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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松山大学的

5大好处

第6个好处是····希望你到松山大学留学，亲手找到它．

　　松山人以性格温厚而闻名．我们松山大学的所有教职员工及日本学生，诚心诚意地欢迎来自各国的留学

生．学校设有辅导员制度，从各方面帮助留学生．松山大学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用温暖的双手迎接你．

松山人很亲切、很温和．

　　松山大学的学生人数有6000名，是一所规模适中的大学．研究班由少人数组成，便于接受指导教授细

心的指导．在学习方面，每个留学生都有个别的指导教授全面帮助留学生学习．在费用方面，松山大学在日

本的私立大学中也属于学费最便宜的大学，因此给留学生减轻了不少负担．

最佳的学习环境

　　松山市在日本属于晴天较多的城市．气候温和，冬天也几乎没有下雪天．

　　物价低廉是居住环境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大学周围学生和年轻人居住较多，所以有很多机会和同年代

的朋友分享和交流动漫、时装等日本文化．

气候温和， 居住便利的城市环境．

　　松山大学的日语课程加上与近邻大学共同开设的日语班，按日语水平分班．可以在适合自己的日语班

学习日语．松山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在此环境中自然而然会逼迫自己使用日语，进而成为学习日语的捷径．

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会全力帮助留学生提高日语水平．

学习日语的良好环境

　　指导教授、就业支援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协同掌握留学生的就业活动状况，致力于针对每个人的志愿内

容，个别、细心地进行指导．到目前为止，希望在日本就业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就业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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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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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在松山大学，

开发自己的潜能．

01 学校概况

02 创校精神／发扬传统，开拓创

新，服务社会／社会实践活动

03 院系专业

04 课外活动／采访在校留学生

05 校园地图

06 周边环境

07 留学生活IN松山大学

08 留学生支援体系

09 校际交流大学分布图／在校际

交流大学的留学情景

10 松山大学毕业生留学感想

11 选择松山大学的5大好处

　　松山大学创建于1923（大正12）

年，是日本四国地区历史最悠久的综

合性私立大学．现在共有专科生、本科

生、研究生约6000人，建校90年以来

毕业于松山大学的学生总数达

67000人．

　　松山大学以“真实”、“实用”、

“忠实”的“三实校训”为教育理

念，为培养既有学问又有人品、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做贡献．

历 史 沿 革

1923年　由新田长次郎先生创立松山高等商业学校

1944年　改称为松山经济专科学校

1949年　升格为松山商科大学、设置商经学院

1962年　取消商经学院，代之以经济学院及经营学院

1974年　开设人文学院（英语英美文学系、社会学系）

1988年　开设法学院法学系

1989年　改称为松山大学

2006年　开设药学院医疗药学系
新田长次郎（温山）翁

1857（安政4）年～1936（昭和11）年

学校创立之父．以其本人“不干涉学校运营”为条件，投入私财，为

创立本校的前身松山高等商业学校提供了资金．

三 实
主 义

真 实

忠 实 实 用

创校精神

　　松山大学的师生联合当地产业及企业共同促进、搞活地方经济．

　　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学到了实用知识，为参加工作之后能够尽快投入工作，施展能力提供了帮助．到现在为止，以柑

橘为原料的酒类的开发、当地的农产品、海产品的市场调查和宣传、3种汽水的开发销售等诸多项目都有很多学生直接参与．

　　作为产学合作项目之一，在3

年里开发出“松山酸橙汽水”、“爱

媛红色橙汽水”、“黄金橙汽水”等3

种清凉饮料．学生们对果汁的调

配、味道、起名、标签的设计提出了

建议，与企业共同推进了商品开

发，并且参与了销售．现在仍在研

究开发以当地特产为原料的新产

品，继续为搞活地区经济做贡献．

以爱媛县特产柑橘类为原料，策划推出3种汽水

在“大街道商业街”销售汽水黄金橙汽水--露那皮耶那

社会实践活动（产学合作项目）

　　继承创校人“为当地发展做贡献”的遗愿，松山大学在任何一代都没有忘记和地方社会构筑良好的信赖关系．而且，将继续

发扬传统，开拓创新，为地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近几年来，非常重视和地方企业的合作，使教学与区域经济密切结合，在实践中培育学生，学生提出的建议和付出的努力

又对爱媛县的发展做出贡献．

发扬传统，开拓创新，服务社会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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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校际交流大学的交换留学生，在松山大学经营系学习1

年．我想在日本的大学里上正规课程，并且获得学分，松山大学正

好符合我的愿望．在韩国的语言学校里学了1年日语，怀着留学的

梦想来到松山大学．在这一年里大幅度提高了日语水平，现在很

容易理解上课内容和教科书的内容，而且也能用敬语了．在松山，

人们和这里的天气一样温和，尤其是女性待人细致而无微不至，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学的留学生宿舍一个人一间屋，个人

隐私受到保护．在公用厨房，和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互相切磋家乡

菜，偶尔还开晚餐会．我还参加了日语演讲比赛、排球比赛、企业

实习等活动，这些都是只有在日本留学才能体验到的．这些都成

为了我宝贵的财产．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过家，打心底里觉得到松

山大学留学是正确的．大学毕业之后，我还想再来日本，支援生活

在日本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

　　受精通日语的祖父的影响，10年前我来到日本松山，开始了

留学生活．刚到松山的时候，因为完全不懂日语，所以在其他学校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对经济学有强烈的兴趣，我插班到在

日本的大学中商科院系知名度很高的松山大学3年级．现在我在

松山大学进修博士课程，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和东盟  

（ASEAN）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通过学习我了解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地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并从中展望中国的未来．我的指

导教授总是很认真，并且耐心地对我的论文进行修改，常常推荐

一些好的参考书给我．在学习研究过程中，我出现不足之处时也

细心地给我讲解．我十分感谢我的指导教授．长久生活在日本，逐

渐对日本人的想法和社会常识、规范产生了亲近感．我希望在学

成回国之后， 把我在这10年来所见所闻，不仅是学到的知识，还

有日本特有的为普通百姓着想的社会政策、相互关心的道德风尚

等日本的真实的一面传达给我的同胞，成为真正的中日之间友好

的桥梁，为中日两国长久的友好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自校际交流大学 

韩国平泽大学校的

交换留学生

采访在校留学生

经营系3年级 

丘  伊 丝

［ 韩国 ］

KOO　LEESEUL

自费留学生

研究生院 经济学专业

博士课程 2年级

姚  海 峰

［ 中国 ］

YAO　 HAIFENG

课外活动
　　松山大学的学生，曾经在世界级体育比赛中留下了纪录． 在校生参加课外活动非常活跃，有很多学生在日本全国比赛中获得了优秀

成绩．也有把今后代表日本参加世界级体育比赛作为目标的学生．

单板滑雪男子U型池项目 青野令选手

2009年韩国世界锦标赛冠军（日本选手首次获奖）

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决赛

女子马拉松 土佐礼子选手

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第5名

2006年东京国际女子马拉松赛冠军

2007年大阪世界田径锦标赛第3名

法 学 院 法学系

经济学专业

　　追求高度、专业的经济学知识，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者、注册税

务师、教师、公务员．接收了许多来自中国、韩国、德国的留学生，积极促

进学术上的国际交流．

经 营 学 专 业

　　深入研究经营机能的四大支柱（人才、生产、财务、营销），发现困扰

企业的难题，找出解决方案．

语言交流专业

　　开设语言学（英语）、文学（英美）、语言教育学等3大领域的课程．积

极接收留学生．

社 会 学 专 业

　　在日本四国地区唯一设有社会学专业课程的博士点，开设理论

领域、现代社会及媒体领域、地域、国际及环境领域、福利及临床领

域等4大领域的课程．

药 学 院 医疗药学系

●特　　征：通过经济学的学习，培养逻辑性思维能力、

提高领导能力．

●课程介绍：“爱媛经济论”，通过地方（爱媛）经济、地

域产业的现状和课题的学习，深入了解地

方经济状况，洞察发展趋势．

●特　　征：通过选择专业课程，可以学到实用性经营学的相

关知识．

●课程介绍：“经营战略论”，把诸如 “企业怎样才能持续营

利”作为讨论课题，边举出具体实例，边学习企

业的组织结构．

●特　　征：有很多课程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师教课．

可以学到实用性英语．

●课程介绍：“Presentations in English”，用英语发表演讲，

运用电脑软件发表报告．

●特　　征：学习日本和世界的法律和政治，培养运用

专业术语与人交流的能力．

●课程介绍：“国际法”，从国际法的视点思考国际社会

的发展方向及其正当性．

●特　　征：设置5个月的医院和药店的实习课程，培

养高度的专业药剂师．

●课程介绍：“药理学”，系统地学习人的具体器官功能

出现异常导致疾病时药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

●特　　征：学习围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以及社

会问题．

●课程介绍：“媒体论”，学习媒体的社会心理学效果，增强掌

握和运用信息传媒技术的能力．

1700人 1700人 900人 550人

- -

英） 450人
社） 500人

经济学专业 经营学专业
语言交流专业

社会学专业（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硕士课程）

（硕士课程·博士课程）

经济学院 经营学院 法学院 药学院人文学院本科

学生人数

研究生院

经济系

经 济 学 院 经济系

经营系 法学系 医疗药学系
英语英美文学系

社会学系
专业

院系专业

人文学院 英语英美文学系

经 营 学 院  经 营 系

人 文 学 院 社会学系

研 究 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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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环境

购物也很方便

生活便利的地理环境

　　学生和年轻人聚集的城市松山，有很多租价便宜的住房，而且

和其他城市相比物价低廉，很有魅力．

物价也便宜

出行，骑自行车最方便． 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市中心．

单位（日元） ，1个月的平均租价，19.8平米 

城市

租房价格

松山

19,638

大阪

33,804

东京（23区）

53,622

松山城 道后温泉

松山市在日本全国属于房租最便宜的城市．

摘自总务省《零售物价统计调查2011》

校园地图

国际交流中心全方位帮助留学生．组织很多和日本学生

的交流活动，．

学生交流室
学生之间的交流场所．很多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在午休时

间和自习时间聚在这里．

文京校区

教务科
在教务科咨询选课和学习成绩．按系别有专门的负责人.

运动场

正门

西门

主楼

东主楼

第1体育馆

第2体育馆 

社团
活动区

2号楼

温山会馆

6号楼

9号楼（药学院主楼）

研究中心

1号楼

8号楼

7号楼

5号楼

4号楼 

3号楼 

食堂、商店

　　是日本最古老的温

泉．每天有很多来自世界

各国的观光客, 享受着日

本温泉，热闹非凡，也深

受当地居民的喜爱．留学

生也经常和好朋友一起

来享受道后温泉，消除身

心疲劳．

　　有400多年历史，是日本

最具代表性的城堡之一．位于

松山市中心小丘上 ，是有名

的旅游景点．从松山大学也能

观望其雄姿．

松山城市指南

5

国际交流中心1

单人房．备有写字台、椅子、床、衣柜、电视等．互联网可以

各自签约使用．

厨房、浴室、洗手间、洗衣房、客厅等为公用．

校际交换留学生宿舍2

健身房（御幸校区）  

图书馆

6

3

4 图书馆
以近91万册的藏书量为豪．星期一到星期五，开馆到晚

上10点．提供网上搜索和查阅以及电子报刊杂志．

5 健身房
位于御幸校区．从文京校区步行5分钟．具备各种运动器

具，学生可以免费使用．

6

校际交换留学生宿舍2

教务科4学生交流室3

国际交流中心1
爱媛县

松山市

大阪

1h20m

爱媛县松山市

东京

福冈
55min

1h10m

45min

名古屋

都会、自然、学生和年轻人的城市，在松山学习和生活．

松山大学所在的爱媛县松山市是代表日本四国地区的拥有51万人口的城市．

有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聚集在这里．既有都市风格，又有很多自然风景．

上海

首尔

1h40m

1h40m

　　松山大学离市中心非常近．去市中心，骑自行车最方便．也可以乘坐有

轨电车或巴士．松山城市规模不大，所以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较集中，非常

方便.大学周围有学生租的房屋，销售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商店以及餐饮店．

松山在日本的饮食文化方面也很有名．尤其是，在松山很容易买到从日本

近海、濑户内海捕到的味道鲜美的鱼类和贝类．所以，有很多机会可以享受

日本料理．去年轻人聚集的市中心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课余时间或周末

假日可以和朋友一起去逛街、购物．

　　文京校区是在校生每天勤奋学习，充满着

他们明朗笑声和活力的校区．

　　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在校园里度过，一点点

积累着他们大学时代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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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支援体系

在日语演讲比赛中获第一名！

各国料理聚餐会 

国际交流球类比赛

去海边玩 

日语课堂

国际交流巴士旅游，大分县2日游 互相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 毕业典礼

留学生奖学金制度举例 学费减免制度

　　自费留学生（本科生，研究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可享受学费

减免制度．减免金额分为1年学费的100％、50％、30％减免．根据学

习成绩和经济状况，经过审核决定．

（参考）2012年度　学费：78万日元　入学费：20万日元

※一年的学费在日本私立大学中属最便宜．

※学费今后有可能改订．

日语班

　　日语课由松山市内的4所大学共同开设．各所大

学的留学生都可以听其他大学的日语课．松山大学的

日语课水平相当于日语能力考试2级（Ｎ2）的中级日

语，还有高级日语班．“商务日语入门”课重点学习参

加工作以后用的敬语．爱媛大学开初级日语班，有很

多松山大学的留学生也在那里上日语课．每个班都是

小班制，所以能接受老师细致的指导．

　　松山大学有很多日本学生想利用辅导员制度帮助留学生．辅导员与留学生不仅在校内，也可以在校外一起度过有意义的时间．比如一起去旅游，共享相

同的兴趣，加深和日本学生的友谊．辅导员一定会成为留学生的好伙伴．

　　松山大学为让留学生能在大学期间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从多方面进行支援和帮助．在学习方面，有研究班制度，由指

导教授全面支援留学生．在研究班不仅进行学习讨论，还组织去旅游，所以有很多机会和指导教授、日本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除此

之外，松山大学还有以下费用方面和生活方面的支援体系．

辅导员制度

　　辅导员制度是针对自费留学生1年级和插班（转学）生、

校际协议交换留学生，由松山大学的日本学生一对一地进行

以下支援活动的制度．

①辅导学习

②办理刚入学时，选课等各种手续

③熟悉日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

④一起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促进和其他学生的交流．

支付对象：自费留学生．1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以及插班（转学）生．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校外团体的奖学金制度．

※校际交换留学生，根据校际协议内容有可能支付奖学金．

名　　称 金额／支付期

松山大学

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支付金额：3万日元／月，1年．

留学生活 IN 松山大学

在日本企业实习 

　　松山大学每年有50多名留学生．其中约有10名为来自中国、德国、韩国、台湾的校际交换留学生．

　　大多数留学生都在边打工，边学习．自费留学生当中还有一些学生考取了研究生，继续在日本学习．

　　国际交流中心帮助留学生办理各种入学手续，支援日常生活，组织和日本学生交流的各种活动，让留学生能够安全而

又愉快地度过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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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交流大学分布图

英国［坎特伯雷大学］

德国［弗赖堡大学］
●  短期德语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  短期英语培训班
●  海外长期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  交換留学制度

●  海外长期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   交換留学制度

●  短期韩国语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  短期英语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  短期英语培训班

●  短期英语培训班

韩国［建国大学校］

台湾［国立高雄大学］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中国［青岛大学］
● 交換留学制度

韩国［平泽大学校］

●  短期中文培训班
●  交換留学制度

中国［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上海師範大学］

中国［复旦大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美国［夏威夷大学］

美国
［SIT  研究生院］

在校际交流大学的留学情景

和社团活动的伙伴们在一起（台湾·高雄）体验韩国文化：韩服（韩国·首尔）

访问一般家庭（中国·上海） 体验皮艇（加拿大·维多利亚）

和接待留学生的家庭在一起 （英国·坎特伯雷） 在老师家里开聚餐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在“友好城市商品展销会”上（德国·弗赖堡）

松山大学毕业生留学感想

　　从小时候就憧憬着有种神秘色彩的

亚洲文化．我被日本武士、漫画、少林拳

强烈吸引．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去亚洲国

家，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在一点点接触

亚洲国家的语言中，发现日语非常有魅

力，最适合自己，于是决定前往日本．

　　一开始决定去京都，后来才改去松

山．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松

山留给我很多财产．如果是在京都，可能

没有比在松山更融入于日本文化．在松

山外国人较少，去任何地方都要用日语．

刚来日本时只会简单的会话，但是接受

了个别指导，学习了高级日语，在努力完

成作业和对演讲全力以赴的结果，一年

之后我可以自如地运用日语了．

　　松山大学不是很大．但我想就因为

S t e p h a n  H o r n i c k
校际交流大学  德国弗赖堡大学的交换留学生

2005年9月～2006年8月  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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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大，所以大家都很热心地帮助我．不

花多长时间，我认识了很多人，有时不认

识的人也和我打招呼．老师对我很亲切、

积极主动地帮助我． 在我碰到问题时，国

际交流中心的老师们都很爽快地帮助了

我．在留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参加

戏剧俱乐部的时候．在那里我结识了许

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松山最繁华的市

区，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话剧《少爷》．话剧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同时我也感受

到了日本人对于“美”和“完整性”具有很

高的意识．

　　现在，我在弗赖堡大学做筹划针对

日本人的德语培训工作．我对我现在的

工作很自豪．除了工作，回到家里还有日

本人妻子和混血儿的儿子和我用日语对

话，还有多亏了日本动漫，即使平时我也

能接触到很多日语．现在的我依然是个

日本通呢．

　　松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松山的留

学生活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和

刺激．而且实现了怀了很久的梦想，这是

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对于松山和松山

大学，至今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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