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取院校（2019～2022） 日本的大学院、大学和专门学校，可以学习各种各样的学科。 

 
・大学院 

东京大学大学院 大気海洋研究所  

神戸大学大学院 法学研究科 研究者养成项目 

上智大学 全球研究研究科 国际社会专业 地域立脚型国际社会研究课程 

立命馆大学大学院 

经营研究科 企业经营专攻 

法学研究科 法学专攻 

言语教育信息研究科 言语教育信息专攻 

信息理工研究科 信息理工学专攻 

同志社大学大学院 文化信息学研究科 文化信息学专攻 

关西学院大学大学院 
社会学研究科 社会学専攻 

理工学部研究科 先进能源纳米技术工学专业 

关西学院大学专门职大学院 经营战略研究科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经济学研究科 现代经济专攻 

文学研究科 语言文化学专攻 

近畿大学大学院 综合文化研究科 文化・社会学专攻 

和歌山大学大学院 观光学研究科  

同志社女子大学大学院 国际社会系统研究科 国际社会系统专攻 

甲南大学大学院 前沿科学研究科 生命化学专攻 

日本大学大学院 商学研究科 商学专攻 

桃山学院大学大学院 

经济学研究科 应用经济学专攻 

经营学研究科 经营学专攻 

社会学研究科 応用社会学专攻 

文学研究科 语言・文化专攻 

大手前大学大学院 比较文化研究科  

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科 网络商务技术专攻 

龙谷大学大学院 
社会学研究科 社会福祉学专攻 

社会学研究科 社会学专攻 

 
・大学 

丰桥技術科学大学 国际技术科学 建筑家养成课程 

同志社大学 

文学部 英文学科 

政策学部 政策学科 

全球交流学科 全球交流学科 

关西学院大学 

理工学部 环境・应用化学科 

理工学部 生命科学科 

理工学部 人间系统工程学科 

生命环境学部 环境应用化学科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国际经营学部  

立命馆大学 文学部 人文学科 言语交流学或 

关西大学 

环境城市工学部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科 

环境城市工学部 建筑学科 

化学生命工学部 物质工程学科 

系统理工学部 机械工程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商学部 商学科 

文学部 综合人文学科 

芝浦工业大学 INNOVATIVE GLOBAL PROGRAM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大阪教育大学 
教育合作学科 教育心理科学 

教育合作学科 理数信息・数理信息专攻 

群马大学 理工学部  

兵库县立大学 国际商经学部 经济学课程・经营学课程 

同志社女子大学 生活科学部 食物营养科学科 食物科学专攻 

甲南大学 
理工学部 机能分子化学科 

智能信息学部 智能信息学科 

京都产业大学 

生命科学部 尖端生命科学科 

国际关系学部 国际关系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课程・经营学课程 

经营学部 管理学科 

信息理工学部 信息理工学科 

现代社会学部 现代社会学科 

大阪经济大学 人类科学部 人类科学科 

追手门学院大学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国际教养学部 国际日本学科 

国际学科 全球学习专攻 

龙谷大学 

社会学部 社会学科 

社会学部 现代福祉学科 

政策学部 政策学科 

尖端理工学部 智能信息媒体课程 

经济学部  

神奈川大学 
工学部 机械工程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现在经济专攻 



摄南大学 

经营学部 经营信息学科 

经营学部 经营学科 

理工学部 生命科学 

理工学部 建筑学科 

理工学部 电气电子工程学科 

理工学部 城市环境工程学科 

大阪工业大学 

工学部 环境工程学科 

工学部 生命工程学科 

工学部 機械工程学科 

工学部 应用化学科 

工学部 电子信息系统工程学科 

工学部 电气电子系统工程学科 

信息科学部 信息智能学科 

信息科学部 信息系统学科 

信息科学部 数据科学学科 

机器人＆设计工学部 机器人工程学科 

机器人＆设计工学部 系统设计工程学科 

数字好莱坞大学 数字通信学部 数字内容学科 

东海大学 

工学部 航空宇宙学科 航空宇宙学专攻 

工学部 电气电子工程学科 

工学部 机械工学科 

信息理工学部 计算机应用工程学科 

帝京大学 经济学部 经营学科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经营学部 经营学科 

国际学部 国际学科 

松山大学 人文学部 社会学科 

桃山学院大学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经营学部 经营学科 

社会学部 社会福祉学科 

国际教养学部 英语・国际文化学科 

大阪学院大学 

信息学部 信息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经营学部 经营学科 

商学部 商学科 

帝塚山大学 经济经营学部 经济经营学科 

崇城大学 工学部 宇宙航空系统工程学科 宇宙航空系统专攻 

大阪产业大学 

国际学部 国际学科 

经营学部 经营学科 

经营学部 商学科 

经济学部  

工学部 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学科 

大手前大学 现代社会学部  

大阪商业大学 经营学科  

阪南大学 国际观光学部 国际观光学科 

宝塚医疗大学 介护福祉別科  

大阪艺术大学短期大学部 设计美术学科  

福井工业大学 

工学部 原子力技术应用工程学科 

工学部 电气电子工程学科 

环境信息学部 设计学科 

明海大学 旅游观光学部 旅游观光学科 

流通科学大学 

商学部 经营学科 

商学部 市场营销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信息学科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人类社会学部 人类社会学科 

人类社会学部 观光学科 

京都艺术大学 艺术学部 空间演出设计学科 

文化学园大学 造形学部 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学科 

长滨生物大学 生物科学学部 尖端生物科学学科 

东京工芸大学 艺术学部 动画学科 

大阪观光大学 观光学部 观光学科 

东京国际大学 
English Track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jor 

English Track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 Business Economics Major 

神戸艺术工科大学 艺术工学部 环境设计学科 

神户学院大学 营养学部 营养学科 管 理营养学専攻 

京都先端科学大学 
生物环境学部 食农学科 

生物环境学部 生物科学学科 

太成学院大学 
经营学部 现代商务学科 

人类学部 心理咨询学科 

羽衣国际大学 

现代社会学部 现代社会学科 观 光课程 

现代社会学部 现代社会学科 经济・经营课程 

现代社会学部 放送・媒体映像学科 信息系统课程 

现代社会学部 放送・媒体映像学科 映像内容课程 

人类生活学部 人类生活学科 空间设计课程 

京都圣母女子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部 国际日本文化学科 



京都光华女子大学 职业形成学部 职业形成学科 

京都精华大学 设计学部 产品设计学科 时 尚课程 

设计学部 产品设计学科 产品传播课程 

设计学部 建筑学科 建筑课程 

艺术学部 造形学科 

神戸医疗福祉大学 社会福祉学部 经营福祉商务学科 

大和大学 
社会学部 社会学科 

理工学部 理工学科 电气电子工学科专攻 

大阪经济大学 人类科学部 人类科学科 

大阪樟荫女子大学 
健康营养学科 食物营养专攻 

国际英语学科  

关西国际大学 
社会学部  

国际交流学部  

 
・専門学校 

大阪综合设计专门学校 

设计部门 创意学科 数字创意课程 

设计部门 创意学科 游戏课程 

设计部门 创意学科  漫画艺术课程 

设计部门 创意学科 人物造型课程 

设计部门 设计学科 传播设计课程 

设计部门 设计学科 室内设计课程 

设计部门 漫画动画学科 漫画课程 

设计部门 漫画动画学科 动画课程 

辻调理师专门学校 

日本料理本科  

烹饪技术管理学科  

日本料理创意经营学科  

厨师本科  

辻制菓专门学校 
糕点制作卫生师本科  

糕点制作技术管理学科  

修成建设专门学校 

工业专门课程 建筑学科 

工业专门课程 建设学科 

工业专门课程 空间设计学科 

行冈医学技术专门学校 齿科卫生科  

ECC计算机专门学校 

高度信息处理研究学科 IT开发专家课程 

高度信息处理研究学科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游戏程序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 CG设计课程 3DCG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 CG设计课程 游戏角色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 IT开发研究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 网络设计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 游戏程序开发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 系统工程师课程 系统工程师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 系统工程师课程 国际工程师专攻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国际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课程 日本观光商务专攻 

国际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课程 商务管理专攻 

国际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课程 日本商务专攻 

国际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课程 国际贸易专攻 

国际交流学科 进学大学院课程 

HAL大阪 

数字专门课程 CG设计学科 

数字专门课程 游戏4年制学科 游戏制作课程 

数字专门课程 游戏5年制学科 游戏设计课程 

动画・插画学科  

IT学部高度情報学科  

日产京都自动车大学校 
自动车整备科  

一级自动车工学科  

本田技术专科学校关西 工业专门课程 自动车整备科 

HIKO-MIZUNO珠宝首饰设计学院 珠宝首饰创作课程  

京都计算机学院 
网络学科  

媒体信息学科  

大阪商务专门学校 
综合商务学科 贸易・经营商务专攻 

综合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专攻 

大阪观光专门学校 观光商务学科 观光商务专攻 

大阪观光商务学院 
外国语学科 日中・日越口译笔译课程 

观光商务学科 旅游观光课程 

CAD製図専門学校 CAD设计科  

ビジュアルアーツ専門学校 放送・映画学科 動画创造専攻 VFX・3DCG 

愛甲農業科学専門学校 系统栽培学科  

国際観光専門学校名古屋校 酒店・婚礼学科  

大原医療福祉製菓専門学校梅田校 教育社会福祉専門課程 介護福祉学科 介護福祉士课程 

大阪动画・声优＆e-sports专门学校 创作设计科 动画制作课程 

大阪电子专门学校 日间部工业专门课程 信息工程师科 

大阪动植物海洋专门学校 水生生物学科 水産增殖课程 

中村烹饪糕点专门学校 厨师科1年课程  

东京动漫学院专科学校 综合学科 综合漫画课程 

东京国际商务学院神戸校 文化教养专门课程 国际交流学科 职业设计日语课程 

柏木实业专门学校 信息商务科  



放送艺术学院专门学校 
媒体创造科 电视节目制作课程 

媒体创造科 电视舞台美术课程 

OCA大阪设计＆It技术专门学校 游戏·CG创作专科 E-SPORTS 程序员专攻 

OSAKA SCHOOL OF MUSIC 专业音乐家科 专业声乐家课程 

丰田神户汽车大学校 汽车整备科  

大阪酒店专门学校 日间部酒店学科 酒店科 

大阪外语专门学校 综合英语科  

大阪美术专门学校 漫画艺术学科 动画课程 

日本计算机专门学校 数字创作科 3DCG游戏设计课程 

日本赛车运动专门学校大阪校 赛车综合学科  

日本工科大学校 国际汽车工学科 2级整备课程 

北大阪福祉专门学校 福祉专门课程 介护福祉学科 

大阪调理制菓专门学校 厨师科  

上田安子服装专门学校 时尚专门课程 时尚创造课程 

关东工业自动车大学校 国际服务工程师科  

大阪文化服装学院 时尚创造学科  

 
・就職 

Baseconnect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サンシステム 株式会社 ワンストップ・イノベーションHR 

FALCOM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ホリスティック 黒木歯科医院 

GYOSEI INTERNATIONAL SCHOOL 株式会社 ミックウェア 社会福祉法人 茶の花福祉会 

Jardin Francais 株式会社 ワールドストアパートナーズ 情報セキュリティ株式会社 
てくのハウス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宏順 村上精機 株式会社 

ニプロ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水登社 柳生設備 株式会社 

ブルーコンシャス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泰邦 悠和テック 

ライブテック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大和産業開発 株式会社 エスディーメディカル 

株式会社 CHAMPION CORPORATION 株式会社 東横イン 株式会社 モントルー 

株式会社アグリノベーション 株式会社 汎建製作所 株式会社 グッド・サン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株式会社アジアンレジャーサービス 株式会社 CHAMPION CORPORATION 株式会社 エミー 

株式会社 コマイ プレイネクストラボ株式会社 RIMOWA JAPAN 株式会社 

医療法人さわらび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