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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西大學

創校：1886

類型：私立大學

13個學院

13個研究科

2個專職研究所

在校生總數：約29,506名

	 大學部生：27,736名

	 研究生：1,770名

	 （包括近1,200名留學生）

校際協定大學：200所（截至2022年3月）

學生宿舍 關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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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職研究所
‧法科研究所　‧會計專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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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大學部
‧綜合資訊

高槻MUSE校區
研究所、大學部
‧社會安全

堺校區
研究所、大學部
‧人類健康

梅田校區

南千里國際校區
關西大學日語與日本文化教育課程升學班

（留學生別科）

學生國際交流館，秀麗宿舍
●	 宿舍房型：	男子宿舍	單人房間
●	 入住費：15,000日圓
●	 房費：	單人房間	A：36,000日圓	

單人房間	B：38,000日圓	
（包括水電瓦斯費、寢具租賃費和網路費）

●	 餐食：	（採預約制）	
早餐	250日圓／餐，晚餐	490日圓／餐

●	 地點：距離千里山校區步行約5分鐘

南千里國際校區留學生宿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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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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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日圓／月	

（包括水電瓦斯費、寢具租賃費和網路費）
●	 寢具租賃費：1,100日圓／月
●	 餐食：	（採預約制）	

早餐	250日圓／餐，晚餐	490日圓／餐
●	 地點：從千里山校區步行約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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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宿舍　KU	I-House
●	 	如需住宿費、宿舍房型特徵等進一步資訊，請參照下方關西大學國際宿舍網

站。

＊	住宿相關費用有可能變更，
	 請瀏覽網站了解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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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電話：+81-（0）6-6368-1174
傳真：+81-（0）6-6330-3027
https://www.kansai-u.ac.jp/b5/

（國際部）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b5/

高槻MUSE校區

大阪

堺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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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山校區

高槻校區

南千里國際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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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西大學學習深造

關西大學日語與日本文化教育課程

升學班（留學生別科）
本課程目的在於，向希望升入關西大學或其他日本大學攻讀學位
的留學生，提供日語、日本現勢與日本文化方面的指導。
課程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b5/index.html

■報名期限
	 春季入學：2022年9月2日（星期五）～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
	 秋季入學：2023年4月3日（星期一）～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

■學習年限
	 修業年限為一年。依情況並經許可，最長可延至2年。

■學費（日圓）
入學時第一學期 以後每個學期

入學金 100,000 -
學費 365,000 365,000
合計 465,000 365,000

日語．日本文化教育課程　語言留學班（JLC）
本課程目的在於，向日本以外的大學或研究所在學的學生或畢業
生，提供日語和日本文化教育方面的指導。課程包括以日語授課
的「日語技能提升科目」和「國際教養科目」和「留學生科目」。
以及用英語授課的「教養科目」和「法律專業教育」等。
課程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b5/other/jl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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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年限和入學
	 一個學期（半年）或兩個學期（一年）
	 JLC採用學期制，因此學生可以在春季或秋季學期入學。

■學費（日圓）
	 每學期500,000

日語．日本文化教育課程　短期語言研修班（IJLC）
本短期研修班招生對象為大學部及研究所的在校生，以及畢業一年內的大學畢業
生，提供日語培訓課程和學習日本文化的機會。
課程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
https://www.kansai-u.ac.jp/ku-jpn/b5/other/ijlc.html

■學習期限
	 在夏季和冬季開辦2～3週左右的課程
	 JLPT	考前對策，在秋季開辦	3	個月課程，每週兩次

關西大學暑期課程	/	寒假課程
●	 	本課程以英語授課，以歷史和商業文化角度，走進日本的商業

之都——大阪。
	 日本介紹課程以英語授課，可供學生自由選修。
	 本課程每年在校園內開設。
	 課程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short_term

■課程期限
	 2	或	4	週

＊資訊可能會有變更。請洽學校網站了解最新資訊。

行事曆（2022年／2023年）
月 日 大學部／研究所
4 1 學年開始

春學期開學
7 22 課程結束
8 3 暑假（至9月20日）
9 21 秋學期開學

秋學期開課
12 27 寒假（至1月6日）
1 21 課程結束
3 - 春假（21日～31日）／（24日～31日）

31 學年結束

	 學位計畫（日語授課）
●	 提供大學部課程和研究生課程，幫助取得學位。
●	 大學部入學考試必須參加日本留學考試（EJU）。
●	 	報考大學部及研究所時，有可能要求提供TOEIC®L&R、TOEFL®、IELTS™等英語檢定考試的記錄

或成績單。
●	 	報考大學部的學生必須通過「外國人大學部留學生入學考試」的學生或報考研究所並通過「外

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的學生將被錄取。
●	 詳細內容請瀏覽入學考試要項。
	 （大學部招生）＊ https://www.nyusi.kansai-u.ac.jp/admission/ao/index.html
	 （研究所招生）https://www.kansai-u.ac.jp/Gr_sch/international/index_b5.html
＊	所有內容僅用日文表示。

	 英語學位計畫
●	 理工學研究科研究所
●	 社會安全研究科研究所
●	 詳細資訊請瀏覽下面網頁：
	 	https://www.kansai-u.ac.jp/Gr_sch/	

english/eng/index.html#a_info

	 KUGF課程（銜接全球化科目）
●	 完全採用英語授課（＊一些課程以日文授課。）
●	 開放給日本和外國人留學生。
●	 	關於課程詳細資訊，請掃描以下	 	

QR碼或連結，瀏覽網站
	 https://www.kansai-u.ac.jp/Kokusai/b5/program/

研究所（學位計畫（日語授課））
入學 考試月份 研究科

2022年度，
9月21日入學 7月 文學、綜合資訊學、理工學、東亞文化

2023年度，
4月1日入學

7月 人類健康研究科

10月 全部研究科

12月 外語教育學研究科

2月 全部研究科

	 外國人留學生入學考試報名日程
大學部

入學 報名時間 學院

2022年度，
9月21日入學 6月 綜合資訊學院

2023年度，
4月1日入學

9月 法學院、文學院、經濟學院、
社會學院、綜合資訊學院

11月

文學院、經濟學院、商學院、
政策創造學院、人類健康學院、
社會安全學院、系統理工學院、
環境城市工學院、化學生命工學院

	 獎學金
我們將依據入學考試以及學生的學業表現，甄選合格學生給付獎學金。
針對攻讀博士課程的學生，課程標準學期期間幾乎所有學生都可獲得獎學金。

獎學金人數和甄選條件將依據學院和研究所而定。
我們同時也提供他類獎學金。如需更多資訊，請洽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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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招生 研究所招生

國際線上合作式學習（COIL）是一種由兩個或
多個國家進行的合作式教學的創新教學方法，
源自日本關西大學於2014年首次導入的線上
交流。
日本關西大學在國際線上合作式學習倡議在日

本處於領先地位，2018年日本關西大學成立全球教育創新
推進機構（IIGE），在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校園交流
專案」中，作為國際線上合作式學習的日本平台（2018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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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