入試資訊」（多樣化入試）的入學考試須知。

②繳納報名費

⑮進入關西大學就讀

⑦參加入學考試

⑨查榜系統　在「關大PASS」確認考試結果

⑭辦理取得或變更居留資格的相關手續

⑪繳納入學金與學雜費

③郵寄所需文件

④申請發行准考證　※ 僅限居住於國外、來日本留學者

⑥發行准考證　※僅限申請發行准考證者

⑬寄送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留學）與入學許可書　※僅限申請者

⑫代為申請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留學）　※僅限申請者

⑤領取所需文件

⑧合格公告

志願入學者 關西大學

① 線上報名（輸入是否需代為申請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⑩ （以下僅限合格者）領取合格通知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
ao/youkou_foreigner/index.html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
ao/youkou_foreign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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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理工學院・環境城市工學院・化學生命工學院超過修業年限（8學期）者，每學期學費為762,000日圓（一學年1,524,000日圓）。除此之外，須另行繳納雜費。

（注） ・雜費為委託徵收，可能變更。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結業生或是別科在校時升學進入大學者，入學金（入學註冊費）減半。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465,000 465,000 930,000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752,000 465,000 1,217,000 1,087,000 1,067,000 1,067,000 

法・文（初等教育學組、心理學組以外）・經濟・商・社會學院 

類別 區分

　年級（年度）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465,000 465,000 930,000 1,140,000 1,140,000 1,140,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752,000 465,000 1,217,000 1,167,000 1,147,000 1,147,000

文學院　初等教育學組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465,000 465,000 930,000 1,060,000 1,070,000 1,070,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752,000 465,000 1,217,000 1,087,000 1,077,000 1,077,000

文學院　心理學組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475,000 475,000 950,000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762,000 475,000 1,237,000 1,107,000 1,087,000 1,087,000

政策創造學院

※利用Study Abroad Program（留學課程）留學期間（基本上為2年級時），本校學費全額減免。雜費的金額與繳納時間為預定，可能變更。Study Abroad Program的相關費用（包括留學學校的學費）需另行繳納。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628,000 628,000 1,256,000 ※1,387,000 1,387,000 1,387,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總　　計 915,000 628,000 1,543,000 1,394,000 1,414,000 1,394,000

外語學院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651,000 651,000 1,302,000 1,432,000 1,432,000 1,432,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938,000 651,000 1,589,000 1,459,000 1,439,000 1,439,000

綜合資訊學院・社會安全學院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485,000 485,000 970,000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772,000 485,000 1,257,000 1,127,000 1,107,000 1,107,000

人類健康學院

１年級（2020年度） ２年級（2021年度） ３年級（2022年度） ４年級（2023年度之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學費
入　學　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授　課　費 746,500 746,500 1,493,000 1,624,000 1,624,000 ※※1,624,000

諸費用
教　育
後援會

入會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會　費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會 基本會費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總　　計 1,033,500 746,500 1,780,000 1,651,000 1,631,000 1,631,000

系統理工學院・環境城市工學院・化學生命工學院

學費・諸費用大學

2020年度 入學所需費用

2020年度春季學期入學（4月入學） 外國人留學生插班與轉入學考試大 學

■報名資格　符合以下（１）～（４）所有條件者

（１）具有外國國籍者，於國外完成高中為止的12年學校教育者。

（２）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

・  於國外完成一般14年學校教育者（包含預定於2020年3月31日完成者）。

・  截至2020年3月，就讀日本4年制大學2年以上者（不包含休學期間），且該學院・學科畢業所需之學分中取得60個學分者（包含預定取得者）。

・  日本4年制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畢業者（包含2020年3月畢業者）。

・  完成日本專修學校專門課程者（包含預定2020年3月畢業者）。

・  其他經教授會議討論後由校長認定具備上述同等以上學力者。

（３） 報考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包含記述問題）」者或取得日語能力檢定「N1」者。

※日本留學考試採用◆2018年度第2回（11月份考試）或◆2019年度第1回（6月份考試）之成績。

（４）可提出各學院指定之外語檢定考試的分數或級數者。
※TOEFL ITP®、TOEIC® L&R IP不納入參考。文學院僅限過去2年內取得的成績。外語學院採用有效期限內之各檢定考試成績。

■招生學院與學科・招生人數・選拔方法・入學考試日期・考場

學院 學科 插班與轉入年級 日語能力檢定考試 外語檢定考試 本校考試 選拔日期・考場

文學院 綜合人文學科
3年級

（心理學組僅2年級）

日本留學考試「日語（包含記述
問題）」或日語能力檢定「N1」

劍橋英語考試、實用英語技能檢定或
聯合國通用語言英語檢定測驗、

IELTS（限學術組考試）、
TOEFL iBTⓇ、TOEICⓇ L&R

筆試（專業科目或專業
論文）、面試

2019/10/20
（星期日）
千里山校區

政策創造學院
政策學科

國際亞洲法政策學科
3年級 － 專業論文

2019/10/19
（星期六）
千里山校區

外語學院 外語學科 ３年次

【主修英文】
（TOEFL iBTⓇ）61分以上
【主修中文】
HSK5級（210分以上）
或中文檢定測驗2級以上

小論文（日文）、

面試：
［主修英文・主修中文］
使用主修語言（英文或
中文）與日文

［主修日文］僅使用日文

2019/10/20
（星期日）
千里山校區

※文學院初等教育學組不招生。

■報名時間・繳納報名費時間・合格公告日期 報名時間 （ ・登錄資料   ・繳納報名費  ・寄送文件） 合格公告日期

2019/9/5（星期四）～2019/9/13（星期五）（必須於規定時間內送達） 2019/10/25（星期五）

■2019年度外國人留學生插班
與轉入學考試結果

學院 報考人數 合格人數

文學院 2 0

政策創造學院 1 0

外語學院 1 0

總　　計 4 0

詳情請詳閱關西大學入學考試綜合資訊網站「Kan-Dai web」的「入試資訊」（多樣化入試）的入學考試須知。

入學考試須知
詳情請詳閱入學考

試須知。

■報名到入學的步驟

②繳納報名費

⑮進入關西大學就讀

⑦參加入學考試

⑨查榜系統　在「關大PASS」確認考試結果

⑭辦理取得或變更居留資格的相關手續

⑪繳納入學金與學雜費

③郵寄所需文件

④申請發行准考證　※ 僅限居住於國外、來日本留學者

⑥發行准考證　※僅限申請發行准考證者

⑬寄送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留學）與入學許可書　※僅限申請者

⑫代為申請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留學）　※僅限申請者

⑤領取所需文件

⑧合格公告

志願入學者 關西大學

① 線上報名（輸入是否需代為申請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⑩ （以下僅限合格者）領取合格通知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年級（年度）

區分類別

（單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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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 14,000 日圓
　※ 同時報名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者，無須繳納「外國人研究生」的

報名費。

■就讀期限 1年（可延長）

■招生月份・招生研究科・選拔方式

同上述之 碩士課程與博士課程  入學考試時間。

然2020年度9月入學（7月招生）的綜合資訊學、社會安全、人類

健康研究科為2020年7月4日（星期六）選拔。

2020年度 春
（4月入學）
季學期入學 ・ 秋

（9月入學）
季學期入學 留學生入學考試研究所

■報名資格

［碩士課程］
符合以下（1）～（5）任一條件者（包含進入本研究科前預定符合（1）～（4）任一條件者）

（1）於國外完成一般16年學校教育者（注1）

（2）於日本以留學生身份大學畢業者

（3） 於外國大學與其他外國學校（注2）完成修業年限為3年以上之課程，取得同等於學士學位者（平成28年文

部科學省令第19號）

（4） 於日本以留學生身份於文部科學大臣制定之日期後，完成文部科學大臣另行指定之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僅限修業年限為4年以上與其他符合文部科學大臣制定之標準者）

（5） 由本研究所根據入學資格個別審查認定具備學士學位或同等以上學位者。然不包含於日本接受正規學

校教育之外籍人士。

注1 於以下學校在校期間合計4年以內者，等同於報名資格（1）。

　　・根據日本學校教育法建立之國中小與高中等等　・位於日本的外僑學校

　　・文部科學大臣認定或指定之日僑學校

注2  學校之教育研究活動等綜合情況，僅限得到該外國政府或相關機關的認證人員的評價、或者以此為基準、由文部科學大

臣另行指定的內容。

［博士課程］
符合以下（1）～（5）任一條件者（包含進入本研究科前預定符合（1）～（3）任一條件者）

（1）於外國研究所取得同等於碩士學位或於專職學位之學位者

（2）於日本研究所以留學生身份取得碩士學位或專職學位者

（3） 畢業於執行聯合國與日本簽署之協定而制定之特別措施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根據1972年12月11日

聯合國會議決議所設立之聯合國大學，取得同等於碩士學位之學位者

（4） 文部科學大臣指定者（平成元年文部省公告第118號）

（5） 其他由本研究所認定具備碩士學位或同等以上學位且進入本研究科時滿24歲者。然不包含於日本接受一般

學校教育之外籍人士。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1  僅限以上述報名資格中之碩士課程（1）・（3）・（5）條件與博士課程（1）・（4）・（5）條件報名者。

※2  僅限報考系統理工學主修物理與應用物理學科、機械工學科、電氣電子資訊工學科、環境城

市工學科主修建築學、城市系統工學科者。

※3  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包含記述問題。

研究科 級數・分數

 社會研究科（M） 日語能力檢定「N1」或日本留學考試「日語240分以上※3」

綜合資訊學研究科（M・D）※1

心理學研究科（M・D）
人類健康研究科（M）

日語能力檢定「N1」或日本留學考試「日語270分以上※3」

理工學研究科（M）※2 提出TOEIC® L&R或TOEFL®成績

■選拔方式・招生月份　根據審查文件、筆試與口試結果綜合判斷是否錄取。

■入學報名費 35,000 日圓

■考試時間

入學時間 招生月份 線上報名・繳納報名費期間 報名期間 考試日期 合格者公告日期

2020年度
春季學期入學

7月招生 2019/5/17（星期五）～2019/5/31（星期五） 2019/5/24（星期五）～2019/5/31（星期五） 2019/7/6（星期六） 2019/7/12（星期五）

10月招生 2019/8/23（星期五）～2019/9/6（星期五）
2019/8/30（星期五）～2019/9/6（星

期五）

綜合資訊學・社會安全・人類健康研究科
2019/10/5（星期六）

其他研究科
2019/10/6（星期日）

2019/10/11（星期五）

12月招生 2019/10/25（星期五）～2019/11/8（星期五） 2019/11/1（星期五）～2019/11/8（星期五） 2019/12/8（星期日） 2019/12/13（星期五）

2月招生 2019/12/20（星期五） ～ 2020/1/10（星期五） 2020/2/22（星期六） 2020/2/28（星期五）

2020年度
秋季學期入學

7月招生 2020/5/15（星期五）～2020/5/29（星期五） 2020/5/22（星期五）～2020/5/29（星期五） 2020/ 7/ 5（星期日） 2020/7/10（星期五）

注 ●表示碩士課程與博士課程招生，○僅碩士課程招生。
注 M為碩士課程，D為博士課程。

研究科

招生月份（入學時期） 筆試內容

7
月（

春）

10
月（

春）

12
月（

春）

2
月（

春）

7
月（

秋）

碩士課程 博士課程

法學研究科 ● ●
法政研究課程：1科必修科目・1科選修科目

企業法務課程與公共政策課程：1科選修科目

必修科目與外語

（從英語・德語・法語・華語當中選擇一種語言）

文學研究科 ● ● ●
外語（日語）
※ 僅地理學課程為日語或英語

外語（從英語・德語・法語・華語・俄語・西語・韓語當中選擇

一種語言）
※ 日本文學課程、中國文學課程為日語，地理學課程為日語或英語

經濟學研究科 ○ ● 專業科目與外語（英語）     ※實務課程僅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與外語（英語）

商學研究科 ● ●
專業科目（從商學・經營學・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當中選擇1個科目）

與外語（英語）      ※ 高等專職培育課程僅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與外語（英語）

社會學研究科 ○ ● 專業科目　　※ 社會學專攻專門研究課程僅專業科目與英語 專業科目與英語

綜合資訊學研究科 ● ●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與英文

理工學研究科 ● ● ●

專業科目與外語（英語）
※1  系統理工學主修物理與應用物理學科、機械工學科、
　   環境城市工學科主修建築學、城市系統工學科僅專業科目
※2 系統理工學主修電氣電子資訊工程學科不筆試。

不筆試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 ● ● ● 外語（日語） 外語（日語）

心理學研究科（主修心理學） ● ● 專業考試 專業考試

社會安全研究科 ● ●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與外語（英語）

東亞文化研究科 ● ● ● 外語（日語）
外語（從英語・德語・法語・華語・俄語・西語・韓語・日語當

中選擇一種語言）

管理研究科 ● ● 專業科目（以日語或英語答題） 專業科目與英語

人類健康研究科 ○ ○ ○ 專業科目 −

報名資格、文件、手續與選拔方式詳情，請詳閱各研究科之招生簡章。心理學研究科心理臨床學（碩士課程）與人類健康研究科（博士課程）不舉

辦留學生入學考試。理工學研究科（碩士課程與博士課程）與社會安全研究科（博士課程）另有以英語取得學位的課程。詳情請詳閱本校入學考

試資訊網站「English-based Program」的網頁。

2020年度 4月入學與  9月入學 外國人研究生制度研究所

■外國人研究生制度

針對具備研究主題，希望進入特定的研究科接受研究指導之外國人所設立之制度。「外國

人研究生」雖然不是正式的研究所學生，選修研究科指定之科目且該科目考試合格者，之

後進入關西大學研究所可承認最多至6個學分。希望取得「留學」居留資格者，請詳閱第11

頁的「外國人研究生 研究費」，確認所需選修科目數量。

■出願資格

同上述之 碩士課程  報名資格。

同時獲得指導教師承諾與具備該研究科所規定之日語能力者。

■ 同時報名留學生入學考試與外國人研究生者

「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與「外國人研究生選拔」可同時報名。

同時報名者，兩者口試合併進行。

另外，「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與「外國人研究生選拔」的報名文件格式不同。請

務必確認兩者的招生簡章，以免準備錯誤。

　同時報名的報名文件（例：心理學研究科）

■報名步驟

入學時間 報名月份 招考之研究科 選拔方式

2020年度

4月入學

10月招生 所有研究科

書面審查與口試

12月招生
外語教育學

研究科

2月招生 所有研究科

2020年度

9月入學
7月招生 所有研究科

研究科 級數・分數

法學・文學・經濟學・商學・外語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安
全・東亞文化・管理・人類健康研究科

日語能力檢定「N2以上」

社會學研究科
日語能力檢定「N2以上」或日本留學考

試「日語240分以上」

綜合資訊學、理工學研究科 日語能力檢定「N3以上」

※1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僅限指導教師許可者，無須提出日語能力檢定證照。 

除此之外，部分研究科僅限同時報名留學生入學考試者須提出碩士課程入學考試所需之日本留學考試成績，

詳情請詳閱招生簡章。

※2  日本留學考試的「日語」科目包含記述問題。

■報名步驟

外國人研究生選拔 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

報名表（同時報名碩士課程與外國人研究生）

共
通
文
件

畢業大學等之成績單

畢業大學等之畢業（即將畢業）證明書

研究科所需之日語能力檢定證照之正本

在留卡影本/護照

外國人研究生選拔 志願書（規定格式） ＜心理學研究科＞ 志願書（規定格式）

外國人研究生選拔 研究計畫（規定格式） 研究計畫

推薦函 ―
線上報名/繳交報名文件/繳納報名費

志願書取得指導教師的承諾蓋章

確認報名方法・準備報名所需文件

申請考試所需之簽證

確認考試方式與準備

個別審查
入學資格

洽詢關西
大學

需審查入
學資格者

請於截止
日期前申

請

批准報名
資格

P10

確認招生簡章・確認報名資格與時間

取得教師承諾尋找指導教師
整理研究主題與

研究計畫

不確定是否具備報名資格 具備報名資格

線上報名/繳交報名文件/繳納報名費

確認報名方法・準備報名所需文件

確認招生簡章・確認報名資格與時間

整理研究主題與研究計畫

申請考試所需之簽證

確認考試方式與準備

不確定是否具備報名資格

整理研究主題與研究計畫

個別審查
入學資格

洽詢關
西大學

需審查
入學資
格者

請於截
止日期
前申請

批准報
名資格

具備報名資格

P10

P10

P10

［報名資格規定語文能力之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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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學期入學
文學・東亞文化研究科（碩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每學期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ー
授課費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ー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494,500 374,500 364,500 384,500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以降 2023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每學期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ー ー ー
授課費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ー
總　計 539,500 419,500 409,500 429,500 409,500 409,500

理工學研究科（博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每學期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ー ー ー
授課費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ー
總　計 494,500 374,500 364,500 384,500 364,500 364,500

文學・東亞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 

理工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春季學期 秋季學期 每學期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ー
授課費 569,500 569,500 569,500 569,5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ー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699,500 579,500 569,500 589,500

會計研究科（會計專職研究所）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260,000 ー ー
授課費  660,000  660,000  1,350,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930,000  660,000  1,370,000 

■春季學期入學

■專職課程

法學・文學・經濟學・商學・社會學・東亞文化・管理研究科
外語教育學・人類健康研究科（博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364,500  364,500  72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04,500  364,500  749,000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374,500  374,500  74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14,500  374,500  769,000 

心理學研究科（博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384,500  384,500  76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24,500  384,500  789,000 

人類健康研究科（碩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409,500 409,500 81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49,500 409,500 839,000 

綜合資訊學・理工學・社會安全研究科（博士課程） 

注 1 　 關西大學畢業生、關西大學研究所畢業生、關西大學學生且符合研究所規定第46條第1項第11號者（入學考試跳級合格者）進入研究所無須繳納入學金（入學註冊費）。另外，符合研究所會計研究科規定第26條第11號者（入學考試跳級合格者）進入

會計研究科（專職研究所），入學金（入學註冊費）減半。

注 2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結業者或別科在校時升學進入大學或研究所者，入學金（入學註冊費）減半。

注 3　 雜費之校友會基本會費為入學時10,000日圓，下一年度20,000日圓（秋季學期入學者為入學下一年度春季學期10,000日圓，隔年春季學期20,000日圓），依委託合計徵收30,000日圓。另外，關西大學畢業生、關西大學研究所畢業生、關西大學學生且

符合研究所規定第46條第1項第11號者（入學考試跳級合格者）已經繳納，不予徵收。

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結果

■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2018年度秋季學期入學 2019年度春季學期入學

研究科
碩士課程 博士課程 碩士課程 博士課程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法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12 0 0 0
文學研究科 8 3 0 0 46 13 2 2

經濟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59 16 1 0
商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89 13 1 0

社會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65 18 2 0
綜合資訊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3 2 2 2

理工學研究科 1 0 0 0 23 15 2 2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46 9 3 1

心理學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13 3 2 1
社會安全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5 2 0 0
東亞文化研究科 5 2 4 4 27 9 10 6

管理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4 2 0 0
人類健康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0 0 ー ー

總　計 14 5 4 4 392 102 25 14

■專職學位課程
2019年度春季學期入學

研究科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會計研究科 5 4 

會計研究科（會計專職研究所）

■報名資格　同第8頁報名資格［碩士課程］。

  ［語言能力相關條件（以報名資格（1）・（3）・（5）條件報名者）］
日語能力檢定「N1」或日本留學考試「日語（包含記述問題）270分以上」

■入學考試日程

入學時期 招生月份 線上報名・繳納報名費・報名時間 考試日期 合格者公告日期

2020年度
春季學期入學

7月招生 2019/6/17（星期一）～2019/6/24（星期一） 2019/7/7（星期日） 2019/7/12（星期五）

10月招生 2019/10/8（星期二）～2019/10/15（星期二） 2019/10/27（星期日） 2019/11/1（星期五）

1月招生 2020/1/7（星期二）～2020/1/14（星期二） 2020/1/26（星期日） 2020/1/31（星期五）

■入學考報名費 35,000日圓

■選拔方式　小論文與面試

2020年度 春季學期入學（4月入學）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研究所

外國人研究生

（1）外國人研究生指導　1個科目[1學期（半年）]・・・45,000日圓　　　（2）其他授課科目　1個科目[1學期（半年）]・・・30,000日圓

【法、社學、商學會學、綜合資訊學、理工學、外語教育學、心理學、

  社會安全、管理、人類健康研究科】
因在留資格為「留學」，所以需要1學期（半年）選修1個科目外國人研究生指導與其他的

開課科目6個科目，所需費用為225,000日圓。

【文學、經濟學與東亞文化研究科】
因在留資格為「留學」，所以需要1學期（半年）選修2個科目外國人研究生指導與

其他的開課科目5個科目，所需費用為240,000日圓。

關西大學研究所不因應研究內容介紹指導教師，或將電子

郵件轉寄教師。請根據有興趣的領域或主題，搜尋希望接受

其指導的教師。若需聯絡教師（所有報名外國人研究生選拔

的外籍生與報考社會學、綜合資訊學、理工學、人類健康研

究科的外籍考生須於報名前聯絡教師），請個別直接寄送電

子郵件或信件。例如本校研究所入學考試資訊網站公布的

Information（數位手冊）刊登了各教師的研究主題等等。另

外，本校學術資訊系統的教師搜尋可利用所屬學科、進階、

專業領域與關鍵字搜尋。

報名資格、文件、手續、選拔方式等詳情請詳閱招生簡章。法務研究科（法科研究所）不舉辦外國人留學生的入學考試。

學費・諸費用研究所
關於長期修讀學生，部分研究科的碩士課程設有3年課程，會計專職研究所設有3年與4年課程。各學年的學費與下

表不同。詳情請詳閱各研究科的招生簡章。2020年度

2020年度 研究費

連同申請文件，審查之前的學歷是否同等於日本大學的教

育課程。部分招生月份規定入學資格的個別審查申請期

限早於報名時間1個月。首先詳閱想報名的研究科招生簡

章，確認是否符合報名資格。無法判斷是否符合報名條件

者，請速洽本校研究所入學考試資訊網站的「入學資格個

別審查」。

〔需要個別審查入學資格的例子〕

・短期大學或3年制大學畢業

・5年制小學

 （到大學畢業15年）等等

請從本校研究所入學考試資

訊網站下載。

關於教師資訊搜尋・聯絡方式 關於入學資格個別審查 招生簡章

招生簡章

外國人研究生
選拔
招生簡章

（單位：人）

（單位：人）

法學・文學・經濟學・商學・社會學・東亞文化・管理研究科（碩士課程）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364,500  364,500  72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04,500  364,500  749,000 

（單位：日圓）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489,500 489,500 97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629,500 489,500 999,000 

綜合資訊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單位：日圓）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569,500 569,500 1,13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709,500 569,500 1,159,000 

理工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單位：日圓）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404,500  404,500  80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44,500  404,500  829,000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碩士課程） （單位：日圓）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374,500  374,500  74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514,500  374,500  769,000 

心理學研究科　主修心理學（碩士課程） （單位：日圓）

區分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後

入學第一個學期 秋季學期 一年

學費
入學金 130,000 ー ー
授課費 489,500 489,500 979,000 

諸費 校友會基本會費 10,000 ー 20,000 
總　計 629,500 489,500 999,000 

社會安全研究科（碩士課程）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單位：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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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別科
　關西大學於2012年4月，在南千里國際校區設置了留學生別科，作為發展國際化構想之重要一環。本別科的教學目的在於，針對希

望升學本校的學院和研究所、日本國內的其他學院和研究所的外國人，講授日語、日本現勢、日本文化等科目。原則上為1年的教育

課程※。※修業年限為 1 年；依情況並經許可，最長可延至 2 年。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採學期制，可從春季學期（4月～9月）或是秋季學期（9月～第二年 3 月）入學、結業。本別科原則上透過書面審查

和面試等方式甄選。

授課科目

時間表 （2019年度）（參考）

合格狀況 （2018年度合格實績）

學習語言能力等級（日語熟習

程度）相應的4大技能（閱讀、

寫作、聽力、會話）的班級。

實施與日語熟悉程度相應等級

的日語能力考試與日本留學考試

對策。

■可以入住關西大學的宿舍，
　與各國學生一起學習

在留學生別科同地點，附設配有最新設備的留學生宿舍。別科生申請者

全員可入住該宿舍一年。在該宿舍裡，有關西大學的各國學生作為住宿助 

（Resident Assistant），與留學生共同生活，為留學生的日常生活提供幫助。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時間表如下。除了標示水藍色的課程以外，學生還可從標示橘色的課程中選擇符合自己目的與需求的課程。

培養專門領域上的語言能力和學術性應用能力。學習撰寫論

理性與學術性報告和論文的技能、演示與口頭發表的技能。

為了在日本的大學和研究所學習時所必要的科目（英語、數學、理

科）等的基本知識。

「日本現勢」課程學習在日本生活

上所必要的基本知識，透過各種體驗加

深對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的了解。

在「綜合科目」裡同時進行日本留

學考試的「綜合科目（政治、經濟、社

會、地理、歷史）」 應試作準備。

日本現勢（射箭體驗）日語科目課程

第1學群「日語科目」 （18科目/各2個學分）

第2學群「特別應用練習科目」
（9科目 / 各4個學分）

第5學群「基礎科目」
（8科目 / 各２個學分）

第3學群「日本現勢科目」
第4學群「綜合科目」 （3科目 / 各4個學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1節 09: 00 -10: 30 日語Ⅰ～Ⅵ
（綜合）

日語Ⅰ～Ⅵ
（綜合）

日語Ⅰ～Ⅵ
（綜合）

日語Ⅰ～Ⅵ
（綜合）

日語Ⅰ～Ⅵ
（綜合）

第2節 10: 40 -12: 10 日語Ⅰ～Ⅵ
（讀解）

日語Ⅰ～Ⅵ
（讀解）

日語Ⅰ～Ⅵ
（讀解）

日語Ⅰ～Ⅵ
（讀解）

日語Ⅰ～Ⅵ
（讀解）

第3節 13: 00 -14: 30 日語Ⅰ～Ⅵ
（文章・口頭表達）

日語Ⅰ～Ⅵ
（文章・口頭表達）

日語Ⅰ～Ⅵ
（文章・口頭表達）

日語Ⅰ～Ⅵ
（文章・口頭表達）

學術日語Ⅲ
日語Ⅰ～Ⅵ

（文章・口頭表達）

第4節 14: 40 -16: 10 學術日語Ⅰ
學術日語Ⅲ

學術日語Ⅲ
英語Ⅲ
化學

學術日語Ⅱ
日本現勢

學術日語Ⅲ
英語Ⅲ
物理

學術日語Ⅰ
學術日語Ⅲ

第5節  16: 20 -17: 50 學術日語Ⅰ 綜合科目Ⅱ
英語Ⅰ

學術日語Ⅱ
日本現勢

綜合科目Ⅱ
英語Ⅱ

學術日語Ⅰ
數學Ⅰ

第6節 18: 00 -19: 30 綜合科目Ⅰ
英語Ⅱ 生物

綜合科目Ⅰ
英語Ⅱ 數學Ⅱ

招生人數 100名（4月份入學、9月份入學合計）

報名資格

擁有日本以外的國籍並符合下列⑴及⑵兩個條件的人： 

⑴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完成或在留學生別科入學日前預計完成12年正規學校教育的人。再者，在入學日時滿18歲以上，同時被本校認定

為具備同等以上資格的人。（具備相當於日本的“高中畢業程度認定考試”資格的人等）

※  在日本以外的國家完成或預計完成11年正規學校教育者，根據文部科學省所指定的國家以及學校類別不同，將有可能符合本大學

所認同的報名資格，請另行諮詢。

※ 如果擁有包括日本國籍的雙重國籍，請個別諮詢。

 ⑵報名時日語學習經歷1年以上（300小時以上）。或是具備日語能力考試N4以上的日語能力。

※  但是，至留學生別科入學日為止，在日本國內的其他日語教育機構學習期間超過1年的人，原則上不能報名。

報名期限
2020年4月入學：2019年9月6日（星期五）～9月30日（星期一）

2020年9月入學：2020年4月3日（星期五）～4月30日（星期四）

入學考報名費 20,000日圓

選拔方法 書面審查與面試等

學院 正規課程
關西大學:13名　大阪觀光大學:1名　大阪經濟大學:1名　大阪產業大學:1名　大手前大學:1名　關西學院大學:3名 京都產業大學:3名　

近畿大學:2名 神戶學院大學:3名　神戶國際大學:1名　松蔭大學:1名　同志社大學:1名　名古屋商科大學:1名　日本映畫大學:1名　

日本福祉大學:1名　桃山學院大學:1名　立教大學:1名　立命館大學:3名　流通科學大學:1名

研究所

正規課程
關西大學:12名　大阪學院大學:1名　大阪商業大學:1名　神戶大學:1名 

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1名　立命館大學:1名

非正規課程 關西大學:1名　東北大學:1名

從報名到入學的流程■學費（2020年度入學生）

對於品學兼優且需要經濟援助的留學生，將發放「關西大學國際交流助成基

金留學生別科獎學金」。每個學期將向5名(一年10名)學生發放每月30,000日

圓。除了本校的獎學金以外，也有公家機關或民間團體提供的獎學金。

■獎學金（2019年度預定）

入學時

第一個學期
以後每個學期

入學金 100,000 ー

授課費 345,000 345,000

合　計 445,000 345,000

■入學狀況（過去2年間）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2017 年 9 月入學生 123 75

2018 年 4 月入學生 62 52

2018 年 9 月入學生  94 83

2019 年 4 月入學生 61 50

類　別

區　分

入學報名者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

●1  下載入學考試須知和格式

●2  繳納入學考報名費

●3  上網登入

●13  申請簽證

●5  審查資料

●8  公布合格者

●4  郵寄報名資料

●14  到達日本

●9  繳納入學時各種費用

●7  面試

●10  實施入學前教育

●6  通知資料選拔
　 合格者的面試等

●11  代理申請居留資格認定
　 證明書（留學）

●12  郵寄居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留學）和入學許可書

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人： 在北京或上海面試
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人： 使用網路視訊通話等方式進行面試

入學 !!

入學考試須知和入學志願書（格式）可以在網站上下載。
http://www.kansai-u.ac.jp/ku-jpn/b5/about/download/

（單位：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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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支援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pport

將近300名留學生
獲得給付獎學金

給付獎學金

【適用對象】

就讀學院與研究科正規課程的私費留學生，且符合本校規定之申請資格者

（不包含超過標準修業年限者）

給付獎學金得獎人數（2018年度結果）

包含外國人留學生適用獎學金的受領人與同時受領校內獎學金的受領人
（針對成績優秀者）在內的總計人數

得獎人數

291名

申請人數

666名

注） 有許多針對留學生的給付獎學金。詳情請於入學後的新生說明會時確認。

多樣化類型的留學生宿舍

備有多樣的宿舎環境設備，像是6～ 7人共有廚房或公用休息廳等單位房型，與日籍室友共有房間的房型以及個人房型。

除此之外，還有和關西大學、株式會社關大Pensee合作的株式會社共立Maintenance經營的留學生宿舍。

詳詳情請參閱國際部網站（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Dormitory/）

許多留學生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之後，希望留在日本工作；日本企業也希望雇用能站上國際舞台的外國人留學生。然而想在日本順利找到工作，必須了

解日本特殊的求職方式與時程，再行求職。

關西大學為此提供各類協助。

南千里國際校區學生宿舍
◦宿舍房型：男女同棟，單人房間
◦入住費：無　　◦房費：43,000日圓／月
◦雜費：5,000日圓／月
　　　（包括水電瓦斯費、寢具租賃費和網路費）
◦餐食：自理
◦地點：從阪急千里線“南千里站”步行約5 分鐘
※房費及雜費每年都進行修改。

※雜費包含寢具租賃費。

南千里國際學生宿舍
◦宿舍房型：男女同棟，單人房間
◦入住費：15,000日圓
◦房費：25,000日圓／月
◦雜費：5,000 日圓／月
　　　（包括水電瓦斯費、寢具租賃費和網路費）
◦餐食：自理
◦地點：從阪急千里線“南千里站”步行約10分鐘
※房費及雜費每年都進行修改。

※雜費包含寢具租賃費。

學生國際交流館・秀麗宿舍
◦宿舍房型：男子宿舍，雙人房間（部份為單人房間）

◦入住費：15,000 日圓
◦房費：31,500 日圓／月（包括水電瓦斯費和網路費）
◦雜費：無　　◦寢具租賃費：1,100日圓／月
◦餐食：（採預約制）
　　　　早餐 240 日圓／餐，晚餐 480 日圓／餐
◦地點：距離千里山校區步行約5 分鐘

月丘宿舍
◦宿舍房型：女子宿舍，雙人房間
◦入住費：15,000日圓
◦房費：31,500日圓／月
（包括水電瓦斯費和網路費）
◦雜費：無　◦寢具租賃費：1,100 日圓／月
◦餐食：（採預約制）
　　　  早餐 240日圓／餐，晚餐 480日圓／餐
◦ 地點：從千里山校區步行約15 分鐘

留學生支援團體

【KU Bridge】 【留學生會】

就職支援 Career Support
大學全體強力支援外國留學生在日本的就職活動。

■ 針對外國人留學生的活動
舉辦針對外國人留學生的各類活動，例如日本的求職方

式、求職文件的寫法、參加日本企業實習的方法、針對外國

人留學生的企業聯合說明會等等。歡迎留學生參與各類活

動，選擇真正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

■ 就職支援中心舉辦個人諮詢
就職支援中心舉辦個人諮詢，協助外國人留學生解決求職

時的不安與煩腦。

就職支援中心課程

【留學生主要就職企業（2015～2017年度）】

◦IDEC　◦AEON RETAIL　◦EDION

◦NTT Communications　◦國際石油開發帝石　◦山月　

◦夏普　◦住友電裝　◦竹中工務店　◦DIC　◦東洋橡膠工業　

◦日本毛織　◦宜得利　◦日本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日本發條　◦Panasonic　◦阪和興業　◦日立製作所　

◦日立物流　◦富士軟體　◦富士通　◦船井綜合研究所　

◦堀場製作所　◦MikiHouse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　

◦三井物產　◦瑞穗金融集團　◦村田製作所　◦山葉發動機　

◦樂天　◦Works Applications 等等

學習支援 Learning Support

日語輔導課程
課程 內容 程度

日語一對一輔導制度 由日籍學生擔任小老師，提供留學生關於學習（主要為日文）與日常生活的建議和協助。 初級～高級

日語會話提升研習會 以實踐的方式學習適應日本社會所需的日常生活會話。 中級～高級

學術素養養成講座
以實踐的方式學習書寫大學畢業論文與製作研究所程度之報告所需的學術日語讀寫

能力。 高級

日語學術寫作講義
線上課程

以觀看影片的方式學習文章寫法、搜尋參考文獻的方法與寫法、論文結構等等。 高級

日語學術寫作個別諮詢 老師針對帶來的論文與報告等等，提供關於日語的文章寫法與結構等建議。 高級

※課程與其內容可能有所變更。

●留學生平均每個月的生活費
　（不含授課費與教材費）

生活費

比東京便宜！

●家計明細（關西）

總計 89,000日圓

住宿費
35,000日圓

餐費
28,000日圓

水電瓦斯費
7,000日圓

興趣娛樂費
6,000日圓

上下學交通費
4,000日圓

保險醫療費
3,000日圓

雜費
6,000日圓

東京：100,000日圓

關西：89,000日圓

出處：2017年度私費留學生生活情況調查（JASSO）

針對從2020年度
入學之新生，提供新的

獎學金制度。

詳情公布於（以下網站）

http://www.kansai-u.ac.jp/
Kokusai/b5/
from/support.
php?id=scholarship

SUCCESS-Osaka web 網站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
SUCCESS-Osaka/

SUCCESS-Osaka課程
(文部科學省委託事業)支援留學生在日本的就職。
SUCCESS-Osaka課程的發起是為了使就學於關西大學的留學生，在大學畢

業後能夠確實成為在日本社會活躍的高度外國人才。

留學生的就職支援活動有下列的特色。

・提供在日本工作所需要的「商業日本語教育」。

・ 舉辦包括對日本的商業習慣・商業禮節的理解﹑日本企業・業界研究﹑對日本的
就職活動的理解等的「事業教育」

・提供與企業共同開發的「研習活動」的機會。

本課程經由・多有力企業・大阪府等地方自治團體・周邊有力大學的合作而得
以實施。

KU Bridge是為建立外國留學生與日本人之間的「橋樑」而舉

辦國際交流活動的同儕社群。主要是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的企

劃・營運，用學生的角度去協助外國留學生能夠渡過充實的留

學生活。

由外國留學生為外國留學生所組成的同儕社群。拓展留學生之

間的聯繫網絡，並製造相互扶持的契機。為了能夠早一點習慣

在異鄉日本的留學生活，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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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修是系統理工學院的機械工學科，學習如何將人和機器、環境的相互作用及

其合理結合，使設計的機器和環境系統適合人的生理及心理。此外，為了製作出安全

性更高的機械，不單只是學習機械相關的技術，也學習心理學以了解人類的行動、反

應與習慣。

　關西大學有著完整的留學生支援制度，提供與日本學生認識的國際交流活動，並舉

辦各種留學生研討會。就職活動的支援制度中，我也參加了「SUCCESS-Osaka」，

它是一項促進留學生就職的計畫。透過此計畫我參加了企業的說明會，以及日本就職

需要的商業日語講座。另外，我也有領取獎學金，過著很充實的學生生活。

　未來就職希望能在日本從事義肢的製作，除了學習機械工學的技術之外，我也想進

一步學習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與文化。

　面對未知的世界需要勇氣，但請相信「永不放棄就能實現夢想」，並接受各種挑戰

吧！關西大學創造了一個環境讓您能成為「想成為的自己」，請滿懷信心並加油吧！

文學研究科　綜合人文學專攻

碩士班　2年級

王　琳婷
國家・地區 ： 中國

　我的目標是成為博物館員，藉由各國的文化財，促進東亞各國之間彼此了解與交

流。為了實現夢想，我在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結業後，進入文學研究科就讀。不僅學

習與博物館員證照相關的課程，同時因為雙主修而選修了「EU－日本學教育研究課

程」，放眼海外，進行研究。

　無論是日籍還是外籍學生，關西大學都準備了讓學生發揮的機會。我擔任關西大學

國際部的学生補助人員，負責窗口聯繫、企劃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協助關西大學更為

國際化。除此之外，我也以學生職員的身分在關西大學博物館工作，負責博物館的櫃

台工作與外籍訪客的導覽。這些經驗不僅充實了學生生活，也促進自我成長。

　另外，關西大學與外界財團所頒發的給付獎學金也幫助我得以專注於實現夢想的

研究。

　我想告訴有意報考關西大學的學生，來到關西大學不僅能增長知識，還能學到國際

觀，獲得與其他學生切磋琢磨的機會。歡迎大家來到關西大學，發現自己新的一面。

系統理工學院

機械工學科 3年級

潘　同毅
國家・地區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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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紹介 
 千里山校區

［研究所］
法學研究科
文學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商學研究科
社會學研究科
理工學研究科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
心理學研究科
東亞文化研究科
管理研究科
法務研究科
會計研究科

［大學部］
法學院
文學院
經濟學院
商學院
社會學院
政策創造學院
外語學院
系統理工學院
環境城市工學院
化學生命工學院

 高槻校區

綜合資訊學院

綜合資訊學研究科

 高槻MUSE校區 

社會安全學院

社會安全研究科

 堺校區

人類健康學院
人類健康研究科

 南千里國際校區

關西大學留學生別科

（日語・日本文化教育課程升學班）

在校生的話 International Student message

 梅田校區

此處為關西大學的都市型據點，

象徵著朝向未來翱翔的關大學子。

其暱稱為“KANDAI Me RISE”
（關大未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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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資訊，
在關西大學官網上有更詳細的介紹。

大學考試資訊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ao/index.html
Ｅｍａｉｌ：rgs@ml.kandai.jp　

研究所考試資訊
http://www.kansai-u.ac.jp/Gr_sch/ 
Ｅｍａｉｌ：grd-adm@ml.kandai.jp

大學（學院）

研究所

留學生別科

國際部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b5/
諮詢： https://www.kansai-u.ac.jp/
　　  Kokusai/department/contact.php

國際部

留學生別科資訊
http://www.kansai-u.ac.jp/ku-jpn/b5/
Ｅｍａｉｌ：ku-jpn@ml.kandai.jp

●入學典禮
●新生導覽
●春季學期上課開始
●春之祭
●文化祭

●大學升格紀念日（6月5日）

●春季學期考試 

●暑假
●開放參觀

●秋季學期上課開始

●開放參觀

●學園祭
●創校紀念日（11月4日）
●開放參觀

●入學考試
●畢業典禮
●春假

●秋季學期考試

●入學考試

●寒假

●教育後援會總會
●高槻校區祭

關西大學主要年間活動

4
April

5
May

6
June

7
July

8
August

9
September

10
October

11
November

12
December

1
January

2
February

3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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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大學影片

國際部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department/pr.php

KUMP
http://www.kansai-u.ac.jp/ku-smart

品牌化研究專案

KU-ORCAS
http://www.ku-orcas.kansai-u.ac.jp/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gtj.html

Student Guide to Japan
介紹關於留學日本的基本知識，內容充實，
是所有想留學的人都必讀的手冊。

※（Student Guide Japan由獨立行政法人日本留學支援機構所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