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学院  |  市场营销学科／经营学科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科／经济信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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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生活的舞台是
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的人们居住的国际都市—神户。

2020年日本留学奖“私立大学文科系组（西日本地区）”大奖获奖学校

神户自古便是繁华的渔港城市，开港已超过150年。
美丽的六甲山脉、大海、被誉为日本的三大夜景之一的神户夜景。
闻名世界的“神户牛”、日本酒、西点等美食之乐趣不断扩增，
充满了魅力与刺激，是一座非常适宜度过美好大学生活的城市。

“2020年日本留学奖”是一个评选值得推荐给留学生的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奖项，流通科学大学连续三年获得了该奖下设的

西日本地区私立大学文科系组奖项，并且作为该组的顶尖学校获得了“大奖”。

该奖由一般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日本语学校教育研究大会”设立，旨在建立完善留学生所需的各类环境，

由该协会的加盟学校从“是否想推荐给学生”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投票，并作出决定。

●2007年 被福布斯评选为《世界25座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2008年，获得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亚洲首座《设计城市》的荣耀
●2012年，在瑞士的ECA国际机构调查评选的“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排行榜活动中荣获世界第5名。

周边地区
信息

在附近的超市可凭学生
证享受95折优惠。

学园都市站
从最近的学园都市站坐电车
到三宫约需23分钟。
不论是出外游玩还是前去打
工都十分便捷。
学园都市是一座融合了城市
与乡村风情的宁静小城。

永旺 FOOD STYLE
神户学园店
（校园广场内）

此标志仅限符合大学标
准协会规定的大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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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西国际机场到三宫
  乘机场巴士约需70分钟

●从大阪到三宫乘JR神户线新快速约需21分钟

●从三宫到学园都市
  乘神户市营地铁西神、山手线约需2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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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科学大学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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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科学大学共有3个学院7个学科、16个专业。
可以根据自己的未来职业形象选择专业，为实现“理想的自我”主动学习。

商学院
从企业或个体经营者的立场

掌握捕捉商机的能力

经济学院
掌握经济学及信息处理的知识，

培养社会所需人才。

人类社会学院
从现代社会中学习有关人与生活、

人与娱乐、人与健康的知识。

●经营学科

●经济学科

●经济信息学科

●人类社会学科

●旅游学科

●人类健康学

●市场营销学科
●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
●制造业、服务行业

●制造业、广告业、商业
●商品企画、宣传促销、营销活动

● 经营战略论
● 国际经营论
● 风险商业论
● 财务会计论

● 市场营销研究
● 零售国际化论
● 消费者行动论

● 地域经济论
● 宏观经济学
● 公共政策论

● 通过数据分析现代经济
● 电脑系统
● 经济信息处理 I·II
● 系统开发

● 社会问题论
● 社会心理学
● 社会学基础
● 组织心理学
● 消费者行动论

● 旅游事业经营论
● 航空事业经营论
● 酒店事业经营论
● 活动制作论

● 健康生活论
● 运动管理论
● 运动社会学
● 体育营销
● 体育商业论

与现代商务里市场营销的重要性相对应。
培养能够在理解消费者行动的基础上深深参与制定新产品的能力。

深入理解流通、零售、物流的机制，
培养深层次参与流通业务的能力。

从多重角度理解现代企业的经营问题，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掌握创业和继承事业所不可或缺的领导力，
以及经营所需的有关组织运营、事业、会计等方面的知识。

在这个企业国际化已非常普遍的时代，
培养对全球经营感兴趣并能够付诸实践的能力。

理解经济全球化、少子老龄化、技术革新等现代社会的动态，
培养能够针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理解复杂多样的地区社会，洞察问题与课题，
培养能够融汇专业知识，提出解决方案的广泛的应用能力。

通过同时学习“观察经济的眼力”和“信息处理的技能”的基础，
培养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能力。

加深对经济学、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学习，
培养从信息视点解决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各类问题的能力。

培养能够识别现代社会各类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创造新型社会和文化的能力、作为社会一员活跃发展的基础能力。

培养根据观察、实验、调查、面试、心理测试准确把握人类心理与行动的能力、
能够适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能力、在任何场面都必要的出色的交流能力。

平衡掌握旅游、经营、关怀的3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通过进一步广泛学习旅游的外围领域知识，培养在旅游行业就业的能力。

学习旅游、经营、待客3个领域的知识，
然后掌握酒店专业经营、待客技术和企画主办婚礼的技能，
培养不断寻求满足顾客的能力。

通过体育运动，学习在社会有利的人际交往能力及领导技能。
并培养传达为了保持健康，活动身体的乐趣，以及实践指导的能力。

通过观察、评价、分析与健康有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掌握维持和增进人体健康的管理能力。

●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多元领域
●事業承継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创业

●开展全球经营的企业
●进入海外市场的企业
●推进在海外工作的企业

●银行、信用金库、证券公司等金融业
●厂家、零售等的会计、财务部门
●税务会计师、国税专门官

●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多元领域
●制造业、商业、金融业

●运输业、建筑不动产业、流通零售业等
●营造安心、安全、舒适生活与社会创造有关的各种领域

●金融业、流通零售业等
●经营、企画、管理部门

●信息关联企业、企业的信息分析部门、系统工程师等
●经济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兼备的商务人员

●企业的数据分析、调查部门等
●能发挥经济分析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各种领域

●一般企业(金融、流通、旅游、服饰、制造)
●医院、福利设施

●广泛领域的一般企业(尤其服务产业领域)
●非营利组织

●旅游业、航空业、铁路、巴士等运输业、旅游设施行业
●旅游协会和自治体的旅游部门

●健康、运动、生活相关企业
●运动、休闲相关的政府机构、企业

●体育教练
●增进健康的相关设施

●酒店、旅馆等住宿行业
●以婚礼为主的典礼行业
●活动制作行业

能够关心企业环境，并坚持努
力改变现状的学生

能够以市场营销的视角看待企
业环境，并为改革现状付出不
懈努力的学生

能够融汇经济及地方城市建设
的智慧，在商业领域和地区社
会活跃发展的学生。

能够准确分析、充分利用经济
信息的学生

能够创造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
新服务和对策的学生

能够磨练旅游商务技能，提高
人品，在各种场面大显身手的
学生

能够为实现健康富裕的社会作
出贡献的学生

经营战略专业

创业及事业继承专业

全球经营专业

品牌战略专业

流通商务专业

现代经济专业

地方城市建设专业

经济信息专业

信息系统专业

社会文化专业

心理专业

旅游事业专业

酒店、婚礼专业

体育健康专业

运动管理专业

院　系 学　　科   想要培养的学生形象 主要毕业去向设计 学习内容、培养能力 专业科目例子专　业

了解会计的构造和制度，
以图掌握从资金方面领导企业运营的能力。会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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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科学大学的教育

为了培养比硕士课程水平更高的专业知
识和研究能力，开设了“特殊研究科目”。

提供有关教育指导的实习机会，
开设训练培养在流通科学各领域
成为领导人的“实习科目”。

为了培养在流通科学各领域具备高水平研究能力的教
员以及高水平专职人才，开设了“演习科目”,以实现在
指导教师和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流通、市场营销特殊演习／经营管理特殊演习／金融
特殊演习／空间市场、数据分析特殊演习／经济特殊
演习

流通、市场营销特殊研究A、B／经营管理
特殊研究A、B／金融特殊研究A、B／空
间市场、数据分析特殊研究A、B／经济特
殊研究A、B

特殊研究科目（4学分） 实习科目（4学分）

博士后期课程

演习科目（12学分）

硕士课程应用科学演习科目
的教育实习

为了研究理论性、实践性
课题，开设必要的科学方
法论课程“方法论研究”。

为了培养在流通科学各领域具有丰富知识和高水平研究
能力的研究人员以及高水平专职人才，开设了必要的基础
科目“特论”。另外，为了指导编写硕士论文，开设了“演习
科目”。

开设4门科目，通过对具体课题
的研究和基于案例演习的讨
论，加深对知识的实践性理解。

课题演习／案例演习（案例研
究法教学）／游戏演习／事业
化提议演习

研究生院
流通科学研究科

培养流通领域的高水
平专职人才、
研究人员以及能为亚洲
流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方法论研究（4学分） 特论科目、演习（22学分）

硕士课程

应用科学演习科目（4学分）

［特论科目］流通系统原理特论

／流通企业经营特论／服务、市

场营销特论／市场营销战略特

论等

➡➡

论文写作方法论研究

定性方法论研究

统计方法论研究

［演习］流通、市场营销演习／

经营管理演习／金融演习／

空间市场、数据分析演习／经

济分析演习



日语学习支援

为了让日本学生和留学生进一步加深交流，在学生的提议下诞生的世界大厅。
学生们企画并实施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以国际交流为主题的小型学园节。由留学生开设各国料理的饮食摊位，
扩大异文化交流。学生们的家长以及住在附近的当地人士也会积极参加。

接触日本文化的活动

通过捣年糕、品尝杂煮年糕汤和
红豆年糕汤等活动，体验日本的
正月文化。附近的居民也会参加。

通过课程和项目计划
支援留学生的日语学习。

>>>流通科学大学的国际交流

通过撒黄豆、做惠方寿司卷来体
验节分。由日本学生企画实施。

●在World Hall（世界大厅）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名为“流科祭”的学园祭上，还会制作“留学生推荐的各国美食”
并在模拟店中销售。

●流科节“International Festivals”

每年举行2次由留学生、日本学生以及日本学生的家长参加的巴士旅游。
可以一边接触日本文化和历史，一边推动跨越年龄的交流。

●教育后援会、国际交流巴士旅游

作为提高日语水平的契机，举行演讲比赛。
除了“日语部门”以外，还有“关西方言部门”。
留学生和日本学生都可以参加“英语部门”。

●RYUKA演讲比赛

留学生前辈咨询展位
●留学生支援科
为使各位留学生度过充实的校园生活，给

予综合支援。在大学生活中如有不明之处

(有关住处、打工、烦恼等)，我们愿成为你的

第一个咨询窗口。同时还负责留学生必需

的在藉管理和在留手续支援，举办与日本

学生和地区的交流、体验日本文化的丰富

活动。

留学生支援科的职员

留学生支援

国际交流活动

我们全力支援每个人!本校的留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5%。

本校现有在籍留学生约600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

越南、韩国、台湾、沙特阿拉伯、尼泊尔、印度尼西亚、

泰国、蒙古、缅甸等19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至今为止接纳留学生的实绩，

调整了综合支援留学生的体制。

（截至2021年4月）

流通科学大学有专门支援留学生的部门，
开展留学生的学习咨询、毕业后去向咨询、就业咨询等工作。

开设由前辈留学生为1年级学生排难解疑的“留学生前辈咨询展位”。
可以运用社交网络，分别向自己国家的留学生前辈咨询商量有关选修课程、奖学金、寄宿生活的疑问等。
主要在4月以大约每周一次的频率利用午休时间举办。

●RYUKA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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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科学大学 “为留学生提供的支援非常充实”。
留学生可以在校内外大显身手，通过各种经验提高能力。

RYUKA正月活动 节分(立春前一天)活动



推进“流通科学大学独一无二的教育”
通过独有的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促进每个学生实现飞跃的成长。

擅长流通、市场营销

金融业

展望4年，设定目标
梦想种子项目

流通科学大学独创
“发现理想自我的课程”

入学后的半年期间为寻找发现自我梦想种子期间。

1夜2天的露营、靠团队来解决问题的分组活动、与

大学的前辈、毕业生及企业人士展开交流等，丰富

的活动持续不断。通过众多的体验再次面对自己，

明确“理想的自我”。

发现理想的
自我

服务行业
(媒体)

信息通
讯行业

运输行业
(航空)

批发业

零售业
(超市)

创业及
事业继承

零售业
(服装)

旅游业
(酒店、旅馆)

旅游业
(旅行)

旅游业
(婚礼)

运输行业
(物流)

建筑不动产行业
(销售)

服务行业
(人才派遣)

医疗福利行业

零售业
(汽车)

制造业
(厂家)

公务员
(省、市政府)

公务员
(警察、消防)

寻找

培养

开花

帮助了解成长过程的
“四年学习”

通过“四年学习”，可以了解到为了在将来从事自己希望的职业，应该怎

样度过为期四年的大学时光。我们针对19种职业形象设定了不同的“学

生生活模型”。

通过流通科学大学独具特色的4年课程，

逐步寻找发现自我梦想的种子→培养→开花。

特别讲义 社会共创项目

地区人才培养项目

大学教育与现实社会、商务相关联的学习

邀请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的人才为特别讲师，

直接听取他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工作、展望等领

先时代的宝贵信息。

与企业、地区以及自治体合作，正在实施多种能够解决现场课题的项目。
包括提议新商品、活动企画、实现商品化、开展活动等，
以研讨学习班或班级等为单位运营。

提高职业技能的研讨会

◎提高职业技能的研讨会(市场销售)

◎提高职业技能的研讨会(零售)

◎提高职业技能的研讨会(婚礼酒店)

创办大学的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对煤炭和铁的争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对石油的抢夺。
如果流通能实现其功能，将食品材料和资源运送到全世界，
就不会发生人类的厮杀和对物品的争夺。
我为了把这个信念传达给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下一代人，
创办了流通科学大学。 （1988年（昭和63）４月）

本校创始人　中内㓛

Only One Only One

Only One
Only One

Only One

■神户学生创新者大奖赛(I-1大奖赛)

职业教育

从大一到大四分阶段逐步培养职业观。

■职业教育科目
课程里安排了职业教育科目。
学习职业基础论、职业实习、职业商务论等。

■校外的策划大赛
山川研讨会在“第11届从关西
机场出发‘学生与旅行社共同
设计’海外旅行策划大赛”上
提出的方案获得了亚军。

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有什么课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等，
有许多与现场密不可分的学习机会。

■资格支援
大学支援学生们考取各种资格证书，
在校内开设了各种讲座。

>>>流通科学大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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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目的，在产官学

(产业政府学校)的合作下开展教育事业。通过

直接向第一线工作的人们学习，了解行业的特

征与劳动的魅力，构筑自己的未来形象以及与

将来相关联的网络。

与在各行业第一线活跃的讲师们共同学习各行

各业的课题，短时间内能够集中学习到行业的

现状及专家的技能。有助于加深对目标企业的

了解，更具体地描绘就业活动的样子。

由流通科学大学主办。神户市内的大
学生以及签订了高中大学合作协定
的高中生们，针对赞助企业发布的课
题，分组总结提议并采用发表形式展
开竞争。

流通科学大学的建学理念是“通过科学地研究

教育流通，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并培养能为实

现真正富裕的社会贡献力量的人才”。为贯通该

理念，将“流通科学入门”定为所有学院的必修

科目。通过掌握市场营销的思维方式，加深各领

域的学习。
掌握流通、

市场营销的思维方式

商学院
 ·市场营销学科
 ·经营学科

经济学院
 ·经济学科
 ·经济信息学科

人类社会学院
 ·人类社会学科
 ·旅游学科
 ·人类健康学科



内定者访谈 内定者访谈

为了让每个学生都种下自己的梦想种子并令其成长开花，
全力予以支援。 我们为留学生提供完善 的就业支持。

就业支援
从3年级起，
就业部将开始
就业支援。

主要内定目标企业（2016～2021年3月毕业生就业实绩）

>>>流通科学大学提供的就业支持

Kanden Uma Kanta（音译）（尼泊尔）

商学部 市场营销学科 流通系统课程 四年制 2021年3月毕业

就业去向:山村物流株式会社

留学生就业指导（10月～2月）
面向就业活动的开始，每月通知
“现在该做的准备”。
每年实施8次。

实习（８～９月）
获得企业的配合，在目标的
企业或行业体验就业。

SPI笔试应试讲座（11～2月）
以实现提高就业笔试的分数。

毕业去向个人面谈
（10月～12月）
与所有学生进行个人面谈，
制定符合每个人性格与目标的
就业活动计划。

行业研究讨论会（11月～）、校内企业说明会（2月～）
邀请各行业企业来到大学，
可以就工作内容、招聘信息等详细咨询。
也会有很多希望录用留学生的企业参加。

校友就业咨询会（2月）
可以直接向毕业生咨询
就业活动与现在的工作状况等。

小组讨论练习（2月）
针对就业录用考试中采取的小组讨论,
展开练习。

就业面试练习（2月～）
本校的教职员扮演面试考官，
举行身临其境的面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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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姍（中国）

商学部   经营学科    经营战略课程  四年制 2021年3月毕业

通过课外的志愿者活动与更多的人交流　
   作为大学的课外活动的一部分，我加入了名为“奶茶”的福祉志愿者部。校内

举办万圣节派对时，会有许多附近的小孩子前来参加。我们会准备一些游戏让

孩子们参加，并送给他们一些点心作为礼物。在此过程中，我们脸上也都洋溢着

笑容，丝毫不输给这些活力充沛的小朋友们。此外在校外的志愿者活动方面，我

参加了神户彩灯节并募集捐款，还在六甲城市马拉松大赛上参与了交通引导志

愿服务活动。参与这些志愿者活动，可以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我的交流能力也

因此得到了提高。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些志愿者活动，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

进入有机会回到故乡的国际化企业工作　
    我在大学里攻读的是“经营战略”相关的课程。其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

门课叫做“产品战略论”。这是一门让学生了解产品策划的流程和方法，并自行

尝试进行产品策划的实践性课程。另外还有一门叫做“企业论特别讲义”的课，

会邀请能够代表日本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来大学直接进行授课。这门

课让我了解到了各种行业的最先进的举措，为我思考自己的未来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我已经拿到了似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录用通知，这是一家统管日本

尼达利（NITORI）公司在中国国内的业务的公司。我是一名天津人，所以我从就

职部的工作人员那儿得知“在天津也有你可以考虑的公司”后，我便非常想去那

里工作。所以还没定下来我会在中国国内的

哪个城市工作，但我觉得进入到一家国际化

企业，并且有机会在将来回到自己的故乡工

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之后也可能从事

产品开发工作，我现在便很期待能将自己在

大学里收获的各种经历和经验活用到未来

的工作中去。

留学生奖学金提高了我的学习动力　
    我从尼泊尔来到日本后，对日本的零售业和物流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高

效运输大量货物令物价得以下降。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祖国今后的发展会起到

很大的作用，所以为了学习零售业和物流系统，我决定报考流通科学大学。

    我在大学就读的是市场营销学科流通系统课程。因为可以学到自己最想了

解的“流通系统”及其相关技术，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过程很快乐，每天都过得很

充实。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只要请教老师，老师便会温柔细心地替我解答，帮助

我理解透彻。

    流通科学大学设有完善的奖学金制度，最多可获得四年的奖学金。我也有幸

拿到了四年奖学金，这让我在生活上可以减轻金钱方面的忧虑。

进入梦寐以求的物流企业，然后朝下一个梦想进发　
    在课堂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学园祭“流科祭”和世界节等校内活动。留

学生们会开设模拟店销售自己国家的美食，并同到场者进行交流。我请认识的

尼泊尔厨师帮忙制作了咖喱，结果大受好评，还赚到了一些利润呢。

    在读书的时候我曾在大型折扣店打工。从事过订购、分拣、摆货等工作，看着

大量商品高效地陈列在店铺内的场景，我对日本的物流技术的兴趣愈发强烈。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物流业”定为了我的就业目标。我已经拿到内定的山村物

流株式会社便是一家拥有先进的物流系统的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商

品。想到自己在毕业以后能够使用最先进的物

流系统进行工作，简直像在做梦一样。

就业去向:似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尼达利（NITORI）集团旗下）

我想去大学里学习日本的物流系统。
毕业后想在拥有先进技术的物流行业工作。

通过课外活动提升交流能力。
在课上体验了产品策划的过程。

TOKI Trading株式会社
关西国际空港产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Ladolce
株式会社Home Logistics
正荣工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Area marketing Office
株式会社武藏野
AICO株式会社
必达贸易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Suntech
株式会社华森社
日本社区协同组合

Aikoh电子株式会社
Katsushiro Matex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NM HumaTech
株式会社大阪食品
株式会社GU
村上精机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Hotel关西
株式会社再春馆制药所
友池产业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文教工作室
株式会社神户Portopia Hotel
Mass Japan株式会社

AEON Delight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幸和JAPAN 
Resort Life株式会社
新新事业协同组合
株式会社K and K
株式会社Sugi药局
株式会社Aspark
株式会社三机服务
Sanyu株式会社
大黑天物产株式会社
山村物流株式会社
似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尼达利（NITORI）集团旗下）

株式会社唐吉诃德
株式会社VINX
株式会社新淡路酒店
株式会社友都八喜
滋庆学园集团
株式会社Link
株式会社G-7汽车服务
Arara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万代
医疗法人社团星晶会
日本国内的专门学校及
日本语学校等



为了做好就业准备，举行1夜2天的研讨会。
提高对就业活动的动力，并彻底掌握必要
的技能。

邀请积极录用留学生的企业来到大学，
详细介绍工作内容、招聘信息等。

面向留学生的企业联合说明会 就业对策住宿研讨会
（12 月、２月） 综合支援就业活动

介绍面向留学生的实习单位，

举办以留学生为对象的就业指

导。细心讲解日本就业活动的

特征以及面试礼仪等，根据每

一个留学生的实际状况提供就

业支援。

为了掌握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所需的 知识，
而认真描绘着未来的梦想与目标的留学生所选择的大学。

就业部

内定者访谈 内定者访谈

>>>流通科学大学提供的就业支持

Chanchon Tuan（音译）（越南）

经济学部  经济信息学科  信息系统课程  四年制 2021年3月毕业

就业去向:Arara株式会社

Christian Ankasa（音译）（印度尼西亚）

商学部  经营学科  经营战略课程  四年制 2021年3月毕业

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进入流通科学大学

    虽然我是印尼人，但我从8岁起便常去日本人开设的教会，所以我对日本有

着亲近感。    此外，由于我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咖啡豆农场，所以我从初中开始

便帮家里打理财务。为了自己的将来，我想学习日本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我在

10年前初次来到日本留学。当时我学习的是IT技术，学成归国后不久，我便萌生

了“想离开母亲的农场，创立并经营一家与‘食’有关的贸易公司”的目标。于是

我再次赴日留学，并进入流通科学大学学习最先进的经营战略。

学习知识和理论后，以战略性经营为目标

虽然现在我是一名大学生，但我从7年前开始，也是一名在印度尼西亚经营着一

家多语种翻译公司的经营者。我的公司有16名员工，大家可以采用不受地点和

时间限制的工作方式。我在日本期间，将各种实际事务都交给了下属。但我之前

由于没有学过经营，所以在经营时都是想着“先做做看”、“如果不对的话，就当

成是一种学习，然后尝试别的方法”。进入流通科学大学后，我加入了“经营战

略”的研讨会，学到了关于经营和物流的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和知识。毕业后我打

算进入已经拿到录用通知的企业，在那里充分运用我在大学里收获的经验。    

同时在大学生活中，我也结交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同学。我期待着将

来在各个国家和领域发展的时候，这些人脉

资源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露营、巴士旅行、小组活动让大家融洽相处

   我在自己国家的时候，在日本语学校的老师的推荐下，我知道了流通科学大

学。经过一番调查后，我发现这里拥有“舒适的气候和便捷的生活环境”、“完善

的奖学金制度”、“自己想学的领域”，出于这三个理由，我觉得我要读的大学“非

这里莫属”了。我从小便喜欢计算机，所以很想学习信息学。在大学里，我选修了

所有名称中带有“信息”二字的课程，老师与我们很亲近，对留学生也都很细心

地教导，所以我能够很好地理解授课内容。在研讨会中，小组活动也很多，成员

之间也都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地提出各种方案。    我觉得

在这个大学里还很容易交到朋友。开学后不久，便会举办面向新生的两天一晚

露营活动，让不同学部、不同学科的同学很快彼此熟悉起来。此外，在每年两次

的国际交流巴士旅行上，大家能够一边体验日本文化，一边愉快地进行交流。

毕业后通过IT技术让自己乃至社会变得更加幸福

   我习惯当天理解消化授课内容，这令我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我也因此获得了

多项奖学金，得以从大三开始减少打工时间，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学习上。    毕业

后，我进入的是一家以“通过IT技术令世界更加快乐”为目标的公司。想到能通过

工作为社会作贡献，我便觉得干劲满满。被录用的留学生仅我一人，其余都是理

科的人。我听说我被录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就

职时针对给出的课题所展现出的不惧挑战的

态度和热情打动了面试官。今后或许会面临各

种各样的难题，但我会坚持不懈地、热情积极

地努力下去。

就业去向:滋庆学园集团

这里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奖学金制度以及自己想学的领域。
出于这三个理由选择在流通科学大学留学。

想创立并经营一家与“食”有关的贸易公司。
为此学习了“经营战略”。

与港银行合办的2019年度企业联合说明会共有9

家企业参加。除了大四学生以外，大二和大三的学生

也有参加，大家一起了解了日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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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科学大学的学生宿舍流通科学大学以通过国际交流，培养全球通用人才为目标。流通科学大学以通过国际交流，培养全球通用人才为目标。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　　　　　　 ”是让日本学生与各国留学生

共同生活在一起，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项目来促进个人成长的新型教育设施。

其旨在推进本校所倡导的“国际交流及全球化人才培养”。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

日本学生和留学生互相配合，
一边企画、实施各种活动，一边加深交流。

日本学生和留学生6个人(单元)共同成活。
宿舍房间是尊重个人隐私的单间(约10平方米)
通过共同使用厨房和客厅等，
互相接触彼此的文化、价值观。

●宿舍房间(单间)

●共用空间
通过每天的生活，
促进交流。

客厅
用于进餐、聊天等，
可以交流的空间。

厨房
住宿生通过一起做菜等，
能互相接触彼此的不同文化。

淋浴室
1个单元有
2间。

洗脸间、厕所
1个单元有
2间。

居住空间2、3层

国际交流空间
日本学生和留学生互相配合，

1 层

配有床、书桌、橱
柜、书架、冰箱等。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　　　　　　 ”是让日本学生与各国留学生

●自习室

可以在安静的
环境下自习。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   　　　　 ”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
交流活动(实施例子)

●新住宿生欢迎会
●七夕　
●体育大会　
●圣诞节

●捣年糕　
●节分(立春前一天)　
●料理教室
　　　　　等

活动内容主要由住宿生负责企画。

宿舍费每月35,000日元（含水电取暖费·馆内Wi-Fi免费）

第一次汇款金额

明　细

第一年度总额

11万日元

49,5万日元

入舍费4万日元　全年管理费3,5万日元
宿舍费每月3,5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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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房间  ●娱乐室

熟悉日本文化的空间。
可以体验插花、茶道等。

能跳健身操、活动身体等。

可充分用于研修、
小组讨论等。

●多功能室1 ●多功能室2

附设了食品贮藏室。是可以放松休息的空间。能烹制
简单的饭菜，也可以通过饮食接触不同文化。



CAMPUS MAP

校园内有2处，供学生们休息。

流通科学大学具有最新的学习环境，
能够度过愉快充实的大学生活。
校园面积为164.456平方米（约为足球场面积的25倍），为学生们提供自主学习、与朋友小憩、广泛交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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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支援科●3

教务部

就业部

为留学生提供各种支援。距离教务部
和就业部很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
随时咨询。

提供与学习有关的咨询、支援服务。

提供与就业相关的各类支援。

保健室
支援学生们的健康。

World Hall

思索中庭

橘厅

钟塔

RYUKA HALL

在此举办各种国际交流活动，是日本学生
和留学生扩大交流的空间。

可以在此吃便当、放松小憩。

这是流通科学大学的象征性的塔。

国际交流设施 学生宿舍RYUTOPIA
2018年诞生的新设施。日本学生和留学生共同生活，
企画并举办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入住需要通过选考。

餐厅RYUKA DINING
宽敞明亮，1、2层共有1200个座位。有如咖
啡店一样可以放松身心的空间，众多学生来
此休息。

便利店
在餐厅旁边，方便利用。

大厅可容纳700人，被用于举办开学典礼、
演讲会、各类活动、社团活动成果发表会等
用途。

体育馆

人造草坪运动场

有可以从4楼观看比赛的圆形竞技场、武道
馆、播音室、测量室、多功能室等，能够开展
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人工草坪操场装有夜间照明设备，可以用于
举办足球、美式橄榄球、英式橄榄球等活动。

图书馆●1

学生专用自习室

媒介中心●2

以专业书籍为首，
藏书约20万册，

在附属图书馆的2楼，隔间宽敞，有
助于集中注意力学习。
有覆盖了Wi-Fi环境的电脑空间和
不使用电脑的自习室。

1层是用隔板隔开的个人研究
室。

2层可以用于小组活动或使用
投影仪练习发表等。

流通科学大学为每位学生注册了个人的邮箱账号，用
以及时获取教学信息、各种研讨会的介绍、各类设施的
使用等各种信息。

提供由营养专家监修的每日更新的RYUKA
午餐、受学生们欢迎的各色料理。周一到周
五有课的早晨，从8点15到9点提供“100日
元早餐”，营养周全，可以选择日餐或西餐，
大有人气。

有的学生在繁忙的早晨总是会不吃或忘吃早餐。
然而一顿仅需100日元的早餐为这样的学生提供了坚实后盾。食堂提供日式
和西式早餐可供选择，深受学生好评。

◎备有大众报纸、行业报纸、
　英文报和中文报等。

每个座位都可以利用电脑和打印机。除了课堂报告、研讨会的研究活动
以外，也可以充分利用有利于就业活动的外部信息等。

●●2
●●1

●●3

全区域可以使用Wi-Fi
  -RYUKA Portal-

>>>流通科学大学的学习环境

●深受好评的100日元早餐

中教室（　楼3层）

演习室(　楼3层)

心理学实验室

教职实践演习室

讲义楼里有大小不同的各类教室。

可动式桌椅，便于100名以上的多人数展开分组活动。
可以使用Wi-Fi，能够利用Clicker教学系统（在线问卷应
用程序），使学生和老师展开互动教学。

可以使用白板墙壁，推敲构思。也可以用投影仪练习发表。

可以从心理学实验准备室(监测室)透过魔镜观察心理学教
室，能在此举行被实验者的行动观察等心理学实验。也可
用于讲课和研讨会。

复制了高中的教室，有利于选修教职课程的学生更有效地
开展实践学习。

大教室
大教室里有200～500个座位，用于教养科目的上课。

■学分制
在流通科学大学毕业

所需学分为124分。每

年有前期、后期2次期

末考试。考试成绩以

100分为满分，根据分

数用Ⓐ～D进行评估。

■选课登录
选课登录由学生各自负责进行。

如果贻误或将错误的登录置之

不管的话，选课将不被认可，并

拿不到学分。根据各自到毕业为

止的学习计划和该年度的课程

表决定所选课程，在指定期限内

通过Web选课系统进行登录。

■上课时间
按照以下的时间进行。

第1节课 9:00 ～10:30

第2节课 10:40 ～12:10

第3节课 13:00 ～14:30

第4节课 14:40 ～16:10

第5节课 16:20 ～17:50

90分以上～100分

89～80分

79～70分　　         
合格

69～60分

59分以下 – 不合格

○A
A

B

C

D

⋯

⋯

⋯

⋯

⋯

·入学典礼
·交流露营
·新生欢迎节
·前期课程开始

·国际交流巴士旅游(春季)

·前期期末考试

全年活动安排

4 月

6 月

7 月

·创立纪念日

·9月毕业典礼
·留学生说明会
·后期课程开始

·流科节(学园节)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RYUKA 演讲比赛
·国际交流巴士旅游(秋季)

8 月

9 月

11 月

·圣诞节

·正月活动
·后期期末考试

·节分(立春前一天)
  活动
·学生表彰仪式

·毕业典礼
  毕业纪念宴会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在读学生指导

·RYUKA with the World

●5

●6

●7

●8

●9

●14

●12

●13

●10

●11
●4

●●11 ●●5

●●4

●●6

●●7

●●8

●●10 ●●14

●●13
●●9

●●12



通过兴趣爱好增加朋友的课外活动。
能够积累只有学生时代才能经历的宝贵体验。
■课外活动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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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和留学生以及日本学生交流

午休时聚集到World Hall，一边轻松交谈、玩游戏，一边用英

语愉快交流的部活动。通过日常接触来熟悉英语。水平不限，只

要你有一份“想用英语交谈”的心情即可。通过英语交流，还可

以与各种价值观相遇，拓宽视野，有助成长。

通过出演各类活动为地区做贡献

日式大鼓部

回响整个空间的鼓声、演奏者震撼人心的动作。即使是初学者

也很容易起步，能够亲身体会日本文化的魅力。练习日式大鼓

的曲目，大家共同创造其世界观也是该活动的一大乐趣。另外,

去地区和企业开展的活动中演奏，2015年还曾去韩国演出，

活跃的舞台日益扩大。在RYUKA HALL举行的定期演奏会已

经成为许多当地人的期盼。

凭借喜欢的舞蹈类型实现自我！

舞蹈部RUBU

可从各种舞蹈种类（POP（机械舞）、LOCK（锁舞）、HIPHOP

（街舞）、JAZZ（爵士舞）、GIRLS HIP HOP（女子街舞）、

BREAK（霹雳舞））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舞蹈。上大学后开始的初

学者很多，在学长的细心指导下，不知不觉就会入迷，为了跳得

更好而开始专注的个人练习。许多部员都认为：“通过舞蹈，实

现了自我表现，也为自己增添了信心”。

传播日本亚文化的魅力

现代视觉文化研究会（现视研）

一边享受被世界瞩目的日本“亚文化（动漫、漫画、游戏等）”，一

边进行创作活动的俱乐部。分为“模型组”、“轻小说组”、“卡通

玩具组”、“角色扮演组”。可以选择喜欢的小组参加，并能加入

两个以上的小组，小组之间能够自由往来。通过学习创作活动

中必要的技术、资料共有，提高表现能力，还能参加校外的活动。

毕业生访谈

张勇（中国）

商学部  流通学科（现为市场营销学科） 1992年8月毕业

现任:友金通商株式会社  代表取缔役

从开学时便深深感受到这是一所“向世界敞开怀抱的大学”

　我在1988年也就是流通科学大学创办的第一年便作为留学

生入学。我觉得这所大学从建校起便接收留学生，足见其向世界

敞开了怀抱。

　在校期间，我一边学习流通和市场营销，一边观察日本的超市

和便利店，想象着中国也会发展成这样。每门课都很有意思，尤

其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心理学课程在我走上社会从事销售工作时，

为我理解和接近顾客心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企业论

的课程也非常有意思，能够帮助我理解日本的社会和组织。

　流通科学大学有着能够兼顾学习与娱乐，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氛

围，而且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觉得在学生时代专心致志

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过程中，或许便能找到自己要前进的道路。

成为衔接中国与日本的桥梁的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在国立大学攻读预科，然后进入到日本的

一家大型游戏公司工作。进入公司后，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在公

司做出点成绩来。我活用在大学学到的市场营销知识，在不断尝

试和失败后，成功地开拓了亚洲的街机市场，进入公司半年便取

得了不俗的业绩。之后我在亚洲的多处据点担任过所长，也负责

过东京的动漫部门，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我一直“希望能在某一天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于是我在

2010年自立门户，开始创业。我想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相互

传播两者的游戏和动漫文化，然而一到跨越国境时，由于商业规

则的差异，总是无法顺利地进行交易。针对这个问题，我成立了

立足于两国之间，负责进行协调斡旋的咨询顾问公司。我认为很

多留学生都很喜欢日本的游戏和动漫，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打

算在将来从事与游戏和动漫相关的工作，我想告诉他们，除了从

事制作工作以外，也是可以像我这样，以其他方式参与到这个行

业中去的。

以在全世界传播日本的游戏与动漫文化为目标，
经营着一家作为衔接中国与日本的桥梁的公司。

RYUKA ESS

>>>流通科学大学的课外活动 >>>流通科学大学的毕业生

一边开展国际交流
一边结交朋友

RYUKA 留学生俱乐部

举办多种国际交流活动。
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
对外国文化感兴趣的人，
都可以通过活动，加深友情。

■部员人数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入部费、部费
■全年日程安排

208名
（4年级学生19名  3年级学生64名  2年级学生125名）
World Hall 等
不定期
无
  2月　节分活动
  6月　国际交流巴士旅行
  7月　世界节
10月　国际交流巴士旅行
12月　圣诞活动

■实际成果

■现役部员的
　出身高中

国际交流巴士旅行（两次）
节分活动
参加明石B-1美食大赛
圣诞活动
品尝留学生祖国的美食
万圣节
学园祭模拟店
吉他练习
世界节
越南、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中国、韩国、泰国、
尼泊尔、缅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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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访谈

Chan Ti Hon Fun（音译）（越南）

商学部    市场营销学科    2019年3月毕业

现任:职于永旺永乐株式会社

学习、社团活动、打工令我感到充实

　在流通科学大学的四年时光里，学习、社团活动、打工这三者

保持着平衡，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学习方面，我加入了“流通

与市场营销”研讨会，针对各种主题进行研究和讨论。我觉得通

过研究流通和市场营销可以为祖国作出贡献，所以我在毕业论

文中对店铺的选址布局进行了调查和整理。

　社团活动方面，我加入了舞蹈部。我拼命练习，还曾十个人一

起将动作协调一致，共同在发表会上演出。另外，我也在几家餐

厅打过工，掌握了如何细心周到地接待客人以及礼貌恭敬的讲

话方式。我当初来日本留学，正是因为很欣赏日本人的那种一丝

不苟、细致认真的精神，通过各种经历，我觉得我正在渐渐靠近

“我想成为那样”的那种模样。

毕业后也通过研讨会的聚会进行交流　

　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永旺集团旗下从事设备管理业务的永旺

永乐株式会社。在接受了一系列严格完整的培训以后，我在一线

现场工作了一年半，掌握了必要的知识，现在从事销售工作。这里

有着完整的培训体系来帮助提高技术能力和个人综合能力，而

且各个部门还有着细心指导工作的导师，所以可以放心地工作。

　将来我打算回越南工作。越南也有永旺永乐的分公司，所以我

希望通过提供安全、安心且舒适的空间，以及提供在日本培养的

技术和服务品质来为母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所在研讨会会举办合宿和新春年会活动，已经毕业的校友

们也会参加，大家聚在一起亲切地进行交流。现在我是以毕业生

的身份参加，我觉得与大学的联系没有中断，让人感到“拥有归

处”。此外，大学还设有留学生支援课，为学生提供包括生活方面

在内的各种支持和帮助。大家遇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随时都可

以去需求他们的帮助。

想学习最先进的流通知识，并将其带回祖国，
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孙伟（中国）

商学部  服务产业学科（现为人类社会学部）  2001年3月毕业

现任:启德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经理

学习流通和旅游知识

   我带着“想学习最先进的流通知识，并将其带回祖国，为祖国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想法来到日本留学。我有亲戚也在流通

科学大学读书，所以我确信“要学流通和市场营销，就去流通科

学大学”。入学以后，不仅仅流通，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并

成为衔接日本与中国的桥梁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我选

择进入了学习旅游知识的研讨会。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曾

在彦根城及其城下町进行实地考察，近距离地接触了日本的历

史与文化。该研讨会的指导教员和其他成员也曾来过中国学习

中国文化。在学生时代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度过了一段充实的大

学生活。

不论何时，日本都近在咫尺　

　毕业以后，我积极运用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在物流领域从事着

后辈指导工作。目前我在一家在全世界拥有物流网络的物流企

业的上海分公司担任经理，负责管理工作。上海分公司的核心物

流业务是将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至日本。在新冠疫情导致人员

往来受限以前，我每个月都会去日本出差一次。根据工作内容的

不同，我访遍了东京、神户、九州、北海道、东北等日本各地。

　此外，流通科学大学设有名为有朋会的校友组织，所以毕业后

交流也未中断。有朋会在海外设有5个分部，分别为中国上海分

部、中国大连分部、韩国分部、中国台湾分部及越南分部，我有幸

担任着上海分部的分部长，每年都在增加新的成员，而且我们每

半年便会举办一场盛大的交流会。欢迎大家来流通科学大学度

过美好的学生生活，并在毕业后与我们一起不断拓展人脉和交

流吧。

我想成为衔接日本与中国的桥梁。这份想法得到了实现，
不论在工作上还是私下里都在持续开展着交流。

>>>流通科学大学的毕业生



■商学院  |  市场营销学科／经营学科
■经济学院  |  经济学科／经济信息学科
■人类社会学院  |  人类社会学科／旅游学科／人类健康学科
■研究生院  |  流通科学研究科

正在发布信息！

邮编651-2188　神户市西区学园西町3丁目1番　［入学考试部］078-794-2231

学生们生活的舞台是
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的人们居住的国际都市—神户。

2020年日本留学奖“私立大学文科系组（西日本地区）”大奖获奖学校

神户自古便是繁华的渔港城市，开港已超过150年。
美丽的六甲山脉、大海、被誉为日本的三大夜景之一的神户夜景。
闻名世界的“神户牛”、日本酒、西点等美食之乐趣不断扩增，
充满了魅力与刺激，是一座非常适宜度过美好大学生活的城市。

“2020年日本留学奖”是一个评选值得推荐给留学生的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奖项，流通科学大学连续三年获得了该奖下设的

西日本地区私立大学文科系组奖项，并且作为该组的顶尖学校获得了“大奖”。

该奖由一般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日本语学校教育研究大会”设立，旨在建立完善留学生所需的各类环境，

由该协会的加盟学校从“是否想推荐给学生”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投票，并作出决定。

●2007年 被福布斯评选为《世界25座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2008年，获得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亚洲首座《设计城市》的荣耀
●2012年，在瑞士的ECA国际机构调查评选的“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排行榜活动中荣获世界第5名。

周边地区
信息

在附近的超市可凭学生
证享受95折优惠。

学园都市站
从最近的学园都市站坐电车
到三宫约需23分钟。
不论是出外游玩还是前去打
工都十分便捷。
学园都市是一座融合了城市
与乡村风情的宁静小城。

永旺 FOOD STYLE
神户学园店
（校园广场内）

此标志仅限符合大学标
准协会规定的大学使用。

大学简介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度

尼泊尔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老挝

马来西亚 文莱

新加坡

菲律宾

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蒙古

韩国

北朝鮮

上海

大阪

胡志明市

神户

雅加达

吉隆坡

乌兰巴托

内比都

平壌

马尼拉

新加坡

首尔

曼谷

北京

东京

河内

新德里
加德满都

●从关西国际机场到三宫
  乘机场巴士约需70分钟

●从大阪到三宫乘JR神户线新快速约需21分钟

●从三宫到学园都市
  乘神户市营地铁西神、山手线约需23分钟

大阪－京都
新快速
約25分

三宮－大阪
新快速
約21分

>>>流通科学大学的所在地

神户 大阪

新大阪

新神户

学园都市 ●

西神中央
京都

步行
（约5分钟）

JR神户线

机场巴士
（约70分钟）

JR山阳新干线

J
R

东
海
道
新
干
线

神户市营地铁
西神、山手线
（约23分钟）

三宫

关西国际机场

大阪－京都
新快速
约25分钟

三宫－大阪
新快速
约2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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