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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大学

创校 ：1886

类型 ：私立大学

13 个学院

13 个研究生院

2 个专职研究生院

在校生总数 ：约 29,506 名 

 本科生 ：27,736 名

 研究生 ：1,770 名

 （包括约 1,200 名留学生）

校际合作大学 ：200 所（截止 2022 年 3 月）

学生宿舍 关西大学

千里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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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职业研究生院
·法学研究生部　·会计专职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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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学院　·系统理工学院
·环境城市工学院　·化学生命工学院

高槻校区

研究生院、本科
·综合信息

高槻缪斯校区

研究生院、本科
·社会安全

堺校区

研究生院、本科
·人类健康

梅田校区

南千里国际校区
关西大学日语与日本文化教育课程升学班
（留学生别科）

学生国际交流馆，秀丽宿舍
● 宿舍房型 ： 男生宿舍 单人间
● 入住费 ：15,000日元
● 房费 ： 单人间 A：36,000日元 

单人间 B：38,000日元 

（包括水电煤气费、 

寝具租赁费和上网费）
● 餐食 ： 据实支付（可提供预约服务） 

早餐 250日元／餐，晚餐 490日元／餐
● 地点 ：从千里山校区步行约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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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丘宿舍
● 宿舍房型 ：女生双人房间
● 入住费 ：15,000日元
● 房费 ： 33,000日元／月 

（包括水电煤气费、 

寝具租赁费和上网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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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日元／餐，晚餐 490日元／餐
● 地点 ：从千里山校区步行约15分钟

南千里国际学生宿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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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属宿舍　KU I-House
●  关于住宿费、宿舍房型特点等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关西大学国际宿舍网

站。

＊ 住宿相关费用可能会有变动。

 请参阅网站，了解最新信息。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Dormitory/en/

〒564-8680 日本大阪府吹田市山手町3丁目3番35号

电话：+81-（0）6-6368-1174

传真：+81-（0）6-6330-3027

https://www.kansai-u.ac.jp/gb/

（国际部）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gb/

高槻缪斯校区

大阪

堺校区

梅田校区

千里山校区

高槻校区

南千里国际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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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西大学学习深造

关西大学日语与日本文化教育课程

 学位方案（以日语授课）
● 提供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课程，帮助学生取得学位。
● 本科入学考试必须参加日本留学考试（EJU）。
●  报考本科及研究生院时，有可能要求提供 TOEIC®L&R（托业）、TOEFL®（托福）、IELTS™（雅思）

等英语水平考试的记录或成绩单。
●  通过“外国人学部留学生入学考试”本科项目申请者或通过“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考试”的研究

生院项目申请者，将被录取入学。
● 详细内容请浏览入学考试要项 ：
 （本科招生）＊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ao/index.html
 （研究生院招生）https://www.kansai-u.ac.jp/Gr_sch/international/index_gb.html
＊所有内容仅用日文表示。

 英语授课的学位项目
● 理工学研究生院
● 社会安全学研究生院
● 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网址 ：
  https://www.kansai-u.ac.jp/Gr_sch/  

english/eng/index.html#a_info

 KUGF 课程（全球化前沿项目）
● 完全采用英语授课（* 部分课程采用日文授课）
● 向日本学生和外国人留学生开放。
●  关于课程详细信息，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或链接，浏览网站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gb/program/

国际线上协作式学习（COIL）是一种由两个或

多个国家进行的协作式教学的创新教学方法，

源于日本关西大学于 2014 年首次引入的在线

交流。

日本关西大学在国际线上协作式学习方面处于

研究生院（学位方案，以日语授课）
入学 考试月份 研究院

2022年度，
9月21日入学

7月 文学、综合信息学、理工学、东亚文化

2023年
4月1日入学

7月 人类健康研究院

10月 全部研究院

12月 外域教育学研究院

2月 全部研究院

升学班（留学生别科）

本课程旨在为希望升入关西大学或其他日本大学的留学生，提供
日语、日本时事和日本文化方面的指导。
课程指南请参见以下网址 ：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gb/index.html

■报名期限
 春季入学：2022年9月2日（星期五）至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秋季入学：2023年4月3日（星期一）至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

■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为1年 ; 依情况并经许可，最长可延至2年。

■学费（日元）

入学第一个学期 以后每个学期

入学金 100,000 -

学费 365,000 365,000

合计 465,000 365,000

日語．日本文化教育課程　語言留学班（JLC）

本课程旨在面向日本以外的大学或研究生院在读的学生或毕业
生，提供日语和日本文化教育方面的指导。课程包括以日语授课
的“日语技能提升项目”、“国际教养项目”和“留学生项目”等。
以及用英语授课的“教养科目”和“法律专业教育”等。
课程指南请参见以下网址 ：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gb/other/jlc.html

■报名期限
 春季入学：2022年9月2日（星期五）至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
 秋季入学 ：2023年3月1日（星期三）至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

■学习年限和入学
 一个学期（半年）或两个学期（一年）
 JLC 采用学期制，因此学生可在春季或秋季学期入学。

■学费（日元）
 每学期500,000

日语・日本文化教育课程　短期语言研修班（IJLC）

本短期研修班面向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一年以内的大学毕
业生，提供日语培训课程和学习日本文化的机会。
有关课程的详细内容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gb/other/ijlc.html

■学习时间
 在夏季和冬季开办2至3周的课程
 JLPT 考前对策讲座 , 秋季举办，为期三个月，每周两次

关西大学夏季课程 / 冬季课程

●  本课程采用英语授课，从历史和商业文化角度走进日本重要的
商业之都——大阪。

 日语入门课采用英语授课，可供学生选修。
 本课程每年都在校园内举办。
 课程详情请参见以下网址。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short_term

■课程期限
 2或4周

＊以上信息可能会有变动。请注意查看学校网站上的最新信息。

 外国人留学生入学试验报名日程

本科
入学 报名时间 学院

2022年
9月21日入学

6月 综合信息学院

2023年
4月1日入学

9月
法学院、文学院、经济学院、
社会学院、综合信息学院

11月

文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
政策创造学院、人类健康学院、
社会安全学院、系统理工学院、
环境城市工学院、化学生命工学院

校历（2022／2023）

月 日 本科／研究生院

4 1 学年开始

春季学期开学

7 22 春季学期课程结束

8 3 暑假（至9月20日）

9 21 秋季学期开学

秋季学期开课

12 27 寒假（至1月6日）

1 21 秋季学期课程结束

3 - 春假（21日～31日）/（24日～31日）

31 学年结束

 奖学金
我校将根据学生的入学试验成绩和学习成绩颁发奖学金。
对于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标准就读期限内几乎所有学生都可获得奖学金。

奖学金人数和评定标准由学院和研究生院决定。
我校还提供其他奖学金。欲知详情，请参见以下网址。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english/from/support.php

本科招生 研究生院招生

日本领先地位，2018年日本关西大学成立了全球教育创新推

进机构（IIGE），在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校际交流项

目” 框架下，作为日本一个创新的国际线上协作式教育平台

（2018-2023年）。

访问 IIGE 网站 ：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II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