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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西学院大学

使命宣言
⃜⃜関西学院大学的使命是，
心致力一生的目標，用

體成，引

聚到

裡來的所

人，能夠
養

到自己

創造性和

能力的世界市民⃞

国际教育·協力中心
〒662-8501 兵庫県西宮市上ケ原一番町1番155号
TEL：0798-51-0952 FAX：0798-51-0954

Access

督教主義的導 學習和探求的共

情心及高尚的情操來改變社會，領會‚Mastery 這or Service‛的校訓，

兵庫県西宮市

Kwansei Gakuin, as a learning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ity, inspires its members to seek
their life missions, and cultivates them to be creative and capable world citizens who embody its motto, Mastery for Service, by transforming society with compassion and integrity.

在阪急神戶線「西宮北口」站換乗阪急今津線，
在「甲東園」站下車後步行15 分鐘或搭乘巴士５分鐘抵達

HYOGO

留學生
VOICE

創始者 Lambuth 的精神和國際性
⃜⃜関西学院是1889年由美國·南Methodists 主教派教會的宣教師

●日語課程（招生簡章及必要文件可以從學校的主頁下載）

上.R.Lambuth 所創立的⃞Lambuth 在世界各地開展了教育及醫療活
2019年4 入學⃜研究生院外國留學生考試
2019年度入學 本科外國留學生入學考試
報 期間 : 第1次入學考試⃜’18 9/12( ) ～ 9/19( )
⃜⃜⃜⃜⃜第2次入學考試⃜’18 11/13( ) ～ 11/20( )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第2次入學考試實 系別僅限 法學系・經濟系・國際系・教育系・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綜合 策系・理工系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考試日期 : 第1次入學考試⃜’18 10/27(六)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第2次入學考試⃜’18 1/12(六)

9月6日（四）
2月22日（五）23日
（六）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4日（二）、5日（三）
2月20日（三）、21日
（四）

系名稱

考試科目

文學

日語 論文⃝
材料審查 ※2⃝面試

社會

材料審查 ※2⃝面試

法學 ※1

材料審查 ※2⃝面試

經濟學 ※1

材料審查 ※2⃝面試

商學

人類福祉 ※1
國際學 ※1

教育學

費

○入學金
⃜200,000

招收人數

⃜的收費情況，2019年度未定
⃜單位:日元

材料審查 ※2

9月5日（三）
2月26日（二）

M・D 2019年2月8日
（五）〜 2019年2月15日（五）

2月22日
（五）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22日（六）
2月23日（六）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10日（一）、11日
（二）
2月19日（二）、20日
（三）

関西学院繼

了Lambuth 的導世界市民成人生理念，積極

國際交流·國際貢獻

業⃞関西学院大学的留學生大約

大約與170所海外學校締結協定⃞

們

在

樣的環境

，

心致力
700人，

孫

若嘉

養能夠
所屬：商學系2年級
出身：中國

爲世界做貢獻的人才⃞

若干
若干

〇授課費(減免30%後)
⃜543,900(文科 )
⃜637,000(人類福祉)
⃜683,900(文科 )
⃜759,500(理工)

外 語(英 語⃝法 語⃝德 語
○其他的學費・諸費用
中任選一科)⃝
⃜207,000 ～ 242,000(文系 )
材料審查 ※2⃝面試
⃜252,000 ～ 254,000(人類福祉)
材料審查 ※2⃝面試
⃜260,000 ～ 288,000(文系 )
⃜396,000 理工
材料審查 ※2⃝面試
※文科 …文學･社會學･法學･
第一次入學考試:
⃜⃜⃜⃜⃜經濟･商學
日語 論文⃝面試
⃜文科 …教育･國際･綜合 策
第 次入學考試:
材料審查 ※2⃝面試
※以 是2018年度入學生

綜合政策 ※1 材料審查 ※2⃝面試
理工

學

動，作爲通lobal·servant 世界的獻身者 奉獻了他的一生⃞今天，

第一次入學考試・第
次入學考試各若干

2018年秋季入學：2018年6月6日
（三）〜 6月13日
（三） 6月30日（六）
2019年春季入學：
【1次】2018年11月7日
（三）〜 11月14日（三） 12月1日
（六）
【2次】2019年1月23日（三）〜 1月30日（三） 2月16日（六）

第一次入學考試・第
次入學考試各若干

P

若干

【1次】2018年8月16日（四）〜 8月23日（四）
M 【2次】2018年11月1日
（四）〜 11月8日（四）
【3次】2019年1月31日（四）〜 2月7日（四）

各

9月8日（六）
11月24日（六）
2月23日（六）

業若干
D

入學考試・第 次
入學考試共計15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6日（四）、7日（五）
2月21日（四）、22日
（五）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M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5日（三）、6日（四）
2月21日（四）、22日
（五）

M・D
第一次入學考試・第
次入學考試各若干

【2018年秋季入學】2018年6月7日
（四）〜 6月14日
（四） 6月30日（六）
【2019年春季入學】2019年1月31日
（四）〜 2月7日
（四） 2月22日（五）

D

入學考試・第 次
入學考試共計20

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2月21日
（四）、22日（五）

【2018年秋季入學】2018年7月3日
（二）〜 7月11日
（三） 8月1日（三）
M・D
【2019年春季入學】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
（五） 2月27日（三）

第一次入學考試・第
次入學考試各若干

※1 法學系・經濟系・人類福祉系・國際學系・綜合 策系只 第一次入學考試是在首爾實 ⃞
詳情請參考2019年度的関西学院大学外國留學生入學考試要項⃞
※2 各系材料審查的 容不 ⃞詳情請參考2019年度的関西学院大学外國留學生入學考試要項⃞
☆神學系實 以外國留學生爲 象的AO入學考試⃞

Spirit and internationalism of Lambuth
Kwansei Gakuin was founded in 1889 by Dr. W. R. Lambuth, a
missonar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USA. Lambuth conducted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activit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led a life as a Global Servant (a servant to the
world). Today, Kwansei Gakuin has inherited Lambuth s way of
life as a world citizen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 Kwansei Gakuin has
about 7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about 170 partner universities overseas. Under this environment, we develop persons who
globally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

過在関西学院大学的學習與課外活動,

養了 接受一切 物的國際性視野⃞
⃜⃜

認爲大學就是做學問的地方⃞而做學

問首先需要

一顆能夠接受廣闊世界中各類

文化及現象的包容之心⃞ 覺得只

擁

樣的包容理解之心, 才能加深自己

所研究

領域的理解⃞
関西学院大学是super 通lobal大學之一,
給學生們提供了許多與不
國際交流的機會⃞利用

文化接觸以及

些機會,

理解了以往所不了解的文化,

接觸並

都極大的擴

【1次】2018年7月6日
（五）〜 7月13日（五）
M
【2次】2019年2月1日
（五）〜 2月8日（五）

7月28日（六）
2月23日（六）

寬了 的國際性視野⃞ 過 些實踐經驗, 関

M 【1次】2018年8月22日（三）〜 8月29日（三）
M・D 【2次】2019年2月8日
（五）〜 2月15日（五）

9月12日（三）
2月22日（五）

西 学 院 大 学 的 校 訓‚Mastery 這or Service‛
進一步在學生們中得到了貫徹實現, 志在

☆經營戰略研究科⃝語言交流文化研究科⃝綜合

策研究科(僅限D),實

一般入學考試⃞

眼世界走向世界的學生們每天在

●English Program
（Please visit our homepage for details.）
Bachelor's Program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goal is to educate students who will be fully equipped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pending on their interest, students enter
either the North American Studies Course or the Asian Studies Course. Both courses
comprise three different study fields. The School offers a full range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English.

朝著 爲世界市民的方向努力著⃞
3
Features

1.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 small group seminars
2. Building Japanese language proﬁciency
3. A faculty advisor assigned to each student

Inquire: kgusis@kwansei.ac.jp

Master's Program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 Development)
Providing training to students to enable them to contribu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program places emphasis on practical training, which will deal with
peacekeeping,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ectures and seminars by lead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 will
give students insights into the challenging issues being faced in the world today.

3
Features

1. Faculty from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and regions
2. Fostering experts who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3. Diversiﬁed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exchanges

Inquire: spswebmaster@ml.kwansei.ac.jp

●授課費減免及獎學金（2018年度現在） Tuition Reduction and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For 2018）
申請資格 Qualiﬁcations
本科· 研究生院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MBA program in the Business School〔September admission also available〕
The Business School (part of th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offers a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urse (IMC), which is taught only in English.

4
Features

1. Daytime MBA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new graduates
2. The ﬁrst MBA program in the Kansai-region
3. Oﬀer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with Business Schools overseas
4. Strong job placement record with foreign aﬃliated companies

Doctoral program in the Business School

3 Specialized Study Programs
Management Program
Marketing Program
Finance Program

本科
undergraduates

Inquire: imc@kwansei.ac.jp

The Business School also offers a Doctoral program taught only in English.

Program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September admission also available〕
The aim of this program is to expose young scientists to state-of-the-art research
skills and in-depth knowledge of advanced biology, chemistry and physics to harness the potential of biotechnology.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encompasses Masters
programs, while emphasizing research that directly benefits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enroll in these courses sequentially in order to obtain
Master’ s degrees. An extended program for Doctor’ s degree is also connected.

樣激勵

3
Features

1. Focus on Environmental Bioscience,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Designed curriculum to accept students
from various ﬁelds
3. Great opportunity to touch Japanese culture

Inquire: EngMS@kwansei.ac.jp

研究生院
graduates

經濟支援 Reduction/Amount

備考 notes

減免授課費的30%
30% tuition reduction

滿足條件的本科·研究生院在籍的 體外國留學生
All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KGU

一年支付10萬日元
An annual sum of 100,000 yen

綜合 策系在籍的 體外國留學生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gistered in the School of Policy S tudies

支付相當 授課費20%的金額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20% of the tuition

新生是原則
體錄用，
2年級以 者則錄用2年級以
體國外留學生數的50%
All ﬁrst year students. 50% of second year students and above.

支付相當 授課費50%的金額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50% of the tuition

入學前預約錄用 按入學考試的 績選考，錄用合格者的40%
Tentative Selection Pending University Entrance
（40%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selected based on entrance exam results）

支付相當 授課費35%的金額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35% of the tuition

入學後錄用 錄用除入學前預約錄用者以外的 體留學生的60%
Selection after University entrance
（60%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cluding candidates of
Tentative Selection Pending University Ent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