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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留学生提供“改变人生”的真

正能够体验日本文化的机会。为外国

留学生提供有个性化体验的机会，即

使在你离开OGU后，也能够时时想起

并活用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相信这些

经验也会对同学们未来的人生产生积

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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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阪学院大学（OGU）真诚地邀请各位留学生们来加入我们提供的最理想的日
语以及日本文化学习的交换留学项目！ 
 
  我校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极为便利：乘火车只需30分钟就可以到达日本
文化中心-京都；约10分钟到大阪的商业娱乐中心；到国际贸易港口城市-神户也只
需40分钟；1个小时左右便可到达古城奈良；如果坐新干线到日本首都东京大约2个
半小时。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独具特色的日语学习课程设置既先进又实用。上午是
日语课，每周共计10小时的课时；下午是关于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专业课程，由
优秀教师用英文或日语授课。 
 
  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每一位留学生的关照都是无微不至的，常常根据每个学
生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帮助。如果各位同学正在考虑开始一段“改变自己的人
生”且难忘的留学体验，我们在大阪学院大学期待着各位的到来！ 
 
     

   
     国际中心 

中
国

语
 



4 

 

中
国

语
 

申请交换留学的流程（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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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 

2023年8月28日～12月15日 

  8月21日 到达日本（关西国际机场）  

  8月23日 ～ 25日 入学说明会 

  8月26日     欢迎会  

  8月28日         课程开始  

10月14日 ～ 15日 岸边节（校园节） 

12月15日 课程结束 

12月15日  修了式  

1月17日 到达日本（关西国际机场）   

1月18日 ～19日 入学说明会  

1月22日  课程开始   

5月10日 课程结束  

5月11日       修了式  

 

2023-2024 学年日历 

春季学期 

2024年1月22日～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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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学院大学的国际交流项目里面，上午安排的是综合日语课程，下午安排的是选修课的学

习。选修课内容丰富，无论你是日语初学者，还是对日语会话已经颇有自信的佼佼者，总有适合

你的学习内容。 

 

JSL1~3 (综合日语) 

JSL1~3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包括汉字）这4项基础技能，达到能进行基本的

日常会话，能够较自如地应对日常生活。 

   

JSL4~5 (语法、相关课程、个别辅导) 

JSL4~5里加入了语法课以强化学生的日语能力，每周安排有4小时的课程，为了让同学们能运

用实用日语，我校开设了内容丰富的全日文授课课程。在这些课程里，同学们可以在纯日语的

环境里学到当今日本的文化、社会方面的知识。比如，使用日文读物、媒体信息作教材，让学

生们围绕教材的内容交换意见。在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也让学生能够学到日

本文化及社会概况。 

 

 

◇ 在最初一周的入学说明会期间，会对学生进行日语能力检测，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将同学们

编入不同的班级。 

◇ 根据该学期参加课程的学生人数以及水平不同，JSL班的学习内容会有所调整。 

◇ 所有的留学生都要求参加每个学期末的日语发表会。 

 

课程 秋 春 
小时数

（周） 
内容 

JSL1 （初级） ● ● 10.5 综合日语 个别辅导 

JSL2 （初中级） ● ● 10.5 综合日语 个别辅导 

JSL3 （中级） ● ● 10.5 综合日语/语法、相关课程及个别辅导  

JSL4（中高级） ● ● 10.5 语法、相关课程及个别辅导 

JSL5 （高级） ● ● 10.5 语法、相关课程及个别辅导 

❖上表所示的课程有可能会根据学生人数以及日语水平适当进行调整。 

日语课程（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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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讲课程会根据情况有所调整。 

※ JSC、E-Bridge、J-Bridge、JSP等选修课程的内容，在国际交流项目开始后，可在我校网站上查询。学校各

系可选修课  

选修课程（下午）：共13周/学期 

课程种类 内容・语言 开讲课程（例） 
小时数

（周） 

JSC 
关于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文

化、宗教、经济等的全英文授课课程  

Japanese Business Culture and Practices 

Japanese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Japanese Pop Culture 

Japanese Culture and Community 

Japanese Religious Identity in Modern Japan 

Japanese Psychotherapies 

Japa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3.5 

E-Bridge 

将由不同背景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英语

和日语两种语言，讲授日本与国际社

会，日本酒店管理等相关的系列课程  

Hospitalit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Japan 
1.75 

JSP 

在提高日语能力的同时，加深对日本社

会、文化的理解的全日语授课课程。

（适用于初级班到高级班学生）  

 

关西地方的社会文化 

大阪方言 

阅读理解・写作 

现代日本文学 

电影听解 

日本文化实践 

日语会话（初中级） 

 

1.75  

Faculty Classes 

国际学系、经济学系、外语系等的正规

课程，与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语授

课）。※由于我校各系的学期与国际交

流项目的学期不一致，所以在决定选修

学部正规课程时，请留意并确认各自的

回国行程日期。另外，可选修的正规课

程的科目，在本项目开始后，会安排专

门的说明会上配发资料并相信说明。 

例：国际关系论、国际学入门、广告设计、现代

法学、日本的思想、经济入门、酒店及旅游服务

市场等。 

1.75 / 
3.5 

宣传交流活动（定期） 

 为促进留学生与本校学生的交流互动，我们会定期开展由留

学生介绍其所代表国家/地区及大学的宣传交流活动。留学生们

在学习期间内需要参加至少一次这样的活动，所以请各位同学

在来日本之前准备一些可以宣传自己母校的资料物品及代表自

己国家及民族的服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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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安排  

 在日本一边生活一边学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计划地选课、灵活合理地安排自己的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由于各国，各个学校对于学分的计算方法不同，你在OGU学习结束

后的成绩单上会显示学习内容，学时数及成绩。关于最终取得的学分具体请事先与所在学校的

负责人咨询确认。注意：出勤率低于80%的话，成绩将会判定为F (不合格）。 

课程安排时间表（例） （初级班学生） 

 

课程安排时间表（例） （高级班学生） 

课程                学时/周 

 

JSL （60分钟课程×10.5 ）                             10.5 

JSC （105分钟课程×2 ）                                           3.5 

JSC （105分钟课程×2 ）                                           3.5 

JSP （105分钟课程×1 ）                                           1.75 

                           （合計 19.25 ）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9:00-10:00 JSL JSL JSL JSL JSL 

10:10-11:10 JSL JSL JSL JSL JSL 

   JSL个别辅导      

            

13:30-15:15 学部课程 学部课程   JSP   

15:15-17:15     学部课程 学部课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9:00-10:00 JSL JSL JSL JSL JSL 

10:10-11:10 JSL JSL JSL JSL JSL 

      JSL个别辅导   

            

13:30-15:15 JSC     JSC JSP 

15:15-17:15     JSC JSC   

  课程      時間数/週 

 

JSL （60分钟课程×10.5 ）                                 10.5 

学部课程（105分钟课程×2）2门           7.0 

JSP （105分钟课程×1 ）      1.75 

 

                   （合計 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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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OGU校内没有学生宿舍，所以留学生们需要在以下3项中选择一种住宿方式。 

 ①OGU签约宿舍        ②Share House（只限女生）      ③自己租房/短期旅馆等 

 

  ①OGU签约宿舍 

 在日本租房需要（准备）给房东的礼金、押金和一名保证人，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在日本租房

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大阪学院大学作为保证人，签约了一些不需要礼金、押金的宿舍，供留学生

们选择。（根据签约条件，也有个别宿舍是需要交纳15,000日元的押金）具体如下。想要享受这

一优惠的学生需要在住宿申请表上所列的签约宿舍中进行选择，并和其他的入学申请资料一起提

交。原则上，在合同期间内学生不得解约。如果有特殊理由必须解约的情况下，在解约前除需付

租金外，还需支付解约金（相当于至少一个月的租金）。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无论是否住满一个

月,也必须交付一个月的房租。OGU的学生宿舍因地点不同而各有差异。但都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 月租：42,000日元，45,000日元，47,000日元，50,000日元（不含燃气费及水电费） 
 - 不提供三餐 
 - 没有门限 
 - 宿舍内的设施包括：厨房，组合浴室，床，微波炉，冰箱，灯具，书桌和椅子（餐  
       具炊具，厨房用品需自己购买） 
 
※ 如果是计划入住本校签约的宿舍的话，必须要交纳床垫，被子的费用（共7,000～8,000日元） 

※ 原则上女生宿舍，禁止男生入内。 

 

  ②本校签约的Sharehouse（共享房屋）（只限女生） 

  OGU国际交换留学交流项目已与大学附近（徒步圈）的3个Sharehouse签约，为交换留学生（只

限女生）提供住宿。希望入住的同学需要在住宿申请表上选择「我校签约的Share house」一项。

和OGU签约宿舍一样，原则上，在合同期间内学生不得解约。如果有特殊理由必须解约的情况下，

在解约前除需付租金外，还需支付解约金（相当于至少一个月的租金）。在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无

论是否住满一个月,也必须交付一个月的房租。 

      

     - 费用：55,000日元/月 

      - 关联费用（一次性交付，不退还）25,000日元 （手续费10,000日元，清扫费15,000日元） 

      - 不提供三餐 

      - 没有门限 
      - 共享设施：共用客厅，厨房及厨房用品，浴室，卫生间等。 

 

  ③自己租房 

 除以上两项外，如留学生有其他要求或选择，学生需要自己租房或安排好自己的住宿。 

  OGU以及国际中心的员工不为任何学生提供单独的保证人服务。 

 

 

住宿安排  

＜实例＞大阪市东淀川境内的短期旅馆 (Sharehouse) 

● 礼金、手续费（不退还）：10,000日元 

● 房租：57,000日元/月 

        （包含了：水电气，网络以及被褥的费用） 

● 不包含三餐 

● 厨房/浴室等于其他租住者共享 



10 

 

中
国

语
 

所需费用 

  学习及相关费用（货币单位：日元） 

 

 

 
 

*1 交换留学生免缴学费。 一般留学生（非交换留学生）的学费（限国际交换留学项 

   目）为 ¥380,000 / 学期 、 ¥760,000 / 年 

 

   
    每月生活费用概算 （货币单位：日元） 
 

 

 

 

 

 

 

 

 

*2   住宿价格取决于宿舍的类型。具体请参考下面的表格。 

 

   住宿费用 

 

 

 

*3 光热费开支: 约¥10,000／月 （估算：电费 ¥5,500，水费 ¥1,500，燃气费 ¥3,000） 

学费*1 ¥380,000 / 学期 

教材 约 ¥3,000～5,000/学期 

修学旅行 约 ¥2,000～5,000/学期 

住宿费*2 约¥60,000～80,000/月 

交通费 约¥4,000～10,000/月 

午餐费 约¥20,000/月 

国民健康保险 约¥2,200/月 

伤害保险 约\4,000/学期、约\5,000/2学期 

个人开支 约¥30,000～40,000/月 

合计 约¥120,000-170,000/月 

类型 月租金 饮食 

OGU签约宿舍 
¥42,000、¥45,000、¥47,000、¥58,000 

（不含燃气费*3  ） 
不提供 

OGU签约Sharehouse 
¥55,000 

（含燃气费及水电费） 
不提供 

自已租房（例） 

¥40,000～¥80,000 

（礼金、保证金: 约¥100,000～¥200,000、 

燃气费及水电费另付*3 、不配备家具） 

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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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活动及其他项目 

I-Chat Lounge的活动 
I-Chat Lounge在每年的春节及樱花盛开时，以及世界各地的重要节日期间将面向所有包括留学

生在内的所有学生们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岸边节（校园节） 
每年10月下旬OGU开办为期两天的校园节-「岸边节」。在此期间学校各个学生团体，俱乐部

会开展一系列，诸如发表会，展示会及模拟店等活动。学生，教职员，毕业生及市民也会参

加。 

 

国际交流活动 
提供机会，让学生通过参加活动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留学生和日本学生进行交流。 
  

家庭访问项目 
对住在宿舍，有意体验日本人生活的留学生们，OGU提供到日本人家庭访问的项目。留学生

可以利用周末等课余时间，根据被访问家庭的情况，参加1天或可以留宿的家庭访问活动，以

便了解和学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习惯。 

  

地区活动 

每年，OGU与周边地区会开展各种国际交流活动，欢迎留学生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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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U提供的帮助及必要手续 

OGU的学生和老师们会向来到日本的新生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必要时还可以提供对个人的帮助。 

 

抵达时的机场接机 

OGU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会在机场迎接新生，并将他们护送至距寄宿家庭最近的车站或学生宿舍。

留学生需要自行负担必要的交通费。 

 

协助办理校外相关手续 

OGU提供对留学生的住民票登录，办理国民健康保险证，开设银行帐户等协助。 

 

入学说明会 

OGU在开学初将开办入学说明会（秋季开学：3天，春季开学：2天）。针对课程安排，分班考

试，住宿以及各种保险，银行帐户的开设等诸多方面进行说明，解答留学生的疑问。为留学生提

供留学生活必要的信息。 

 

学生志愿者项目（BUDDY） 

OGU学生对每一位留学生在抵达日本后提供协助支持的项目。 

 

日本国民健康保险 

居住在日本期间，所有留学生都必须购买日本国民健康保险。留学生需要本人向所居住地的市/区

政府递交申请。每月平均花费约2200日元。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留学生在日本期间的所有医疗

费用的70%由日本政府负担，学生只需自己负担剩余的30%。 

 

☛作为义务，无论是否已有自己本国的国民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每位留学生来到日本后都

必须购买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和OGU协助办理的意外伤害保险。否则将可能被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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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设施 

图书馆 

图书馆建于1977年4月。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安静而有学术氛

围的场所。图书馆包括地上3层，地下2层，共有约1,100个阅览

席。目前该馆藏书量大约为118万册。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20:00 周日和公众假日休馆 

      （长期放假期间开放时间会有变更）  

I-Chat Lounge（13号馆） 

The International Chat Lounge （I-Chat）是一个学生们可以在良

好的氛围中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和他人交流的理想场所。在

这里你可以结交很多日本人学生并认识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师

们，用外语交流。每年在世界各国不同的重要节日前后还会安

排各种文化活动。还有提供免费的各种饮料及利用无线网络！ 

免费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7:00 

食堂/面包房/便利店等(12号馆) 

校内12号馆有两个食堂，面包房及便利店。13号楼I-Chat 

Lounge前设有1个小咖啡店。另外，在各个食堂及体育馆一层南

侧的K.M.36BANCHI内都安放有自动贩卖机。  

 

计算机房（2号馆、16号馆等） 

校园内设有多处计算机房。学生需要刷学生卡进入机房，另外

需要你的OGUNET ID来使用和登录计算机。印刷时，需要自己

携带A4的纸张。具体各个计算机房的开放时间每周会在门口公

布。 

国际中心（1号馆） 

国际中心行政办公室和休息的场所都位于1号楼的1层。国际中

心所属教员办公室和日语教师办公室位于1号楼的3层和4层。 

办公时间：周一～周六：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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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有超过100个俱乐部、兴趣小组和社团组织。其中也有

一小部分社团欢迎留学生加入。有意加入的同学请到国际中

心咨询。 

通讯环境 

校内为留学生设有专用的免费Wi-Fi使用区（1号馆及I-Chat 

Lounge）。在与本国的家人及朋友联系时，可以通过网络利

用诸如Wechat, Skype，LINE，Instagram等社交软件。 

保健中心（12号馆） 

校内保健中心位于12号楼3层。可以处理轻微伤病。 

 

日本银行现金卡和自动柜员机（13号馆） 

校内13号馆的2层设有日本两大银行的自动柜员机（ATM）

（三菱UFJ银行和日本邮局银行）。日本银行的办理的银行卡

可以在此办理存取手续。然而，并非所有国际金融卡都能在

这些机器上使用，请确认标识及手续费后再使用。 

运动设施（20号馆） 

OGU在20号楼设有一个运动健身/训练中心(le soleil)。在入学

说明会时，会安排详细说明和参观体验。利用设施时需要带

上学生证，健身衣物及室内使用的运动鞋。 

 

购书中心（纪伊国屋书店）（13号館） 

学生可以在这里买到上课所需的课本，参考书，字典，文具

等，还可以选购学校的纪念品，包括OGU T恤和著名的OGU 

Aloha衫。持学生卡，在购买书籍和杂志时还可以享受9折的

学生优惠。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8:45-17:00、周六： 11:00-17:00  

        （长期放假期间营业时间会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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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货币 
日元有4种面值的纸币（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

10,000日元）和6种面值的硬币（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

元、100日元、500日元）。日本依然是一个惯用现金的社会。

大部分有国际认证的信用卡都可以在日本使用。 

 

消费税 
消费者购买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税为10%。通常（商品）

标价已经包含了税费。 

 

小费 
日本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但是酒店和餐馆的账单中一般都已包括了服务费。 

 

大阪府 
大阪府的面积大约1,890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5%，是

（日本）面积第二小的行政区。但大阪有880万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的7%，是仅次于东京和神奈川的（日本）人口第三大

的行政区。 

 

气候 
冬季（12月～2月） 

在冬季，太平洋沿岸的平原地区气温很少降到0摄氏度以下。

气候比较干燥，晴天较多。中部和北部有很多有名的冬季运

动场所，日本岛的南部冬季也比较温暖。 

建议穿着：厚外套，毛衣 

 

春季（3月～5月） 

梅花的开放时将是寒冷的冬季结束，春天临近的好预兆。紧接而来的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盛开的樱

花。建议穿着：薄外套，毛衣 

 

夏季（6月～8月） 

夏季从6月的第3、4周将进入梅雨季节。这个时期是农家种稻子的繁忙

季节。7月至9月中旬之间的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和潮湿。日本人会在这时

到海里游泳，或到山里凉爽的景区渡假放松。另外，夏季也集中了日本

许多传统节日和活动。建议穿着：轻薄、100%纯棉的服装 

 

秋季（9月～11月） 

在炎热而潮湿的夏季之后，秋天总是用清风送来充满活力的新鲜空气和凉爽的气温。树木在这个时

节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菊花争相绽放。很多的人都会更多的漫步庭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在

日本，秋天还是个有许多展览、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的季节。 

建议穿着：薄外套，毛衣 

 

实用网站链接 

 

日本外务省 http://www.mofa.go.jp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gtj_e.html 

日本国家旅游局 http://www.jnto.go.jp/eng/ 

日本旅游和生活指南 http://www.japan-guide.com/ 

中
国

语
 

关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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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语
 

留学生的心声 

 

Q1 为什么你会选择来日本留学呢？ 

我15岁就开始学习日语，然后就产生了要去日本学习日语，体验日

本文化，在日本结识很多的人的想法。 

 

Q2 在日语课的学习过程中给你的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真的有很多的回忆。虽然作业很多，但是与此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关

于日本的知识。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不只是日本，甚至还能学到关

于自己国家的知识。然后，当然，还学到了许多新的词汇。这一段

留学生活很令人留恋。 

曾实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 

Jianghoon   

（韩国外国语大学, 韩国)  

Barbora 

 (捷克大都会大学, 捷克共和国) 

 

Q1 大阪学院大学是所怎么样的学校？ 

大阪学院大学的校园非常漂亮。课程也很有趣，工作人员都很亲切。

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Q2 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在大阪学院大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开心是拜访了很多京都的名胜。

参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当地收获一种农作物的传统活动“kuwai”，结

识了很多新的日本朋友。  

Q1 你和Buddy一起经历的事情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在9月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友都八喜电器城购

物，印象非常深刻。在逛完家电之后，我们一起去吃了日本烤肉。  
 

Q2 有想要对新的留学生们说的话吗？ 

大阪学院大学的校舍非常美，还有非常多好老师。你会在这里度过愉

快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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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日本語研修项目（冬令营）  

2024年1月末～2月下旬 

（2周线上 + 2周线下） 

 

关于短期日本语研修项目 

   大阪学院大学，我们还提供每年两次短期留学项目：各为期4周(2周线上进行，2周

来日本)的冬令营和夏令营。通过参加短期留学项目，你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朋友。在我们的短期留学项目中，除了日语学习外，还有经典的日本文化体验，参观

世界文化遗产，名胜古迹，访问有名企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此期间，我们会安排

给你语言学伴，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进行多层次的学习交流。 

   我们很自信地向你推荐，并希望通过参加我们的短期留学项目为你提供可以使你人

生更精彩的机会和体验。 

短期日本語研修项目（夏令营） 

2023年7月3日～7月29日 

2周线上：7月3日～7月14日 2周线下：7月15日～7月29日 

Follow Experience Japan @ OGU on Facebook! 

● 具体日期在确定后将在官网上揭示，请确认。 

     https://www.osaka-gu.ac.jp/english/int_exchange/st_programs/experience.html）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xperience-Japan-at-OGU/34121571927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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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合作学校 

中
国
语
 

 澳大利亚 

CQ大学 

阳光海岸大学 
  

立陶宛 

维尔纽斯大学  

  

 

 奥地利 
蒂罗尔州库夫施泰因应用科学大学  

马来西亚 

成功大学学院   
 

 巴巴多斯 

西印度群岛大学凯夫希尔校区  
墨西哥 

Cetys大学  
 

 比利时 

EPHEC大学 

荷兰 

方提斯应用科学大学 

  

 

 加拿大 

菲莎河谷大学 

麦迪森海特学院 

落基山学院   

菲律宾 

圣卡洛斯大学                                    

伊德润学院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 

西南财经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罗马尼亚 

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  
 

 捷克共和国 

捷克大都会大学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大学 
 

 芬兰 

哈格应用科技大学 

拉瑞尔应用科技大学 

萨塔昆塔应用科学大学  

西班牙 

圣乔治大学  

 

 法国 

法国国立奥尔良大学 

敦刻尔克国际高等商学院 

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 

诺曼底管理学院  

瑞典 

耶夫勒大学 

    林奈大学 
  

 

 德国 

美因茨应用科技大学 

拜鲁特大学 
特里尔大学  

台湾 

静宜大学  
南台科技大学 

大同大学 

文藻外语大学 

实践大学   

 

 冰岛 

冰岛大学  泰国 

曼谷大学 
孔敬大学        

 

 印度尼西亚 

建国大学  
美国 

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阿拉斯加） 

玛丽伍德大学（宾夕法尼亚） 

密西西比大学（密西西比） 

 

 意大利 

布雷西亚大学 

韩国 

白石大学     培才大学 

顺天乡大学   淑明女子大学  

翰林大学     檀国大学 

仁荷大学     亚洲大学 

圣托玛斯大学（明尼苏达）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南卡罗莱纳） 

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加利福尼亚） 

新泽西圣塔利大学（新泽西）  

 

http://www.baidu.com/link?url=eYWcBYY8p7TJe0RKO1KFjucXP0lhNxgOxYeh2V9UKO6UVEf2I3NqaFijZE4tlq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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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地理位置及交通 

西日本JR岸边站  

阪急(Hankyu) （正雀站） 

东海道线 大阪---(普通)---岸边 (约12分钟) 

东海道线 新大阪---(普通)---岸边 (约7分钟) 

东海道线 京都---(快速)---高槻---(普通)---岸边 (约26分钟) 

东海道线 关西国际机场---(特急 Haruka号)----新大阪 ---(普通)---岸边 (约78分钟) 

京都线 梅田(大阪)---(普通)---正雀 (约20分钟) 

京都线 河原町(京都)---(特急)---茨木市---(普通)------正雀 (约3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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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学院大学 

国际中心 
地址：日本大阪府吹田市岸边南 2-36-1  邮编：564-8511  

电话:+81-6-6381-8434      传真:+81-6-6381-8499 
E-mail: inoffice@ogu.ac.jp 

http://www.osaka-gu.ac.jp/english/int_exchange  

http://www.osaka-gu.ac.jp/english/int_exchange/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