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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事务所
●台湾事务所
●北京办事处

本 科
面对现实课题,

“用独立思考积极行动”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的13个学院。

研究生院
在最新教育环境和研究体制下学习的13个研究生院以及2
个专业研究生院

大　阪

海外合作院校

海外据点

30,750
学生人数
(本科生&研究生)

1886-2020

1,100
留学生人数

740
教师人数

680
全职员工人数

■法学政治学系

法学院

■人类健康学系
运动与健康课程╱福祉与健康课程

人类健康学院

■综合信息学系

综合信息学院

■安全管理学系

社会安全学院

■数学系
■物理与应用物理学系　基础物理与计算物理课程╱应用物理课程

■机械工学系　机械科学课程╱机械系统课程

■电气电子信息工学系　电气电子工学课程╱信息通信工学课程╱应用信息工学课程

系统理工学院

■建筑学系　
■城市系统工学系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课程╱社会系统规划课程

■能源环境工学系 能源工学课程╱环境化学课程

环境城市工学院

■化学与物质工学系　材料科学课程╱应用化学课程╱生物分子化学课程

■生命与生物工学系　 生命科学课程╱生物工学课程

化学生命工学院

■综合人文学系
英美文学英语学专业╱英美文化专业╱国语国文学（日语日本文学）专业╱哲学伦理学专业╱
比较宗教学专业╱艺术学美术史专业╱法国学专业╱德国学专业╱日本史与文化遗产学专业╱
世界史专业╱地理学与地区环境学专业╱中国学专业╱教育文化专业╱初等教育学专业╱
心理学专业╱信息文化学专业╱影像文化专业╱文化共生学专业╱亚洲文化专业

文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理论专业╱金融与会计专业╱公共经济专业╱历史与社会专业╱产业与企业经济专业╱
国际经济专业╱统计与信息处理专业

经济学院

■商学系 
流通专业╱金融专业╱国际商务专业╱管理专业╱会计专业

商学院

■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心理学专业╱传媒专业╱社会系统设计学专业

社会学院

■政策学系 国际政治经济专业╱政治与政策专业╱地区与行政专业/组织与经营专业

■国际亚洲法政策学系

政策创造学院

■外国语学系

外国语学院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法学与政治学专业

法学部法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文化交涉学专业

法学部东亚文化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管理专业

法学部管理研究科

［硕士课程］　心理学专业／心理临床学专业(申请中) 

［博士课程］　心理学专业

法学部心理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防灾与减灾专业

法学部社会安全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人类健康专业

法学部人类健康研究科

法务研究科（法学研究生部）

法学未修者（3年修了）课程／法学既修者（2年修了）课程

法学部会计研究科（会计专职研究生部）

［硕士课程］
综合人文学专业　英美文学英语学专业╱英美文化专业╱国文学（日语文学）专业╱哲学专业╱
　　　　　　　　艺术学美术史专业╱日本史学专业╱世界史学专业╱德国文学专业╱
　　　　　　　　法国文学专业╱中国文学专业╱地理学专业╱教育学专业╱
　　　　　　　　文化共生学专业╱影像文化专业
［博士课程］
综合人文学专业　英美文学英语学专业╱国文学（日语文学）专业╱哲学专业╱史学专业╱
　　　　　　　　德国文学专业╱法国文学专业╱中国文学专业╱地理学专业╱教育学专业

法学部文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经济学专业

法学部经济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商学专业

法学部商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社会学专业╱社会系统设计专业╱大众传播学专业

法学部社会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社会信息学专业╱知识信息学专业　［博士课程］综合信息学专业

法学部综合信息学研究科

法学部
［硕士课程］
系统理工学专业　数学领域╱物理与应用物理学领域╱机械工学领域╱电气电子信息工学领域
环境城市工学专业　建筑学领域╱城市系统工学领域╱能源环境工学领域
化学生命工学专业　化学与物质工学领域╱生命与生物工学领域
［博士课程］
综合理工学专业　数学领域╱物理与应用物理学领域╱机械工学领域╱
　　　　　　　　电气电子信息工学领域╱建筑学领域╱城市系统工学领域╱
　　　　　　　　能源环境工学领域╱化学与物质工学领域╱生命与生物工学领域

理工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外语教育学专业

法学部外语教育学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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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
gb/research/overseasbas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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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春季入学（4月入学） 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本 科

■招生学院、学系(专业)、招生时期、选拔方法、考场等（2020年4月入学）

招生学院 招生时期 选拔方法 考试

学院 学系 9月 11月 日本留学考试（EJU) 英语检定考试 本校自设考试 考场

法学院 法学政治学系 ○ ○ 日语＊2、综合科目 － － －

文学院 综合人文学系 ○ ○ 日语＊2、综合科目

剑桥英语考试，实用英语技能检
定，联合国公用语英语检定考
试，雅思考试(限学术类考试)，
TOEFL�iBT®，TOEIC®�L&R

面试

千里山校区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 ○
9月招生：日语＊2

11月招生：日语＊2、综合科目
TOEFL�iBT®或TOEIC®�L&R 9月招生：面试

11月招生：－

商学院 商学系 ー ○ 日语＊2 TOEFL�iBT®或TOEIC®�L&R 面试

社会学院＊1
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
心理学专业，传媒专业，
社会系统设计学专业）

○ － 日语＊2、综合科目
雅思考试�3.5以上� (限学术类考
试)，TOEFL� iBT®�37分以上，
TOEIC®�L&R�420分以上

面试

政策创造学院 政策学系，国际亚洲法政
策学系 － ○

日语＊2

从综合科目、数学（课程1）、
理科（物理、化学、生物任选2
个科目）中任选1个科目

－ － －

人类健康学院 人类健康学系 － ○ 日语＊2、综合科目 TOEFL�iBT®或TOEIC®�L&R 面试 堺校区

综合信息学院 综合信息学系 ○ －

日语＊2、综合科目・数学（课
程1或课程2）、理科（物理、
化学、生物中任选2个科目）中
任选1个科目

－ 小论文（100
分）、面试

高槻校区

社会安全学院 安全管理学系 － ○
日语＊2、数学（课程2）、综合
科目或理科（物理、化学、生物
中任选2个科目）

－ －

－

系统理工学院

数学系、
��物理及应用物理学系、

机械工学系、
电气电子信息工学系

－ ○ 日语＊2、数学（课程2）、
理科（物理、化学）

－ －

环境城市工学院
建筑学系、

��城市系统工学系、
能源环境工学系

－ ○ 日语＊2、数学（课程2）、
理科（物理、化学）

－ －

化学生命工学院

化学与物质工学系

－ ○

日语＊2、数学（课程2）、
理科（物理、化学）

－ －

生命与生物工学系
日语＊2、数学（课程2）、理科
（物理、化学、生物中任选2个
科目）

■招生时期、报名时期、考试日期、公布合格日期等（2020年4月入学）

招生时期 报名时期（注册信息�・交纳入学报名费�・寄送资料） 考试日期 公布合格日期

9月招生 2019/9/5（周四）〜2019/9/13日（周五）（资料务必在此时间内送到） 2019/10/20（周日） 2019/10/25（周五）

11月招生 2019/11/18（周一）〜2019/11/25日（周一）（资料务必在此时间内送到） 2020/1/12（周日） 2020/1/17（周五）

＊1�报考社会学系专业时可申报4个志愿。

＊2�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包括描述题。

■2019年度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9月招生）结果 （单位�：人） ■2019年度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11月招生）结果 （单位�：人）

学院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法学院 42 4
文学院 19 6
经济学院 38 18
社会学院 35 13
综合信息学院 45 5

合计 179 46

学院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法学院 56 8
文学院 36 10
经济学院 52 13
商学院 79 29

政策创造学院 85 12
人类健康学院 17 3
社会安全学院 6 4
系统理工学院 96 26
环境城市工学院 44 16
化学生命工学院 66 23

合计 537 144

入学考试简章
详细内容请确认入学考试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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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化入学考试
详情请阅读入学考试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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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报名到入学的流程

②交纳入学报名费

⑮进入关西大学就读

⑦参加入学考试

⑨通过入学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关西大学PASS”查询结果

⑭办理申请在留资格或变更等相关的手续

⑪交纳报名费、学费、杂费

③邮寄所需资料

④申请发行准考证　※仅限居住在国外来日留学者

⑥发行准考证　※仅对申请考试许可证者

⑬寄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与入学许可证　※仅针对需要者

⑫代办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申请手续　※仅针对需要者

⑤接收所需资料

⑧合格者公布

入学申请者 关西大学

①通过网页报名（填写是否需要大学代理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⑩（以下项目仅对合格者）领取合格通知书

��　　综合信息学院6月份也实施招生（秋季学期入学）。
��外国语学院不实施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
��详情内容请确认关西大学入学考试信息综合网站“Kan-Dai�web”、
“入学考试信息”（多样化入学考试）页面中的入学考试简章。

■报名资格（9月招生・11月招生通用）　符合下列（1）〜（4）所有条件者

（1）持有外国国籍者。

（2）�在外国履修、或预定履修12年正规教育者(包括因跳级在12年以内履修完第12年课程者)。

　　　※其他相当于上述学校教育课程履修者或预定履修者有得到报名认可的情况。详情请确认“入学考试简章”第3页的报名资格。

（3）在日本留学考试中，参加各学院指定的任一考试中的指定科目考试者。

　　【９月招生】〈法〈法学院〉◆2019年度第1次（6月实施）

　　　　　　　〈文学・社会・综合信息学院〉◆2018年度第2次（11月实施）�◆2019年度第1次（6月实施）

　　　　　　　〈经济学院〉◆2017年度第2次（11月实施）�◆2018年度第1次（6月实施）�◆2018年度第2次（11月实施）�◆2019年度第1次（6月实施）

　　【11月招生】◆2019年度第1次（6月实施）�◆2019年度第2次（11月实施）

（4）能够提交各学院指定的外语检定考试分数或等级证明者。〈仅限文学・经济・商学・社会・人类健康学院〉

　　　※仅限过去2年内取得的成绩。TOEFL�ITP® 和TOEIC® �L&R�IP不为参考对象。

■入学报名费  35,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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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465,000 465,000 930,000 1,060,000 1,060,000 1,060,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752,000 465,000 1,217,000 1,087,000 1,067,000 1,067,000 

法学、文学（初等教育学专业、心理学专业除外）、经济学、商学、社会学院 �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465,000 465,000 930,000 1,140,000 1,140,000 1,140,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752,000 465,000 1,217,000 1,167,000 1,147,000 1,147,000

文学院 初等教育学专业�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465,000 465,000 930,000 1,060,000 1,070,000 1,070,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752,000 465,000 1,217,000 1,087,000 1,077,000 1,077,000

文学院 心理学专业�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475,000 475,000 950,000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762,000 475,000 1,237,000 1,107,000 1,087,000 1,087,000

政策创造学院�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628,000 628,000 1,256,000 ※1,387,000 1,387,000 1,387,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合　计 915,000 628,000 1,543,000 1,394,000 1,414,000 1,394,000

外国语学院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651,000 651,000 1,302,000 1,432,000 1,432,000 1,432,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938,000 651,000 1,589,000 1,459,000 1,439,000 1,439,000

综合信息学院、社会安全学院�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485,000 485,000 970,000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772,000 485,000 1,257,000 1,127,000 1,107,000 1,107,000

人类健康学院�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１年级（2020年度） ２年级（2021年度） ３年级（2022年度） ４年级（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全　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260,000 ー ー ー
学　费 746,500 746,500 1,493,000 1,624,000 1,624,000 ※※1,624,000

杂费
教　育
后援会

入会金 10,000 ー 10,000 ー ー ー
会　费 7,000 ー 7,000 7,000 7,000 7,000

校友会 基本会费 10,000 ー 10,000 20,000 ー ー
合　计 1,033,500 746,500 1,780,000 1,651,000 1,631,000 1,631,000

系统理工学院、环境城市工学院、化学生命工学院� （单位：日元）

类别 区分
年级（年度）

■招生学院、学系、选拔方法、入学考试日程、考场　2020年度春季入学（4月入学）

■2019年度
　外国人留学生编入、
　转入学考试结果

学院 学科 编入、转入年级 有关日语能力的检定考试 英语检定考试 本校自设考试 日期、考场

文学院 综合人文学系
3年级

（仅心理学专业为2
年级）

日本留学考试
“日语（包括描述题）”
或日语能力测试「Ｎ1」

剑桥英语考试，实用英语技能检定，
联合国公用语英语检定考试，
雅思考试（限学术类考试），
TOEFL�iBT®，TOEIC®�L&R

笔试（专业科目或专业
论文）、面试

2019/10/20（周
日）

千里山校区

政策创造学院
政策学系

国际亚洲法政策学系
3年级 － 专业论文

2019/10/19（周
六）

千里山校区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系 3年级

【选择主修英语者】
　TOEFL�iBT®��61分以上
【选择主修中文者】
　HSK5级（210分以上）或
　中国语检定考试2级以上

小论文（日语），
面试：
[主修英语、主修中文]
使用主修语言（英语或中
文）和日语实施
[主修日语]
仅用日语实施

2018/10/20（周
日）

千里山校区

■报名时期、入学报名费交纳期限、
　公布合格日期等

报名时期（注册信息�・交纳入学报名费�・寄送资料） 公布合格日期

2019/9/5（周四）〜2019/9/13（周五）（资料务必在此时间内送到） 2019/10/25（周五）

学院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文学院 2 0

政策创造学院 1 0
外国语学院 1 0
合计 4 0

■从报名到入学的流程

②交纳入学报名费

⑮进入关西大学就读

⑦参加入学考试

⑨通过入学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关大PASS”查询结果

⑭办理申请在留资格或变更等相关的手续

⑪交纳报名费、学费、杂费

③邮寄所需资料

④申请发行准考证　※仅限居住在国外来日留学者

⑥发行准考证　※仅对申请考试许可证者

⑬寄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与入学许可证　※仅针对需要者

⑫代办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申请手续　※仅针对需要者

⑤接收所需资料

⑧合格者公布

入学申请者 关西大学

①通过网页报名（填写是否需要大学代理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⑩（以下项目仅对合格者）领取合格通知书

2020年度春季入学（4月入学） 外国人留学生编入学、转入学考试本 科
　　详情内容请查阅关西大学入学考试信息综合网站“Kan-Dai�web”、“入学考试信息”（多样化入学考试）页面的入学考试简章。

■报名资格　符合下列（1）〜（4）的所有条件者

（1）拥有外国国籍、在日本国外履修包括高中在内的12年正规教育者。

（2）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

・在日本国外履修14年正规教育者（包括预定2020年3月底履修结束者）。

・�2020年3月为止，在日本4年制大学就读2年以上（休学期间除外），并取得就读学院、学系毕业所需学分中的60个学分以上者（包括预定取
得者）。

・日本４年制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者（包括预定2020年3月毕业者）

・日本专科学校专业课程履修者（包括预定2020年3月履修结束者）。

・其他经教授会讨论、由校长认可拥有等同或超过上述学力者。

（3）参加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包括描述题）”考试，或日语能力测试“Ｎ１”合格者。
※日本留学考试◆2018年度第2次（11月实施）或◆2019年度第１次（6月实施）的成绩为参考对象。

（4）能够提交各学院指定的外语检定考试分数或等级证明者。
※TOEFL�ITP®和TOEIC®L&R�IP不为参考对象。文学院以过去2年内取得的成绩为参考对象。外国语学院以有效期内的各项检定考试成绩为参考对象。

＊文学系初级教育学专业不举办招生。

学费、杂费本科

2020年度 入学学生 实绩

＊参加出国留学项目的留学期间（原则上为2年级）的学费可以全额减免。各费用及交纳时期为预定时期，有变更的可能。有关出国留学项目的经费（包括留学学校的学费）需要另行支付。�

＊＊系统理工学院、环境城市工学院、化学生命工学院对于超出学习年限（8个学期）的在校生，每学期除征收学费762,000日元（全年1,524,000日元）以外，还另行征收各种杂费。
（注）・杂费是受委托征收，因此有变更的可能。
���������・本校留学生别科的结业生或在校生未完成课程之前升入本校本科或研究生院时，入学金（入学注册金）减半。

（单位�：人）

入学考试简章
详细内容请确认入学考试简章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
ao/youkou_foreigner_hent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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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费 14,000 日元
　※�如果同时报考“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则免除“外国人研究

生”的选拔费。

■就学期限 1年（有可能获得延期许可）

■招生月份、实施研究科、选拔方法
依照上述�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的入学考试日程。
但2020年度9月入学(7月招生)的综合信息学、社会安全学、人

类健康研究科于2020年7月4日(周六)实施。

研究科 水平・成绩
社会学研究科（M） 日语能力考试“N1”或日本留学考试“日语240分以上※3”

综合信息学研究科（M・D）※1

心理学研究科（M・D）
人类健康研究科（M）

日语能力考试“N1”或日本留学考试“日语270分以上※3”

理工学研究科（M）※2 提交TOEIC®L&R或TOEFL®的成绩

■选拔方法・招生月份　根据资料审核、笔试、口试结果综合判定合格与否。

■入学考试报名费  35,000日元

■入学考试日期 

入学考试日期 招生月份 网上报名、入学报名费交纳期限 报名期限 考试日期 公布合格日期

2020年度
春季入学

7月招生 2019/5/17（周五）〜2019/5/31（周五） 2019/5/24（周五）〜2019/5/31（周五） 2019/7/6（周六） 2019/7/12（周五）

10月招生 2019/8/23（周五）〜2019/9/6（周五） 2019/8/30（周五）〜2019/9/6（周五）

综合信息学、社会安全、人类健康研究科
2019/10/5（周六）

其他研究科
2019/10/6（周日）

2019/10/11（周五）

12月招生 2019/10/25（周五）〜2019/11/8（周五） 2019/11/1（周五）〜2019/11/8（周五） 2019/12/8（周日） 2019/12/13（周五）

2月招生 2019/12/20（周五）〜2020/1/10（周五） 2020/2/22（周六） 2020/2/28（周五）

2020年度
秋季入学

7月招生 2020/5/15（周五）〜2020/5/29（周五） 2020/5/22（周五）〜2020/5/29（周五） 2020/7/5（周日） 2020/7/10（周五）

注�●表示招硕士课程与博士课程，○表示只招硕士课程。注�M表示�硕士课程，D表示�博士课程

※1�如果征得希望得到指导的教师的同意，外语教育研究科可免除对日语能力水平的要求。另外，部分研究科对于
同时报考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者，可将其硕士课程入学考试要求的日本留学考试的分数认可为报名资格。详
细内容请参考招生简章。

※2�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包括记述题。

研究科

招生月份（入学时期） 笔试内容

7
月（
春
季
）

10
月（
春
季
）

12
月（
春
季
）

2
月（
春
季
）

7
月（
秋
季
）

硕士课程 博士课程

法学研究科 ● ● 法政研究课程：专业科目1门、选考科目1门�
企业法务课程、公共政策课程：选考科目1门

专业科目和外语�
（从英语、德语、法语、中文当中选择1种语言）

文学研究科 ● ● ● 外语（日语）
※地理学专业为日语或英语

外语（从英语、德语、法语、中文、俄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当中选择1种语言）
※日本文学专业与中国文学专业为日语，地理学专业为日语或英语

经济学研究科 ○ ● 专业科目与外语（英语）※项目课程仅专业科目 专业科目和外语（英语）

商学研究科 ● ● 专业科目（从商学、经营学、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当中
选择1门科目）与外语（英语）�※高等专职培训课程为专业科目

专业科目和外语（英语）

社会学研究科 ○ ● 专业科目　※社会学专攻专业研究课程为专业科目和英语 专业科目和英语
综合信息学研究科 ● ● 专业科目 专业科目和英语

理工学研究科 ● ● ●
专业科目和外语（英语）
※1��系统理工学专业�物理与应用物理学领域、机械工学领域以及环境
城市工学专业�建筑学领域、城市系统工学领域仅考专业科目。

※2�系统理工学专业�电气电子信息工学领域不举行笔试。

不举行笔试

外语教育学研究科 ● ● ● 外语（日语） 外语（日语）

心理学研究科（心理学专业） ● ● 专业考试 专业考试

社会安全研究科 ● ● 专业科目 专业科目和外语（英语）

东亚文化研究科 ● ● ● 外语（日语）
外语（从英语、德语、法语、中文、俄语、西班牙语、朝
鲜语、日语当中选择1种语言）

管理研究科 ● ● 专业科目（使用日语或英语解答） 专业科目和英语
人类健康研究科 ○ ○ ○ 专业科目 －

2020年度4月入学・9月入学 外国人研究生制度研究生院

■外国人研究生制度
　　本制度是持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希望进入特定的研究科接受研究指导的外国人为对

象的制度。“外国人研究生”虽然并非正式研究生，但如果履修研究科指定科目，并且

该科目考试合格的话，该生入学本校研究生院后，这些科目作为入学前已履修科目，可

得到6个学分以内的认可。此外，关于在留资格“留学”所要求的听讲科目数，请参考

第11页的“外国人研究生�研究费”。

■报名资格

依照上述� 硕士课程 �的报名资格。

同时征得希望得到指导的教师的同意，拥有研究科规定的日语能力者。

■ 关于同时报考外国人留学生与外国研究生
　　可同时报考“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与“外国人研究生选拔”。如果同时报

考，选拔时同时进行口试。“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与“外国人研究生选拔”的

报名资料不同。请分别确认各项考试的招生简章做好报名准备，以免出错。

　同时报考时的报名资料（例：心理学研究科）

■报名前的流程

入学时期 招生月份 实施研究科 选拔方法

2020年度
4月入学

10月招生 全研究科

资料审核、
口试

12月招生
外语教育学
研究科

2月招生 全研究科

2020年度
9月入学

7月招生 全研究科

研究科 水平、成绩

法学、文学、经济学、商学、外语教育学、心理
学、社会安全、东亚文化、管理、人类健康研究科 日语能力测试「N2以上」

社会学研究科
日语能力测试「N2以上」或

日本留学考试「日本240分以上」
综合信息学、理工学研究科 日语能力测试「N3以上」

■报名前的流程

外国人研究生选拔 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

报名表(同时报考硕士课程、外国人研究生)

通
用
资
料

毕业大学等的成绩证明书

毕业大学等的毕业（即将毕业）证明书

研究科所要求的日语能力证明书的原件

在留卡/护照复印件

外国人研究生选拔・志愿理由书（规定用纸） ＜心理学研究科＞�志愿理由书（规定用纸）

外国人研究生选拔�研究计划书（规定用纸） 研究计划书

推荐信 ―

网上报名/提交报名资料/交纳选拔费

请希望得到指导的教师在志愿理由书上盖章

确认和准备报名方法及报名资料

申请参加考试的签证

确认和准备选拔方法

个别入学
资格审查

向关西
大学
咨询

如果需要
审查入学
资格

于申请
期限内
办理申请

审查
具备
报名
资格

P10

确认招生简章记载的报名资格、报名时间

征得希望得到指导的
教师的同意寻找、联系教师整理研究题目、

研究计划

不清楚是否具备报名资格 具备报名资格

网上报名/提交报名资料/交纳入学报名费

确认和准备报名方法及报名资料

确认招生简章记载的报名资格、报名时间

整理研究题目、研究计划

申请参加考试的签证

确认和准备入学考试方法

不清楚是否具备报名资格

查询志愿研究科及教师

个别入学
资格审查

向关西
大学
咨询

如果需要
审查

入学资格

于申请
期限内
办理申请

审查
具备
报名
资格

具备报名资格

P10

P10

P10

2020年度 春（4月入学）
季入学 ・ 秋（9月入学）

季入学 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研究生院
　　报名资格、报名资料、报名手续、选拔方法等详细内容，请查阅各研究科的招生简章。
心理学研究科心理临床学专业（硕士课程）及人类健康研究科（博士课程）不实施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理工学研究科（硕士课程、博士课程）及社会安全研究科
（博士课程）另有使用英语取得学位的项目。详细内容请在本大学院入学考试信息网站「English-based�Program」的网页查询。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报名资格
[硕士课程]
符合下述（1）〜（5）任一条件者（包括在本研究科入学前，预定达到（1）〜（4）任一条件者）

（1）在外国已修完16年正规教育者（注1）

（2）在日本的大学以外国人留学生身份毕业者
（3）�在外国的大学以及其他外国的学校(注2)已修业学习时间为3年以上的课程并已获得相当于

学士学位者（2016年文部科学省令第19号）
（4）�在日本以外国人留学生身份，于文部科学大臣指定之日期后，完成文部科学大臣另行

指定之专科学校的专业课程（限修业年限为4年以上，及其他符合文部科学大臣制定标
准的专业）者。

（5）�本研究生院经个别入学资格审核，认可其具有与大学毕业生同等及以上学力者。但不包
括被认定在日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课程的外国人。

注1�以下学校在籍、且限在籍期间总计4年以内者可按报名资格（1）等同对待。
・以日本学校教育法为基础的小学、中学、高中等、日本国内的外国人学校
・文部科学大臣认可或指定的日本国外教育设施

注2�关于教育研究活动等综合情况，仅限得到该外国政府或有关机关的认证人员的评价、或者以此为基准、由文部科学大臣另
行指定的内容。

[博士课程]�
符合下述（1）〜（5）任一条件者（包括在本研究科入学之前，预定达到（1）〜（3）任一条件者）

（1）在外国的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或相当于专职学位者

（2）作为外国人留学生，在日本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或专职学位者

（3）�修完国际联合大学的课程，并取得相当于硕士学位的学位者

（国际联合大学课程是由国际联合国和日本国之间实施协定、并依照特别措施法第一条第�

��二款规定、于1972年12月11日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而设立的课程）

（4）文部科学大臣指定者（1989年文部省告示第118号）

（5）�此外，在本研究生院中，被认可拥有等同或超过硕士学位的学位、并在本研究科入学前

满24岁者。但不包括被认定在日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课程的外国人。

[在报名资格中对语言能力设有规定条件的研究科]
※1��上述报名资格中，仅限硕士课程的（１）、（３）、（５）以及博士课程的（1）、（4）、
（5）报名者

※2��仅限系统理工学专业的物理与应用物理学领域、机械工业领域、电气电子信息工学
领域，以及环境城市工学专业�建筑学领域、城市系统工学领域的报名者。

※3��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包括记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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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入学
文学、东亚文化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每学期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ー
学费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ー 10,000 ー 20,000
合计 494,500 374,500 364,500 384,500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每学期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ー ー ー
学费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409,5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ー
合计 539,500 419,500 409,500 429,500 409,500 409,500

理工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每学期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ー ー ー
学费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364,5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ー 10,000 ー 20,000 ー ー
合计 494,500 374,500 364,500 384,500 364,500 364,500

文学、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 （单位：日元）

理工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每学期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ー
学费 569,500 569,500 569,500 569,5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ー 10,000 ー 20,000
合计 699,500 579,500 569,500 589,500

会计研究科（会计专职研究生部）�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260,000 ー ー
学费  660,000  660,000  1,350,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930,000  660,000  1,370,000 

■春季入学

■专职课程

法学、文学、经济学、商学、社会学、东亚文化、管理研究科（硕士课程）
�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364,500  364,500  72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04,500  364,500  749,000 

法学、文学、经济学、商学、社会学、东亚文化、管理研究科
外语教育学、人类健康研究科（博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364,500  364,500  72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04,500  364,500  749,000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404,500  404,500  80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44,500  404,500  829,000 

外语教育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374,500  374,500  74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14,500  374,500  769,000 

心理学研究科 心理学专业（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374,500  374,500  74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14,500  374,500  769,000 

心理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384,500  384,500  76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24,500  384,500  789,000 

人类健康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489,500 489,500 97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629,500 489,500 999,000 

综合信息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569,500 569,500 1,13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709,500 569,500 1,159,000 

理工学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489,500 489,500 97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629,500 489,500 999,000 

社会安全研究科（硕士课程）� （单位：日元）

类别
2020年度 2021年度以后

入学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全年

学费
入学金 130,000 ー ー
学费 409,500 409,500 819,000 

杂费 校友会基本会费 10,000 ー 20,000 
合计 549,500 409,500 839,000 

综合信息学、理工学、社会安全研究科（博士课程）� （单位：日元）

注1��关西大学本科毕业生、关西大学研究生院结业者、符合研究生院校规第46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本校本科生（跳级考试合格者）升入研究生院时，无需交纳入学金（入学注册费）。此外，符合研究生
院会计研究科规则第26条第11项规定者（跳级考试合格者）升入会计研究科（专职研究生院）时，入学金（入学注册费）减半。

注2�关西大学留学生别科结业者，或本校留学生别科在籍学生在未结业时，升入本科或研究生院时，入学金（入学注册费）减半。
注3��杂费中的“校友会基本会费”为受委托收取，费用分别为：入学时10,000日元，第二年20,000日元（秋季入学者入学第二年春季学期10,000日元,第三年春季学期20,000日元），合计收取30,000日
元。另外，关西大学本科毕业生、关西大学研究生院结业者或符合研究生院规则第46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本校本科生（跳级考试合格者）等已交纳该项费用者，无需再次交纳。

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结果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单位�：人）

2018年度秋季入学 2019年度春季入学

研究科
硕士课程 博士课程 硕士课程 博士课程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法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12 0 0 0
文学研究科 8 3 0 0 46 13 2 2
经济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59 16 1 0
商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89 13 1 0
社会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65 18 2 0
综合信息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3 2 2 2
理工学研究科 1 0 0 0 23 15 2 2
外语教育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46 9 3 1
心理学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13 3 2 1
社会安全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5 2 0 0
东亚文化研究科 5 2 4 4 27 9 10 6
管理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4 2 0 0
人类健康研究科 ー ー ー ー 0 0 ー ー

合计 14 5 4 4 392 102 25 14

■专职学位課程� （单位�：人）

2019年度春季入学

研究科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会计研究科 5 4�

会计研究科（会计专职研究生部）

■报名资格　依照第8页的报名资格“硕士课程”。

［根据语言能力条件（报名条件（1）、（3）、（5））报名者］
日语能力考试“N1”或日本留学考试“日语（包括记述题）270分以上”

■入学考试日程

入学时期 招生月份 网上报名、交纳入学报名费、报名期限 考试日期 公布合格日期

2020年度
春季入学

7月招生 2019/6/17（周一）〜�2019/6/24（周一） 2019/7/7（周日） 2019/7/12（周五）

10月招生 2019/10/8（周二）〜�2019/10/15（周二） 2019/10/27（周日） 2019/11/1（周五）

1月招生 2020/1/7（周二）〜�2020/1/14（周二） 2020/1/26（周日） 2020/1/31（周五）

■入学考试报名费 35,000日元

■选拔方法　小论文和面试

2020年度 春季入学（4月入学）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研究生院

外国人研究生

（1）�外国人研究生指导���1科目［1学期（半年）］・・・45,000日元　　　　(2)��其他讲义科目��1科目［1学期（半年）］・・・30,000日元

【法学、商学、社会学、综合信息学、理工学、外语教育学、
 心理学、社会安全、管理、人类健康研究科】
为取得“留学”在留资格，每学期（半年）需要修学1门外国人研究生

指导科目及6门其他讲义科目，费用为225,000日元。

【文学、经济学、东亚文化研究科】
为取得“留学”在留资格，每学期（半年）需要修学2门外国人研究生

指导科目及5门其他讲义科目，费用为240,000日元。

　　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不予为报考者介绍与其研究课题对应
的指导教师或给教师转发电子邮件。

请报考者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课题，查询希望得到研
究指导的教师，并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联系教师（外
国研究生选拔的所有研究科及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的社
会学、综合信息学、理工学、人类健康研究科必须在报名
前联系相关教师）。本研究生院入学考试信息网站公开的
Information(电子版简介)中登载有各教师的研究课题等信
息。也可通过本大学学术信息系统的教师查询功能,对教师的
所属、详细信息、专业领域、关键字条进
行查询。详细说明请参照以下网站。

　　请通过学生招生简章，确认报名资格、报名资料、报名手续、选拔方法等详细内容。法务研究科（法科大学院）不实施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

2020年度 研究费

　　本大学将根据报名资料，审查报名者的既往学历是否等
同于日本的大学教育课程。申请个别入学资格审查的截止日
期一般比报名日期早1个月左右。首先请通过志愿研究科的
招生简章确认是否具备报名资格。如果无法判断是否具备报
名资格，请尽快通过本大学院入学考试信息网站的“个别入
学资格审查”询问。

〔需要进行个别入学资格审查例〕
・短期大学或3年制大学毕业
・5年制小学
（至大学毕业为止为15年）等

请从本大学院入学考试
信息网站上下载。

有关教师信息查询、联络方法 有关个别入学资格审查 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

外国人研究
生选拔
招生简章

2020年度 学费・杂费研究生院
　　作为长期履修制度，硕士课程中设有3年课程的研究科，会计专职研究生院设有3年课程和4年课程。如下
表所示，各学年的学费均有不同设定。详情内容请参照各研究科的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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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的国际化构想的一环，关西大学 2012 年 4 月在南千里国际校区设立了留学生别科。留学生别科的教学目的在于向希望升入本大学

本科、研究生院的外国人讲授日语、日本时事、日本文化等科目。原则上课程期限为1年（ ※ ）。
※学习年限为1 年；依情况并经许可，最长可延至2 年。

授课课程

课程表（2019年度）（参考）

合格情况（2018年度合格实绩）

　关西大学留学生別科的课程表设置如下。根据自己的目的以及需要，除去淡蓝色标记的科目外还可以选择橙色标记的科目。

　　「日本时事」课程，通过

学习和体验各种各样在日本生

活中必要的基础知识，加深对

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了解。

　在「综合科目」里同时进行

日本留学考试的「综合科目

（政治、经济、社会、地理、

历史）」应试准备。

　　力求熟练掌握与日语能

力等级（日语熟练程度）相

应的4大技能（阅读、写 作、

听 力、会话）的班级。同时

进行采取与熟练程度相应等

级的日语能力考试和日本留

学考试的对策。

日本时事（射箭体验）
日语科目课程

第一部分「日语科目」（18科目 / 各2个学分） 第三部分「日本时事科目」
第四部分「综合科目」 （3科目 / 各4个学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节 09：00-10：30
日语Ⅰ〜Ⅵ
（综合）

日语Ⅰ〜Ⅵ
（综合）

日语Ⅰ〜Ⅵ
（综合）

日语Ⅰ〜Ⅵ
（综合）

日语Ⅰ〜Ⅵ
（综合）

第二节 10：40-12：10
日语Ⅰ〜Ⅵ
（阅读）

日语Ⅰ〜Ⅵ
（阅读）

日语Ⅰ〜Ⅵ
（阅读）

日语Ⅰ〜Ⅵ
（阅读）

日语Ⅰ〜Ⅵ
（阅读）

第三节 13：00-14：30
日语Ⅰ〜Ⅵ

（文章・口语表达）
日语Ⅰ〜Ⅵ

（文章・口语表达）
日语Ⅰ〜Ⅵ

（文章・口语表达）
日语Ⅰ〜Ⅵ

（文章・口语表达）
日语Ⅰ〜Ⅵ

（文章・口语表达）

第四节 14：40-16：10
学术日语Ⅰ
学术日语Ⅲ

学术日语Ⅲ
英语Ⅲ
化学

学术日语Ⅱ
日本现势

学术日语Ⅲ
英语Ⅲ
物理

学术日语Ⅰ
学术日语Ⅲ

第五节 16：20-17：50 学术日语Ⅰ
综合科目Ⅱ
英语Ⅰ

学术日语Ⅱ
日语现势

综合科目Ⅱ
英语Ⅰ

学术日语Ⅰ
数学Ⅰ

第六节 18：00-19：30 英语Ⅱ 生物
综合科目Ⅰ
英语Ⅱ

数学Ⅱ

学部
（本科）

正规课程

关西大学：13名���大阪观光大学：1名���大阪经济大学：1名���大阪产业大学：1名���大手前大学：1名
关西学院大学：3名���京都产业大学：3名���近畿大学：2名���神户学院大学：3名���神户国际大学：1名
松蔭大学：1名���同志社大学：1名���名古屋商科大学：1名���日本映画大学：1名���日本福祉大学：1名
桃山学院大学：1名���立教大学：1名���立命馆大学：3名���流通科学大学：1名

研究生院

正式课程
关西大学：12名���大阪学院大学：1名���大阪商业大学：1名���神户大学：1名��
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1名���立命馆大学：1名

非正式课程 关西大学：1名���东北大学：1名

从报名到入学的流程

入学报名者

●1  下载入学考试须知和格式

●2  缴纳报名费

●3  网上报名

●13  申请签证

●5  审查资料

●8  发表合格者

●4  邮寄报名资料

●14  抵达日本

●9  缴纳入学时的各种费用

●7  面试

●10  实施入学前教育

●6  通知资料选拔

 　 合格者的面试时间等

●11  代理申请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留学）

●12  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留学）和入学许可书

居住在中国的人 ：在北京或上海面试

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人 ：通过网络视频通话等方式进行面试

入学 !!

　　培养专门领域上的语言能力和学术性应用能力的班级。

　　学习撰写具有逻辑性与学术性的文章的报告和论文，

以及锻炼演示与口头发表的技能。

　　掌握在日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里学习所需要的科目（英语、

数学、理科）的基本知识。

第二部分「特别应用练习科目」
（9科目 / 各4个学分）

第五部分「基础科目」（8科目 / 各2个学分）

留学生别科

关西大学留学生别科

　　关西大学留学生别科采用学期制，无论在春季学期（4月～9月）或是秋季学期（9月～次年3月）都可入学·结业。本别科原则上通过

审查资料和面试进行选拔。

招生人数 100名（4月份入学、9月份入学合计人数）

报名资格

拥有日本以外的国籍并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的人�：

（1）�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完成或在留学生别科入学日前预计完成12年正规学校教育者。或者自入学之日起年满18周岁，同时被本
校认定为具备同等以上资格的人。（具备相当于日本的“高中毕业程度认定考试”资格的人等）
※�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完成或预计完成11年正规学校教育者，根据文部科学省所指定的国家以及学校类别，有可能符合本大学
所认同的报名资格，请另行咨询。
※如果拥有包括日本国籍的双重国籍，请个别咨询。

（2）��报名时有1年以上（300课时以上）日语学习经历者，或者是拥有相当于日语能力测试N4级左右日语水平的人。
※�但是，截止到留学生别科入学日的期限为止，在日本国内的其他日语教育机构学习的期限超过1年的人，原则上不能报名。

报名期限
2020年4月入学：2019年9月6日（星期五）〜9月30日(星期一)
2020年9月入学：2020年4月3日（星期五）〜4月30日(星期四)

报名费 20,000日元

选拔方式 审查资料和面试等

入学考试须知和入学愿书（样本）等可以在网站下载

http://www.kansai-u.ac.jp/ku-jpn/gb/about/download/

　　对于品学兼优并且需要经济援助的留学生，将发放“关西大学国

际交流助成基金留学生特别奖学金”。每个学期向5名（每年10名）学

生发放每月30，000日元。除了本校的奖学金以外也有公共机构和民间

团体提供的奖学金。

■奖学金（2019年度预定）

■入学情况（最近2年）

报名人数 合格人数

2017�年�9�月入学生 123 75

2018�年�4�月入学生 62 52

2018�年�9�月入学生 94 83

2019�年�4�月入学生 61 50

■可以入住关西大学的宿舍，与各国学生一起学习
　与上课同样地点，附设配有最新设备的留学生宿舍。别科生申请者

全体可入住该宿舍一年。在该宿舍里，有关西大学的各国学生作为学生

宿舍助理（Resident Assistant），与留学生共同生活，为留学生的日常

生活提供帮助。

■学费（2020年度入学者）

入学时
第一个学期 以后每个学期

入学金 100,000 ー
学　费 345,000 345,000

合　计 445,000 345,000

区　分

类　别

（单位：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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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支援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pport

总计近300名留学生
领取到给付型奖学金

给付型奖学金

【对象】
　　学系、研究科正规课程在籍、且符合本校规定申请资格的自费外国人留学生。

（超过标准学习年限者除外）

类型多样的国际学生宿舍
　　宿舍房型多式多样，有6〜7人共享厨房和休息室的单元房型，也有与日籍室友共用房间的房型以及单人房型。同时宿舍里也住着主要协助留
学生的宿舍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学生助理。

��　　除以上宿舍之外，还有关西大学与株式会社关大Pensee业务合作、由株式会社共立Maintenance运营的联合国际学生宿舍。
��详细内容请查询国际部网站（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Dormitory/）。

南千里国际校区留学生宿舍
◦宿舍房型：男女生共用，单人房间
◦入住费：无
◦房费：43,000日元／月
◦杂费：5,000日元／月
（包括水电煤气费、寝具租赁费和上网费）
◦餐食：自理
◦地点：从阪急千里线“南千里站”步行约5分钟
※住宿费和宿舍杂费每年更新。
※寝具费包含在宿舍杂费中。

南千里国际学生宿舍（男女共用・单人间）

◦宿舍房型：男女生共用，单人房间
◦入住费：15,000日元
◦房费：25,000日元／月
◦杂费：5,000日元／月
（包括水电煤气费、寝具租赁费和上网费）
◦餐食：自理
◦地点：从阪急千里线“南千里站”步行约10分钟
※入住费和住宿费和宿舍杂费每年更新。
※寝具费包含在宿舍杂费中。

学生交流馆・秀丽宿舍
◦宿舍房型：男生双人房间（部分为单人房间）
◦入住费：15,000日元
◦房费：31,500日元／月（包括水电煤气费和上网费）
◦杂费：无
◦寝具租赁费：每月1,100日元
◦餐食：据实支付（可提供预约服务）
　早餐�240日元／餐，晚餐�480日元／餐
◦地点：从千里山校区步行约5分钟

月之丘宿舍

◦宿舍房型：女生双人房间
◦入住费：15,000日元
◦�房费：31,500日元／月
　　　（包括水电煤气费和上网费）
◦杂费：无
◦寝具租赁费：每月1,100日元
◦餐食：据实支付（可提供预约服务）
　早餐�240日元／餐，晚餐�480日元／餐
◦地点：从千里山校区步行约15分钟

●留学生1个月的
　平均生活费
　（不包括学费、教材费）

与东京相比
生活费用低！

●每月支出情况（关西地区）

合计89,000日元

住宿费
35,000日元

餐饮费
28,000日元

水电煤气费
7,000日元

兴趣爱好・娱乐费
6,000日元

上学交通费
4,000日元

保险・医疗费
3,000日元

杂费
6,000日元

东京：100,000日元

从2020年度
新入学生开始

实施新的奖学金制度。

详细内容将在下记网页通知
http://www.kansai-u.ac.jp/
Kokusai/gb/
from/support.
php?id=scholarship

SUCCESS-Osaka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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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支援 Career Support

留学生支援团体

【留学生会】
　　由外国人留学生组成的为外国人留学生提供服务的社

团。为留学生提供拓宽社交网及互相帮助的契机。并通过开

展各种活动，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在异乡日本的留学生活。

【KU Bridge】
　　KU�Bridge是一个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伙伴社团，作为

外国人留学生和日本人交流的“桥梁”，主要开展国际交流

活动的企划和运营工作。从学生的角度协助外国人留学生度

过充实的留学生活。

学习支援 Learning Support

日语辅导课程
课程名称 内容 等级

日语一对一辅导制度 辅导者（日本学生）对被辅导者（外国人留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日语）和
日常生活提出建议、提供帮助。

初级〜高级

日语会话进阶研讨会 以实践形式，学习适应日本社会所需的生活情景日语会话。 中级〜高级

学术性论文读写能力培养讲座 通过实践形式，学习本科毕业论文及研究生院水平的小论文报告时所需的日语学术性
论文读写方法。

高级

日语学术性论文写作讲义
视频推送

通过推送的视频，学习书面表达、参考文献查找方法及写作方法、论文构成等。 高级

日语学术性论文写作的个别咨询 使用自带的论文、小论文报告等，接受日语的书面表达、构成等方面的建议指导。 高级

※各项计划以及实施内容有可能变更。

　　许多留学生毕业之后想在日本就业，而日本的企业也希望聘用能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国人留学生。但是想要在日本就业，必须要了解为

了在日本就业需要理解日本特有的选拔方法和招聘日程，开展就业活动。

为此，关西大学对留学生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大学将全力为外国人留学生的在日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为外国人留学生开设的活动
　　本校为外国人留学生预备了多种特设活动。
例如：日本的就业程序、求职资料的填写方法、参加日
企实习的方法、面向留学生的企业联合说明会等。欢迎
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做出自己满意的就业选择。

■就业中心的个别咨询
　　外国人留学生可在就业中心个别咨询有关就业问题的
不安和烦恼。

就业中心项目

【外国人留学生的主要就业企业（2015〜2017年度）】

◦永和泉电气IDEC　◦永旺零售　◦爱电王EDION�
◦NTT�Communications　◦国际石油开发帝石　◦山月
◦夏普　◦住友电装　◦竹中工务店　◦DIC　◦东洋橡胶工业
◦日本毛织　◦宜得利NITORI　◦日本塔塔咨询服务公司
◦日本发条　◦松下　◦阪和兴业　◦日立制作所　◦日立物流
◦富士软件　◦富士通　◦船井综合研究所
◦堀场制作所　◦MikiHouse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
◦三井物产　◦瑞穗金融集团　◦村田制作所
◦雅马哈发动机　◦乐天　◦万革始应用软件　等

SUCCESS-Osaka课程
（文部科学省委托事业）
为留学生在日就业提供帮助！

　　开展SUCCESS-Osaka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就学于关西大学的
留学生毕业后能够成为活跃于日本社会的高端外国人才。
留学生就业支援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提供在日本工作所必需的“商务日语教育”

・�进行各种“职业教育”，内容包括理解日本的商业习惯和商务礼
仪，研究日本企业与行业，理解日本就业活动等。

・提供与企业共同开发的“实习”机会

本项目联合众多企业、大阪府等地方政府、周边实力大学开展实施。

包括以外国人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金和校内奖学金
（面向成绩优秀生）双项领取者在内的总计人数

领取者

291名

给付奖学金领取人数（2018年度实绩）

申请者

666名

注）�有多种面向留学生的给付奖学金。详细内容请在入学后召开的新生说
明会上确认。

出处：2017年度私费外国人留学生生活实况调查（JASSO）

关西：  89,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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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读于系统理工学院机械工学系，学习将人的各种动作与机械将结合的技

术。同时为了制造安全性更高的机械，不仅要学习机械技术，还要学习心理学，以

理解人的行动、反应和思维。

　关西大学的留学生支援体制非常充实。经常举办国际交流活动和面向留学生的

各种研讨会，帮助留学生结识日本学生。在就业支援活动中，我参加了帮助留学生

就业的“SUCCESS-Osaka”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参加企业跟踪活动和就业所

需的商务日语讲座。同时我还获得了奖学金，使我的学生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将来，为了能够在日本找到制造高性能假肢的工作，我不仅要学习机械工程学

的技术，还需要努力学习日本人的思想和文化。

　“只要不放弃，梦想一定会实现“，走入陌生的世界的确需要勇气,希望大家

能勇于挑战。关西大学为你准备了“成为理想的自己”的环境。希望大家充满自

信、努力不懈。

文学研究科 综合人文学专业 硕士课程 2年级学生

王琳婷
国家・地区�:�中国

系统理工学院 机械工学系 3年级学生

潘同毅
国家・地区�:�台湾

International Student Message

　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博物馆研究员，通过各国的文化遗产，为加强东亚文

化圈的理解和交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从关西大学留学生别科升入了文

学研究科进行学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习专业知识之外，

我还选修了“EU-日本学教育研究课程”作为第二专业，放眼世界，开展研究。

　不论是留学生，或是日本学生，关西大学都为你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成长舞台。

我也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以学生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关西大学国际部负责日常

窗口接待工作，并协助国际交流活动的企划运营，以帮助关西大学开展国际化业

务。另外，我也是关西大学博物馆的一名学生工作人员，在博物馆负责接待服务和

为来自海外的访客做馆内介绍。这些实践经验在充实我的留学生活的同时，也促进

了我自身的成长发展。

　我很感谢关西大学和外部财团对我的奖学金资助，让我能朝着自己的梦想前

进，集中精力到研究上，安心地在关西大学度过我的留学生活。

　志愿报考关西大学学习的留学生们，关西大学将不仅仅成为你们学习的地方，

也将成为你们拓宽国际视野、与同学们互勉互励的国际化舞台。遇见关西大学，遇

见全新的自己。

Campus Introduction 高槻校区

综合信息学院

综合信息学研究科

高槻缪斯校区

社会安全学院

社会安全研究科

堺校区

人类健康学院

人类健康研究科

南千里国际校区

关西大学留学生别科
（日语・日本文化教育课程升学班）

梅田校区

Access Map

关西国际机场

关大前

高 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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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津 

奈良
近铁奈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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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本线
京桥大阪天满宫

天下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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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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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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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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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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堺校区

北浜

日本桥

动物园前

浅香

淡 路

南方十 三

大 阪
（梅田）

天王寺

南千里
国际校区

千里山校区

高槻校区
高槻缪斯校区

京阪本线

大阪机场

大阪国际
(伊丹)机场

南茨木

N

高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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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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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
▪

千里山校区

[本　　科]

法学院

文学院

经济学院

商学院

社会学院

政策创造学院

外国语学院

系统理工学院

环境城市工学院

化学生命工学院

[研究生院]

法学研究科

文学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商学研究科

社会学研究科

理工学研究科

外语教育学研究科

心理学研究科

东亚文化研究科

管理研究科

法务研究科

会计研究科

这里是象征展翅未来的关大学子的都市
型据点
爱称为“关大未来图”

1716



可通过关西大学网页查询更详细的内容。

●入学典礼
●新生导览
●春季新学期
●春之祭
●文化祭

●大学升格纪念日（6月5日）

●春季学期期末考试 

●暑假
●开放参观

●秋季新学期

●开放参观

●学园祭
●创校纪念日（11月4日）
●开放参观

●入学考试
●毕业典礼
●春假

●秋季学期期末考试

●入学考试

●寒假

●教育后援会总会
●髙槻校区祭

关西大学主要年间活动

4
April

5
May

6
June

7
July

8
August

9
September

10
October

11
November

12
December

1
January

2
February

3
March

本科考试信息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ao/index.html
Ｅｍａｉｌ：rgs@ml.kandai.jp　

研究生院考试信息
http://www.kansai-u.ac.jp/Gr_sch/ 
Ｅｍａｉｌ：grd-adm@ml.kandai.jp

留学生别科信息
http://www.kansai-u.ac.jp/ku-jpn/gb/
Ｅｍａｉｌ：ku-jpn@ml.kandai.jp

本　科

研究生院

留学生别科

国际部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gb/
咨询：https://www.kansai-u.ac.jp/
　　　　　　 Kokusai/department/contact.php　　

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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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大学宣传视频

国际部
http://www.kansai-u.ac.jp/Kokusai/department/p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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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化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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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gtj.html

Student Guide Japan
是所有留学意向者必读的、
介绍日本留学基础知识的手册。

※�（Student�Guide�to�Japan由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留学支援机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