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阪府认可专修学校

大阪入国管理局适正校

全国专科学校日语教育协会 会员校

JALSA    会员校

（财）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 会员校

（社）大阪府专修学校各种学校联合会 会员校

大阪府政府認定的專修學校

大阪入國管理局認定的合理校

全國專門學校日語教育協會  會員校

JALSA 會員校

(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會員校

(社)大阪府專修學校各種學校聯合會 會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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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SEIFU可以学到的3个目标。

在i-SEIFU學習的三個目標

全 力

体 谅

做 到

为了成功建立好信赖关系，必须全力掌握好迈向成功所
需要的日本礼仪和好的习惯。

时刻体谅关心对方，是在前往成功道路上结交朋友的良
药秘方。

在每天的努力积累下提高外语学习的实力。
脚踏实地的慢慢走向成功。

建立為成功需要的信賴關係,
能準確掌握日本的禮節及好習慣.

能掌握關心對方的心,
可以交到和您一起邁向成功努力的朋友.

累計每天的努力提高實力.
穩步確實靠近成功.

立足于日本的传统信仰下，培养出德・健・财全面兼备的优秀人才。

教育方针

根據日本的傳統信仰,齊整德・健・財三拍子,
培養貢獻社會的人才.

教育方針

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

１是给予学生自信与欢乐，培养出具有较高目标达成素养的优秀人才的学校

２是培养出受社会放心・信赖・尊敬人才的学校

３是培养兼备德・健・财，具有丰富教养的国际性人才的学校

４是有着大批拥有资深教育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的学校

１ 培養達成力，給予自信和喜悅的學校．

２ 培養受社會的安心・信賴・尊敬人才的學校．

３ 培養兼備徳・健・財，變革的社會的人物的學校．

４ 透過教育教職員達成使命的學校

高中・中学

高中・中学

高等學校・中學校

高等學校・中學校

建校者
名誉哲学博士

理事长
博士 （文学）

理事长

博士 （文学）
創辦人
名譽哲學博士

理事長
博士(文學)

设计•插图专业

游戏专业

日语学科

预备专攻科

计算机综合学科

情报处理�网络专业

日本語科

i-SEIFU日本語科

經歷專攻科

電腦綜合學科

設計・插圖專攻

遊戲專攻

資訊處理・網路專攻

今后发展
出路也

日本升学后的发展前景日本留學後的出路

根据来日目的的不同，i-SEIFU会引导学生迈向可行的发展途径。
i-SEIFU有根據目的率領你的確實的出路

日语学科

学

升学后「日系企业就业」型 升學後「就職日系企業」型

回國「在母國開業/就職」型

為升學的學歷

日本的企業文化   

日本的禮儀禮法

掌握好

升
I-SEIFU內部升學

研 究 所

大  學

海外日系企业的就业

14在日本  在母国

15制造行业・服务行业・贸易行业・综合建设行业

就職在海外展開的日本企業

在日本  在母國

製造業・服務業・貿易業・建築業

归国后「在母国自己创业／就业」型

合作学校

迁厨师专科学校

上田安子服饰专科学校

森之宫医疗技术专科学校

大阪美容专科学校

ホスピタリテイツーリズム（观光旅游系）专科学校

日本理工专科学校

大阪工业专科学校

修成建设专科学校

辻調理師專門學校

上田安子服飾專門學校

森之宮醫療技術專門學校

大阪美容專門學校

Hospitality Tourism專門學校

日本理工專門學校

大阪工業專門學校

修成建設專門學校

归
国
后
创
业
／
就
业

回
國
開
業/

就
職

饮食店・点心铺创业／就业

时装店创业／就业

整体按摩・接骨院创业／就业

美容・美发理发店创业／就业

婚礼婚纱照相馆创业／就业

汽车修理工厂创业／就业

电工程店创业／就业

土木建筑工程业创业／就业

建筑设计业创业／就业

飲食店・點心店開業/就職

服飾店開業/就職

整體・整骨院開業/就職

美・理容室開業/就業

婚紗照相館開業/就職

汽車修理廠開業/就職

電氣施工店開業/就職

土木業開業/就職

建築設計業開業/就職

i-SEIFU

日
本
語
科

日本的「文化享受」型 享受「日本文化」型

・动画

・可爱（时装＆文化）

・日语POP＆偶像

・歌舞伎

・武道

・茶道

・動畫

・可愛(時裝&文化)

・JAPANESE POPS&偶像

根据需要升入大学院・大学・专科学校
依必要升學至・大學・專門學校

回 国
回 國

校长问候语
校長致詞

清风情报工科学院为了使学生能活跃于日本和自己祖国之间而

进行双国家双方面的教育。本校基于佛教的日本传统下，很重

视学生的出席・礼节・自己管理。日语学科不仅可以提高日语

能力水平的同时，还积极辅导数学・综合科目等的基础学科，

帮助广大的学生顺利升入国公立大学以及有名度的私立大学。

并且，在大阪可以参加到持续了近1400年的祭祀，徒步旅行以

及运动交流会，还有日本企业的讲演等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了

迈向成功，充实的日本留学生活马上行动吧。

清風情報工科學院,為了您在日本和母國兩地能活躍進行教育.

我們是珍惜依據佛教的日本傳統的學校,很重視學生的出席,禮

節,自己管理.在日本語科,除了提高日本語能力,也可以學習數

學,綜合科目等,很多學生都升學至國公立大學,有名私立大學.

另外,參加在大阪擁有1400年歷史的祭典活動,舉辦遠足旅行,

體育交流會,還有邀請日本企業的講習會等各種活動.您也在日

本過充實的留學生活,拿到成功吧！

博士(工學)

升学所需要的学习能力

日本的企业文化　　　　　　掌握学习

日本的礼节



学 习
學習也

正因为是专科学校里的日语学科，对将来就业和升学会有充实的教育信息资源。
因為專門學校的日本語科,所以很充實針對就職及升學的教育.

日本語科的特色和優點
日语学科的特色与强项

以在日本企业的就业以及能够独立创业为目标。
在日本学习掌握所需要的规律 礼仪以及自己管理技术。

培养在日系企业就业 独立创业等的能力教育。

假設日系企業的就職,獨立開業的教育.
以就職至日本企業以及入禮開業為目標.
也可以學習在日本需要的規矩,禮貌以及自己管理術.

相对在母国会大幅度提高成绩
请参考下面的成绩实绩提高表格。每年会出现很多大幅度成绩提高学生。

比在母國時成長的幅度大.
請參考下面的成績實績成長表,多數派出學力伸張者.

日本留学考试 日语 成绩实绩提高表
日本留學試驗  日本語  成績實績伸長表

与高考同水平的日本留学考试 本校学生的实际成绩
和中國統一考試同等水準的日本留學試驗 本校的學生實績

高   考 日本留学考试

分 数

統一考試

高   考

統一考試日本留學試驗 

分數

分 数
分數排名

名 字

出身

户 籍分 数
分數排名

3科目总分

3科目总分

等级
排名

等级
排名

等级

排名

等级

升入学校

升學校

免费进行英语・数学・物理・科学・综合科目等基础科目的辅导。
请各科领域的专家进行基础科目的彻底辅导。

英語數學物理科學綜合科目等不需要追加學費
由專家進行針對升學的基礎科目徹底指導

48日语综合   全年 约800小时一周上课时间表（例如：高级班）
一週的課程表(上級班)      一年約800小時(除選修科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高级主要教科书』
3课

『上級主教材』
3課

『高级主要教科书』
3课

『上級主教材』
3課

『高级主要教科书』
3课

『上級主教材』
3課

『高级主要教科书』
3课

『上級主教材』
3課

『高级主要教科书』
3课

『上級主教材』
3課

语  法 留学考试对策 学术日语
要点/课堂笔记

留学考试对策 记述・小论文对策

描述・小論文對策文法 留學試驗對策 "Academic Japanese要點
/Notetake"

能力試驗對策

午  休 午  休

综合科目／数学 综合科目

英  语 英  语
綜合科目/數學Ⅱ 綜合科目 數 學I 化 學

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 其他选择科目 其他選修科目

为留学生的今后就业 
升学打好基础

針對未來的就職・升學
留學生基礎力

培养出能与日本人一起
工作的优秀人才

培養和日本人能一起
工作的人才

日语能力应用的向上
不仅限于日语能力考试・留学考试，基于在会话，
文件书写和电子邮件等的礼节下，根据场景和对
方的不同能够应变做到很好的思想沟通。

1)提高日本語運用能力
除了日本語能力試驗・留學試驗之外,還可以透過會話,文件,電子郵件等,
學習有禮貌地,適合場面及對方的溝通方法.

商务技术・商务心理的提高
认识日系企业的内部组织，经济・经营・当下
时事35近大学

2) 提高商業技能,商業思維.
了解日本企業的機制,經濟經營時事的基礎知識,擁有辦公能力和團體
合作.

职业人的教育培训
事先掌握日本企业所要求的东西,认识职业界・
职业种类等相关知识，明确自己的目标，有计划
的进行就业活动。

3) 職業人教育
了解日本企業需要的東西,業界・業種尋找自己目標,做計畫性的行動.

长期课程 長期課程

2年课程（专业人课程）・4月份入学／1年半课程（普通课程）・10月份入学

●升学实际成绩的不同。彻底帮助辅导国公立大学升学・大学院的升学。

●讲师的不同。本校有多位大学院毕业讲师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讲师。

●指导理念的不同。以佛教为理念的生活指导。培养出双语言 双常识的优秀人才。

2年課程(專門士課程)・4月入學/1年半課程(一般課程)・10月入学

●升学實績不一樣.國公立大學升學・研究所升學者也徹底輔導.

●講課老師不一樣.有很多研究所畢業的老師,經驗豐富的資深老師.

●指導哲學不一樣.依據佛教的生活指導.培養擁有第二言語,第二常識的人才.

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巩固在日本升学时所需的知识基础 有名私立大学・与本校有合作关系的专科学校等的升学 大学院・国公立大学等的升学
日常生活中尽可能的和日本人沟通，并且以日语能力考试
N3合格为目标。具体应该做到能读懂日本报纸的标题，从
标题中理解概要。另外，通过日常生活・打工・个人旅游
能达到应该具备的日语能力水平。

以考取日本留学考试240分以上，日语能力考试N2合格为
目标。具体应该做的有边查阅字典边读懂日本报纸。电视
动画的8成内容能过做到理解。另外，在打工的地方能达
到领导水平的日语能力。

以考取日本留学考试 300分以上，日本能力考试N1合格
为目标。具体应该做的有能完全读懂日本新闻。能了解
并做好在大学院大学时的上课笔记。另外，能达到作为
正式社员在企业工作时所具备的语言综合能力。

根据留学生的本身基础能力, 提高在日本生活所
必备的各种各样的能力。

在专科学校掌握日语学习能力。
是将来成功创业而必经之路。

日本文部省获得私费外国人学习奖励费（预约）
的奖学人士层出不穷。

打好在日本升學的基礎
達成和日本人的日常溝通,以日本語能力試驗N3合格為目
標.具體上,能閱讀日本報紙,看報紙標題就能理解概要.
也可以做日常生活・打工・個人旅行的水準.

依照各個留學生的基礎力,
提高在日本生活時需要的各種能力.

升學至有名私立大學・合作專門學校等
達成日本留學試驗取得240分以上,日本語能力試驗 N2合
格為目標.具體上,能邊使用辭典邊看日本報紙,電視動畫
可以約80%理解,在打工場所能為領導人工作.

可擁有在專門學校能學習的日本語言能力.
這是未來要開業的階段！

研究所・國公立大學等升學
達成日本留學試驗取得300分以上,日本語能力試驗 N1合
格為目標.具體上,能閱讀日本報紙.在研究所或大學能做
筆記的水準.

另外,作為正式職員在就職的單位可以工作的水準.陸續派
出獲得文部科學省私費外國人學習獎勵費(預約)的學生.

大
学
院
・
大
学
・
专
科
学
校
升
学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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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研
究
所
大
學
專
門
學
校

毕业生的感想 畢業生的留言

金  涛
 （国立大学院・理科）

京都大学大学院
情报学研究科升学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郑澜澜
（国立大学院・文科）

滋贺大学大学院
经济学研究科升学
中国（湖南省株洲市）长沙理工大学

张  向
（国立大学院・文科）

奈良教育大学
言语・社会课程升学
滋贺县立大学 合格
中国（山东省威海市） 威海市第三中学
芦屋国际学院大阪校

我在清风学到很多东西，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京都大学
大学院信息学研究科。毕业之后，我常常想起在清风信息
工科学院的时候。我学到了不仅仅日语，从老师，朋友们
那里还学到日本的很多东西，从考试到做人的道理。我认
为在清风情报工科学院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成为人生的很
大财富。和清风的老师和朋友们一起，过上只有自己才能
感觉到的快乐而充实的留学生活吧。
最后，在京都生活才感觉到的，大板真是适合居住的地方
啊。

从清风成功合格考上了大阪市立大学和滋贺大学。在清风
不仅可以学到日语，还可以学到考试前所需要准备的东西
和日本文化、日常习惯等各种各样的知识。从心里由衷的
表示感谢。
来到日本之后，倾听清风老师们的劝告很是重要。而且为
了达成目标，首先要考虑好自己想在哪座学校想学什么专
业。同学们，请尽情享受日本清风的丰富留学生活。

在清风里的学习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
一。以下是我总结出来的几点，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1.有自信 能坚持努力到最后。
2.看重学校授课内容，多多复习。只有这样，才会离成功
更进一步。
3.确立好目标，全身心的投入到留学考试上。
4.充实每一年的留学生活。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项校内活
动。只有这样才能让留学生活变的丰富多彩，拥有最美好
的回忆。

金濤
(國立研究所・理系)
京都大學研究所
情報學研究科升學
中國(貴州省貴陽市)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鄭蘭蘭
(國立研究所・文系)
滋賀大學研究所
經濟學研究科升學
中國(湖南省株洲市)  長沙理工大學

張向
(國立・文系)
奈良教育大學
言語・社會課程升學
滋賀縣立大學  合格
中國(山東省威海市)蘆屋國際學院大阪校

我這次在清風學了很多事,順利升學心願的京都大學研究所情報學研
究科了.我畢業後還是想念在清風情報工科學院的日子.除了日語之外,
向學校.老師們以及朋友們學到了日本的事,考試的事,人生的事等.我
認為,在清風情報工科學院裡的生活,對我的人生來講成了很大的財產.
希望各位也和清風的老師們和朋友們一起渡過只有自己做得到的,充
實快樂的留學生活.
最後,我在京都生活財發現,大阪真實個適於居住的地方～.

我從清風考上大阪市立大學和滋賀大學.清風教我除了日本語之外,考

試的準備,日本的文化,日常習慣等很多知識了.我由衷地感謝.我認為,

來日本之後需要聽清風的親切老師的勸告.之後自己要考慮為了達成該

目的,自己要學什麼,要升學至哪間學校.

各位,請期待著在清風的,日本的很豐富的生活.

在清風的生活,對我來講,是一種寶物.以下講的是我的想法.希望能幫

助你.

1.最重要的是有自信,要努力到最後.

2.要珍惜學校的課程,請好好復習,這就是向合格的近路.

3.設定目標,全力投入留學考試.

4.要豐富一年的生活.積極參加學校的活動會留下美好的回憶.

内
部
升
学

內
部
升
學

长期课程／学费以及入学手续 長期課程/學費以及入學手續

报名费

入学金

全年学费

報名費

入學金

年間學費

共计
合計

全年学费交付时间
年間學費繳納時期

4月入学    

10月入学   

3月上旬

9月上旬
4月入學

10月入學

3月初旬

9月初旬

申请资格
報名資格

申请期间（1年可2回入学）
報名期間(1年2次入學)

符合下列条件，年龄在30岁以下者。
１．在母国受过12年以上正规学校教育，或具有同等
    学历者。
２．以学习日语为目标，或者希望升入日本大学院、
    大学、专科学校等高等教育机关者。
３．申请时有150小时的日语学习经历，或者日语能力
    检定考试五级以上合格者。

具備以下的條件以及大約30歲以下的人.
1.在國外修了12年學校教育課程者.
2.以學習日本語為目標者.或希望升學至日本的大學,專門學校等
  高等教育機關者.
3.在報名之前修了150小時以上的日語教育者,或有日本語能力試
  驗N5以上能力者.

4月入学：  9月1日�12月10日
2年课程（专业士课程）

10月入学 ： 3月1日�6月10日
1年半课程(普通课程)

※不需要在留资格签证申请者到3月20日为止

※在留资格签证申请不要者到9月20日为止

4月入學：9月1日～12月10日
2年課程(專門士課程)
在不需要申請在留資格時到3月20日為止.

10月入學：3月1日～6月10日
1年半課程(一般課程)
在不需要申請在留資格時到9月20日為止.

4月入学者可取得
专门士称号。

※一旦取得专门士可在日本选择就业，
  也可以选择直接进入大学3年生编入。

4月入學可取得專門士的稱號.

※取得專門士者在日本可以就職或插
  大學3年級.



應對未來的出路,學習目的,可以選擇最適合的課程和班級

根据将来打算和学习的目标而奋斗
选择最适合你的课程和班级

在i-SEIFU内部升学的你 在ai-SEIFU內部升學的你！

设计・插图专攻专业
情报处理工程师课程／PCmaster课程

設計・插圖專攻
程式工程師課程/電腦管理課程

游戏专攻专业
游戏程序课程／图解・动画课程

遊戲專攻
遊戲程式課程/動漫畫課程

情报处理・网络专攻课程
情报处理工程师课程
PCmaster（硬件）课程
資訊處理・網路專攻
程式工程師課程/電腦管理(硬體)課程

学习windows8和Visual Studio、C言语、网络等技
能，掌握具有综合的情报处理工程师般的知识能力。

學習Windows8,Visual Studio,C言語,網路等
掌握作為綜合性的情報處理工程師的實力.

C言语和CG、设计和剧本作成，
学习制作游戏时所具备的专业技能。

C言語,CG,設計和劇本作成等
學習作成遊戲時需要的技術

从基础开始学习设计的理论和技术等专业知识。
以进入Wed设计、广告设计业界为目标

從設計的理論和技術等基礎學習
以Web設計,廣告設計業界為目標

日语学科修业后，以考取在日本国内具有高水平的大学和大学院为目标。
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学科课程。
日本語課程修了後,以升學至日本國內的高難度的大學・研究所入學為目標
學習日本語及各種基礎科目.

尽情享受日本文化的你！ 要享受日本文化的你！

短期听讲课程 短期旁聽課程

学校根据学生个人的成绩分到有相应实力的日语学科班级里学习。
在围绕教科书授课外，还附加文化课和日语能力考试日本留学考试等的对策课。
匯合最適合你的程度的日本語本科班級.
除了根據教科書的日本語授課之外,也可以上文化講座,日本語能力試驗・日本留學試驗等對策課程.

课程的详细情况，请参照每年的3月末的学校网站都有最新记载。 ※詳細課程,每年3月底在網頁上刊載

学习时间

开讲时间

能力等级

入学条件

学费

學習期間

開課日期

學習程度

入學條件

學費

4小时／每天 星期1�5（周末�节假日休息）授课学分：4,6,8,10,12个星期
4小時/天  週一至週五(週六,日休息) 課程單元：4,6,8,10,12週

初级者（4月/10月）既学者（随时）
初學者(4月/10月),已學者(隨時)

从初级者到高级者
從初學者到上級者

年龄不问・对日语备有兴趣爱好者／短期签证或者是持有在留资格者
不限制年齡・對日語有興趣的人/有短期居留或在留資格的人

包含教材费（4周） （12周）
(4週)                          (12週)   ※ 含教材費

如果所申请的授讲期间正好是学校暑假的时候，将自动转变为暑期课程。敬请谅解。
※ 上課期間和日本語本科課程的暑假期間重複時,轉入夏期課程,請諒解.

暑期课程 夏期課程

在短时间里能掌握在旅行中可以马上活用且最实用的日语。
除了理论教学的讲座外，还会到校外体验研究模式的讲座和文化体验・郊游等盛大活动，快乐享受激情日语。
在短期間內掌握在旅行時可以馬上使用的實踐性的日本語.
除了教室裡的課程之外,透過出去街上聯繫的研討會形式的課程,文化體驗,遠足旅行等學習實用的日本語.

开讲时间

入学条件

開課日期

入學條件

年龄不问・凡对日语具有兴趣爱好者／短期签证者或者是持有在留资格者
不限制年齡・對日語有興趣的人/有短期居留或在留資格的人

生活也

学生支援 支援學生

学校设备和宿舍等完善的生活环境。
即使背井离乡离开母国也不用担心。
學校設施,宿舍等生活環境也很充實
離開母國生活也很安心.

全年日程 年間時間表 機場接機

宿舍

支援長期生

安全・多彩的生活

學校設施,

入学典礼

新人教育

体检

入學典禮(2年課程)

新生說明會

身體檢查

校内模拟考试（日能・日留）

日本留学考试

运动交流会

校內模擬考(日能試・日留試)

日本留學試驗

體育交流會

校内模拟考试（日能 ・日留）

日本留学生考试 运动交流会

建校纪念日     爱染节

校內模擬考(日能試・日留試)

日本留學試驗         體育交流會

創立紀念日           愛染祭

郊游

企业就业演讲
遠足旅行

企業講習會

升学说明会

演讲大会
升學說明會

演講比賽

暑假（长期学生）
暑假(長期生)

面试大会
面試大會

日语能力考试

寒假
日本語能力試驗

寒假

毕业典礼

31春假
畢業典禮

春假

入学典礼（1年半课程）
入學典禮(1.5年課程)　

新年休假
過年假

日语发表会
日本語發表會

机场迎接

宿舍

长期学生的援助

一次来日本或者是夜间抵达的学生，本校会派教师职员到机场接应。
如有迎接需求者请在报名的同时告知「来日日期时间」「航班号」。（接应手续费5000日元）

有意愿申请的学生 可以学生价格入住。
和本校有合作关系的宿舍都是在最方便最安全地带，
价格优惠。房间是每人一间。详细情况欢迎随时咨询。
（办理入住手续费：5,000日元）

因第一次來日本或晚上到達日本不安的人,本校職員到機場去接機.
需要接機的人,申請時請告訴「到達日期」「航班號碼」(接機手續費:5,000日幣)

需要住宿人,可以入住學生價格的宿舍.
本校合約宿舍都位於方便並安全的地區,房租也很平價.
房間是單人房.詳細內容請詢問
(宿舍安排費:5,000日幣)

○ 包含伙食的宿舍： 房租73,000日元～
○ 不含伙食的宿舍： 房租30,000日元～

○含早晚餐的宿舍:房租73,000日幣～
○不含早晚餐宿舍:房租30,000日幣～

■入日本国前的办理签证手续的指导

■入日本国后区政府办理手续（外国人登记等）的指导

■入国管理局业务申请的代理（签证的更新）

■灾害补偿申请的代理

■学生的优惠打折（交通费・各种入场票）

■指導入國前的辦理簽證手續

■指導入國後的區役所手續(外國人豋錄等)

■代辦入管局申請(簽證更新)

■災害補償的代理申請

■學生優待(交通費・各種門票)

■可用英文/中文詢問

■商量醫療/事故

■商量打工

■參加文化事業(插花體驗/愛染祭等)

■參加遠足旅行

■參加體育大會

安全・多彩的留学生活

学校设施

■会英语／汉语的本校教师职员可提供学生各项咨询

■医疗／事故的辅导咨询

■打工辅导咨询

■参加文化活动交流（插花体验／爱染节

■参加郊游活动

■参加运动交流会

以白色为主调很附有清洁感的清风校舍楼。学校周边是住宅街道，对学生来说拥有着最佳的学习环境。

为了能使师生之间更好的进行交流，本校还在各个楼成设置了谈话交流场所。

以白色為基調,充滿清潔感的校舍.周圍是安靜的住宅區,對學習最適合的環境.
每個樓層配置學生彼此之間,或學生和老師做交流的空間



交通・学校周边环境

大阪作为西日本经济・文化的中心地，是学习的最佳场所。
从大阪到京都，神户，奈良等周边城市交通很是方便。

學習地方就是西日本的經濟・文化中心「大阪」.
京都,奈良,神戶等去鄰近城市的交通也很方便.

大阪拥有880万人口，位于西日本的

中心位置。是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第

二大都市。大阪是个充满活力的备受

年轻人喜爱，具有pop文化的商业大

都市。

从大阪到古都京都・奈良和具有异国

风采的神户坐电车仅需1个小时。另外，

拥有着５大世界遗产的大阪关西满载

惊喜，是最适休闲度假圣地。

大阪是人口800萬,位於西日本中心的,

接著東京大的城市.很有活力的商業

都市,年輕人的流行音樂也很受歡迎.

從大阪到古都京都・奈良,充滿異國

情緒的神戶坐電車1小時.

還有,關西地區有5個世界遺產,有很

多值得觀光的地方.短期留學也可以

享受日本的都市文化及歷史文化的雙面.

从关西机场到天王寺站直达只需 30 分钟。
從關西機場到天王寺車站,直達30分鐘!

●阪堺电轨上町线「松虫站」下车即到

●地铁谷町线「阿倍野站」6号口出站往南徒步6分钟即到

●JR「天王寺站・近铁「阿倍野桥站」出站往南徒步15分钟即到

●地铁御堂筋线「昭和町站」出站往西徒步10分钟

●地铁堺筋线・南海线「天下茶屋站」出站往东徒步20分钟

●阪堺電軌上町線「松虫站」下車就到.

●地下鐵谷町線「阿倍野站」6號出口往南走路6分鐘.

●JR「天王寺站」・近鐵「阿倍野橋站」往南走路15分鐘.

●地下鐵御堂筋線「昭和町站」往西走路10分鐘.

●地下鐵堺筋線・南海線「天下茶屋站」往東走路20分鐘

大阪市阿倍野區丸山通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