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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原観司

全新的开始、全新的日常。

永不停步的女子教育

80余年历史

在好文学园，每个学生在创造个性的同时，都朝着各自的目标和梦想前进。

在这里，一定拥有通向辉煌未来的日常生活。

新校服、新增加的校舍、
三种课程，多彩的学习生活。
升入大学、学习专业的技能、丰富的社团活动等。

message

将行为基准定为“是否真的为学生着想”，以“倾听

和共鸣”为口号，重视与每一个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不

仅是职员室，校长室也经常开放。还设置了校长信箱。

总是有很多学生前来提问和咨询。另外，毕业生也会频

繁地回到学校。师生距离之近，是好文学园的一大特色。

另外，作为女子教育支柱的小笠原流礼法的授课，

通过积累基本的练习获得日常的行动美，通过理解由

“外形”产生的心灵支柱，培养有品格的女性。一年到

头都是绿色的天然草地，成为学生们可以享受便当，或

是热衷于打排球、羽毛球的绿洲。

坚信只要做就能做到

开拓适合自己的未来

这里是机会制造者—好文学园

好文学园女子高中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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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拥
有
充
实
的
女
性
人
生

小笠原流礼法的学习

在好文学园，为了让学生掌握作为

女性的品位、礼仪和得体的举止，

将“小笠原流礼法”引入课堂。

注重美丽的仪态，通过反复练习基

本的站立动作，培养日本特有的传

统礼仪，成为具备体贴他人之心的

身心美丽的女性。

掌握女性特有的心态和举止，是创

造每个人个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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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小笠原流礼法

小笠原流礼法，是根据时间、地点、对象“理所当然的

事情理所当然地去做，作为正确的生活态度的行动”。

为此，作为行动基准的基本体，基本动作必须完成。身

体、心灵、态度，都是由姿势决定方向的。只有明白正

确的生活态度，才能在社会生活中随机应变。

东京都学生弓道联盟会长
日本古武道振兴会会长
礼仪文化学会常务理事
池坊学园客座教授
日本皇学界大学现代日本社会学部特聘教授

弓马术礼法小笠原教场三十一世宗家

小笠原清忠先生

指导监修

小笠原流礼法担当讲师

在小笠原流礼法的课程中，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优美
的姿势，通过反复练习基本的站立动作，掌握正确的
知识和礼仪，以及体谅他人的心。

萩本房子老师 高林由起子老师 丰嶋胡桃老师 深田纪美子老师

从小笠原流礼法中学到的礼节

优美的姿势
(站立、跪座、正坐姿势)
鞠躬(立礼、坐礼)
椅子的礼仪
走路方式
转弯和转弯膝行、膝退(坐姿的进退)
物品的处理方式(物品持有方式和交接方式)
上座、下座、座次的理解
玄关的礼仪
(大衣等的叠法，鞋子的脱法·摆放方法)
拉门、拉窗、门的开关
坐垫的礼法(坐法、起法）
带盖茶杯的做法
(取盖的方法·喝茶和吃点心的方法）
方巾、绢绸巾的使用方法
吃饭的方法
(筷子的使用方法、和食器的使用方法、吃和
食的方法)
参拜的礼仪(献花、拜神、拜佛)
绳结和折法
商务场合的礼仪(交换名片、乘坐电梯的方法、
回信用明信片的写法)

努力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女性
～通过地区协作活动体验对社会的帮助～

志愿者活动

为了让学生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了解到

帮助他人的喜悦，让学生们经常参加志愿者活

动。通过奉献活动培养同情心。

每年校外清扫超过100次。左上图是国土交通大臣颁发的感谢状。

地域交流活动

积极地和地区社会交流。参加地区活动，开
放天然草坪场地进行体育比赛和避难训练。

参加社区活动 地区保育园儿童的“高空避难训练”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通向未来的丰富多彩的学习

学习符合梦想的课程

以实现各自的目标

2大升学方向

各3种课程

综

合

升

学

方

向

特别进学课程

以国立公立大学为目标，

升学后的选择更多。

高级升学课程

升入好大学为目标，将

来希望从事与英语相关

的工作。

升入大学，拓宽将来的

视野，体验更多职业经

验。

标准升学课程

教

育

特

色

通过国立公立大学入学考试的特别学习和升学指导，
以考上应届大学为目标。

·以“国公立大学升学”为目标的独自授课系统< 5科目入学考试
对应授课→个别指导>
·“All in One”的学习环境<高效、有效的学习环境>。

·适合每个人的“课外指导”<利用放学后和长假>。

升
学
目
标

国公立大学

难考的私立大学

以高昂的热情学习，以升入理想大学为目标。

·以提高“听、说”技能为目的，每周进行一次“英语会话”，
以取得英语等级2级以上为目标。

·自学自习、社团活动、课外活动等多样的“自我磨炼”可能。

·采用戏剧教学方法，提高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

升
学
目
标

将升学目标和将来的工作和社会相联系。

·分享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学习如何建设更好的社会。

·思考未来升学目标，在大学、短大、专科学校的“授课体验”。

·通过“企业参观见学”、“公司经营者讲座”，了解未来方向。

难考的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

短期大学

升
学
目
标

私立大学

短期大学

专科学校

就业

美术设计课程

升入一流美术类和艺术

类大学为目标。喜欢画

画，将来想成为设计师。

漫画·动画课程
升入相关专业的大学为

目标，想画漫画和动画、

学习角色设计。

升入相关专业的大学为

目标，想成为影像创作

者、想学习音乐制作和

网页设计。

媒体创意课程

教

育

特

色

培养未来艺术家的学习内容。

·掌握Illustrator、Photoshop等图像软件的基本操作。

·为了升入一流美术大学，实施技能考试对策补习和符合个人
目标志愿的补习。

·展览会参观见学等充实的校外授课。

职
业
目
标

设计师

从基础开始学习漫画和动画的制作技术。

·成为职业漫画家的第一步“大型出版社的修改会”。

·使用平板电脑的“插画学习”。

·动画制作基础和CG合成等综合学习。

职
业
目
标

培养灵活运用网络媒体的传播能力。

·系统学习从静态到特效的影像制作。

·从乐曲制作到旁白，学习制作影像的声音。

·从设计到编程，磨练网络传播技能。

动画人

人物设计师

职
业
目
标

影像创作者

音乐创作人

网页设计师

媒

体

艺

术

方

向

插图画家

美术系教师

·针对知名文科私立大学的考试，实施“个别补习”。

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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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进学课程
综合升学方向

具备能够实现“国公立大学”升学的均衡的课程和良好的环境。

课程特点

“超级好文80(S-KB80)”计划，掌握考上志愿学校的能力。

志愿报考学校合格计划既“超级好文80 (S-KB80)”是将志愿报考学校

合格所需的学习内容条目化，客观确认学习能力的计划。因此，通过听

课能切实掌握学习能力，掌握考上志愿学校的“必要能力”。

Point 1

Point 2

通过“特进楼层”的活动，提供卓越的学习环境支持。

通过设置“特进楼层”，让学生们能够集中精力进行“上课”和考试。

另外，“放学后”可以利用有个别隔间的自习室，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

况进行学习。在单独的空间可以更加集中精力，成绩也会有所提高。

Point 3

为了考上“难考的国公立大学”，对每个人进行额外指导。

通过“超级好文80”的努力，不仅是“授课”，还针对每个人志愿

报考学校合格，给与“个别指导”。在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和额外

的个别指导下，也有考上大阪大学等“难考的国公立大学”的成绩。

PICK UP

针对未来成年后的生活方式，指导选
择大学、学院、学科。不仅是偏差值，
还以充实的大学生活和培养“对社会
有贡献的女性”为目标。

成为优秀的女性--升学指导--

应试所需的真正的能力
--探究学习--

要想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具备
“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达能力”。
为了培养这些能力，在“探究学习”
中致力于对社会问题的发现、解决、
发表等。

特进课程的优势--纵向联系--

除了模拟考试的“联合应试”，学
习集训、特进交流会等全年级的活
动也很多。通过分享高年级学生的
经验，低年级学生也能更好地学习。

继续升学的支持--奖励制度--

因为进行了充实的考试指导，所以
不需要补习学校和补习班的费用。
并且通过“奖励制度”来减轻经济
负担，为每个人“实现梦想”加油。

合格成绩
<2020届毕业生>

国公立大学

大阪大学 冈山县立大学

私立大学

同志社大学 关西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近畿大学

武库川女子大学 等

<2017届—2019届毕业生>

国公立大学

大阪大学 大阪教育大学 滋贺大学

兵库县立大学 福知山公立大学 鸟取大学
青森国立大学等

大学 防卫医科大学

私立大学

同志社大学 关西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近畿大学

京都产业大学 甲南大学 龙谷大学 京都女子大学

关西外国语大学 神户女学院大学 武库川女子大学 等

毕业生之声

第1、2年级学习基础知识。
三年都有计划地学习。

1、2年级的时候，主要是背诵

单词和语法，理解新出现的内

容，总之把精力放在了基础知

识的学习上。从大三开始，我

就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考试的

对策，在第二次考试之前，老

师们根据我所报考大学的考试

倾向，对我进行了指导。

大阪大学药学部
贝阿弥朋实
(2019届毕业生)

从入学之初就定下了考上“大阪

大学药学系”的目标，除了平时

的授课以外，数学、理科、英语

每天都有老师进行个别指导。通

过3年的努力，最终考上了理想

的学校。 大阪大学人类科学部
中村向日葵
(2020年度毕业生)

大阪大学 连续2年 应届合格!

每一门课程都有精心的个别指
导，考上目标的“大阪大学”!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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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升学课程
综合升学方向

学习和课外活动两不误，以考上难考的私立大学为目标。

课程特点

以取得英语检定考试2级以上为目标，实施高水平的授课。

为了适应社会全球化发展对英语的要求，在平时的课堂上全面提高

“读”“写”能力，在英语会话课上全面提高“听”“说”能力。在毕

业的时候，指导学生取得英语检定考试2级以上的证书。

Point 1

Point 2

使用“AD-KB40”进行指导，巩固学习能力。

将英语和国语设定为学习能力达标标准“40 ADvanced methods of 

KouBun”，指导学生切实达标。通过3年的课程，就能进入难考的私立

文科大学，在大学入学共同考试中取得高分。

Point 3

针对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以充实的高中生活为目标。

在高中生活中，除了学习以外，还有很多社团活动、委员会活动等

想做的事情。用“AD-KB40”标准好好把握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必

要时实施个别补习等支援高中生活。

PICK UP

和老师在线一对一的英语会话课程。
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锻炼“听”和
“说”的能力。掌握“真正的英语能
力”。

英语检定考试在线英语会话。

毕业研究报告

作为发挥在先进交流讲座培养的表现
力的场所，3年实施毕业研究发表会。
每个人确定课题，用自己擅长的表现
方法发表成果。

高级交流讲座。

使用“剧场游戏”和“即兴表演”
等戏剧指导方法，掌握社会需要的
沟通能力。通过3年的学习，目标
是达到擅长发表和讨论的水平。

合格成绩 <2016—2020届毕业生>

4年制大学

短期大学

关西大学大学 近畿大学 龙谷大学 京都女子大学 桃山学院大学

京都橘大学 大阪经济大学 甲南女子大学 阪南大学 大阪体育大学

大手前大学 天理大学 四天王寺大学 帝塚山大学 甲子园大学

大阪人类科学大学 大阪大谷大学 奈良大学 京都圣母女子大学

武库川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 大阪成蹊短期大学 大阪女学院短期大学

毕业生之声

学习和社团活动两不误的三年。

学过题的分数停滞不前的时候，多次找任课老师寻找自己的弱点。我想这

是充分发挥了在3年所属的软式网球部培养的“对不擅长的事情彻底解决的

力量”。多亏了很多老师的支持，我的历年真题能拿到8成的分数。无论是

学习还是参加社团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坚持到最后。

京都女子大学 文学部史学科
森崎萌
(2020年度毕业生 软式网球部部长)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9 KOUBUN GAKUEN GIRLS’ HIGH SCHOOL 10

标准升学课程
综合升学方向

通过丰富多彩的职业规划课程选择毕业后的方向。找到并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

课程特点

以“形式”传达创意“的未来设计”。

通过主动学习，聚焦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点，思考解决方案。第一学年锻

炼“阅读能力、倾听能力”，还通过激烈的辩论和讨论来锻炼逻辑思考

能力。第二学年锻炼写作能力，第三学年找到研究主题并制作论文。

Point 1

Point 2

与外教在线交流，一对一的英语会话课程。

通过与外教一对一的在线英语会话，从习惯英语会话开始。从使用英语

交流开始，新的世界就会扩展开来。

Point 3

可供选择的升学机会很多。

从第一学年开始在大学和专科学校进行体验课，发现全新的自己。

第二学年通过企业参观学习和公司经营者的讲座了解未来社会的工

作。第三学年制作“未来日记”，规划自己的未来。

PICK UP

去年以“SDGs”为题材制作了论文。不仅是制
作，发表时的说话方式和视线等诀窍也要学习。

发表论文。

企业参观学习。

作为接触企业的创作、发明、创新培养创造力，
了解工作的意义和喜悦的契机进行参观学习。

企业说明会。

第二学年参加联合企业说明会。直接与
企业沟通，塑造求职活动的形象。在第
三学年邀请就业活动的专家，学习从就
业的基本到突破的方法。

合格成绩 <2016—2020届毕业生>

4年制大学

短期大学

桃山学院大学 大阪经济大学 大阪艺术大学 大阪青山大学 大阪商业大学

大阪成蹊大学 兵库大学 大谷大学 京都艺术大学 阪南大学

追手门学院大学 大手前大学 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 梅花女子大学

神户女子短期大学 关西外国语大学短期大学部 池坊短期大学

大阪成蹊短期大学 武库川女子短期大学部 大手前短期大学

创价女子短期大学 大阪女学院短期大学 四条田间学园短期大学

大阪国际大学短期大学部 大阪艺术大学短期大学部

大阪夕阳丘学园短期大学 园田学园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

毕业生之声

作为学生会主席，发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

刚进好文学园的时候，我不擅长沟通。但是，通过在《未来设计》课程中

学到的辩论、讨论、论文发表等，我自然而然地就能和周围的人交流了。

另外，我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在课堂上锻炼了“有逻辑地传达自己意见

的能力”，我很自豪地说，我对各种学校活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样改

变自己的三年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

追手门学院大学 社会学部
奥田绫乃
(2019年度毕业生 学生会主席）

【主题示例】走进女性也能发光的社会
为什么会发生诽谤中伤?

【企业案例】江崎格力高
hachi食品株式会社等

专科学校
ECC国际外语学院

冈山县农林水产综合中心农业大学

大阪设计师专门学校

大阪医专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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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设计课程
媒体艺术方向

梦想是肩负未来的艺术家。三年投入创作活动，培养感性认知能力。

课程特点

充实的专业课程

第一学年每周有6节课，第二学年每周有10节课，第三学年每周有12节课。

从第一学年开始学习Photoshop, Illustrator等图形软件的基本操作。

Point 1

通过针对美术大学考试的实际技能补习，以应届合格为目标。

对有希望报考的学生实施国立公立大学和私立美术大学的实际技术考试

对策辅导。不仅是素描，还有作品集的制作和面试对策等，对应着个人

希望的方向。

通过制作掌握演示技巧。

引入作品合评、演讲、海报等活动，不仅是制作，还致力于培养用自己

的语言好好传达自己想法的能力。

邀请大学讲师进行专业授课，通
过美术馆的鉴赏学习美术史的发
展脉络，培养对文化的热爱之心，
将其运用到创作活动中。

高中大学合作课程和
校外的鉴赏课程。

毕业作品展。

这是3年级学生集大成的展示会。
展示自由创作、设计、插画等众多
作品。三年级学生参与策划、立案、
DM制作等，同时也进行展示。

色彩检定。

这是一种检定“颜色知识学习”
的技能鉴定，不仅对升学和就业
有帮助，对以后的实际工作也有
帮助。对希望学习的学生开设对
策讲座，3级应试者全部合格。

合格成绩 <2016—2020届毕业生>

4年制大学

短期大学

爱知县立艺术大学 京都艺术大学 京都精华大学 大阪艺术大学 京都美术工艺大学

嵯峨美术大学 神户艺术工科大学 甲南女子大学 大手前大学 大阪成蹊大学

成安造形大学 关西大学 龙谷大学 近畿大学 桃山学院大学

大手前大学 关西国际大学 大阪樟荫女子大学

奈良艺术短期大学 大阪芸術大学短期大学部

获奖者之声

大阪私学美术展
连续2年获得最高级别“大阪府知事奖”

在好文学园，不仅学习了各种技法，还体验了参加

展览和共同制作黑板艺术。通过这样的经历，自己

在绘画和立体作品中的表现领域都得到了拓展。

京都精华大学 艺术学部
池田澪(2020届毕业生）

Point 3

Point 2

在展览会上多次获奖。

在以大阪私学美术展为首的
展览会上获奖成绩名列前茅。
有可以自由自在地创作和画
画的环境和设备。

第68回大阪私学美术展 立体作品部
——“猛”——

第69回大阪私学美术展 绘画作品部
——“捕鱼”——

等

PICK UP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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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动画课程
媒体艺术方向

把喜欢变成现实! 向着梦想挑战吧！

课程特点

凭借学生的热情和努力取得日本第一的成绩和水平!

是日本首创在高中开始的课程。课程开设已有16年。把喜欢变成努力的动

力，好好学习角色平衡、演出、故事构成等基础。

Point 1

同学们都有相同的兴趣和爱好，说不定还能遇到好朋友!

漫画和动画是同学间必聊的话题。在兴趣和爱好完全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竞争，可能会形成可以称为挚友的竞争伙伴和可以谈论梦想的关系。

可以使用iPad和图形软件，以实战能力为目标!

以模拟为基础，在巩固基础的同时，以“ibisPaint”为基础，在掌握

图形技术的同时，展开切实接近梦想的授课。

《周刊少年sunday》 《gangan》 、

《magazine》等主流出版社都会来

本校招揽人才，实现梦想吧!

大型出版社的星探会。

好评如潮! 好文漫画集发行！

每年发行好文漫画集，今年有13

卷。在很多中学和补习班也受到

了好评，甚至在大学等也有阅读

这个手册的热度。

新电影的试映会等活动很丰富。

去年，本课程的学生被选参加

bonds制作的《jose、虎和鱼们》

的首映的试映会。有很多与企业

和大学等的合作活动。

合格成绩 <2016—2020届毕业生>

4年制大学

武藏野美术大学 太成学院大学 大阪国际大学 中部学院大学 相爱大学

大阪商业大学 京都艺术大学 京都精华大学 近畿大学 大阪艺术大学

嵯峨美术大学 神户艺术工科大学 甲南女子大学 大手前大学 大阪电气通信大学

大阪成蹊大学 追手门学院大学 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 梅花女子大学 大阪樟荫女子大学

四天王寺大学 大阪保健医疗大学

获奖者之声

周刊少年Sunday
新生代漫画奖 奖励奖

为了便于阅读和表现故事的目的而画的。拿到鼓励奖的

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是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今后我也会以更高级别的奖和连载为目标继续画下去。

浅香和

Point 3

Point 2

邀请声优进行特别授课。

从动画制作开始，一边学习配音等综合性的影像制

作技术，一边接受从东京聘请的声优更具体的建议。

·

PICK UP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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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创意课程
媒体艺术方向

把好奇心化为现实！影像、声音、Web，培养活用网络媒体的创作能力。

课程特点

从静态画面到特效，系统地学习影像制作。

影像的构成要素有静止画(照片、插图、字幕) 、动画(视频、动画) 、CG、

特殊效果等。从图像和影像编辑软件的使用方法到摄影使用的照相机的操

作，照明的设置方法等影像制作必要的知识和技术，从基础开始系统学习。

Point 1

从乐曲制作到旁白，学习制作影像的声音。

影视作品不仅仅是由视觉素材构成的。台词、旁白、背景音乐、配合场

景的效果音等各种“声音”是如何制作的?从麦克风的使用方法，电脑

音乐制作，到被称为“弗利”的效果音的收录，系统地学习影像制作所

需的声音制作。

从设计到编程，掌握网络传输信息技能。

作为获取信息的手段，网络地位直逼电视。不仅是为了阅览，还作为购

物的手段，以及各种申请的手段被活用。在学习作为互联网中心的网页

设计和程序设计基础的同时，还学习如何制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所

必需的技能。

学习从纯绿色的背景中裁剪被摄体，

与另外准备的背景合成的“扣色”

技术。摄影工作室建成，通常的摄

影实习也会用到。

摄影工作室建成。

用歌声合成软件制作MV。.

在歌声合成软件遍地开花的现在，

用电脑制作乐曲也不稀奇了。学

习用自己的插图和音乐制作原创

的音乐视频。

向专业人士学习广播。

媒体的基础是“语言”，在特别

课程中，从语言与声音专家、音

员那里学习语言交流的精髓。

以媒体创意方向为目标的升学和就业

设想的升学目标

大学、短期大学的媒体系学部 传媒专业的专科学校

对于媒体创作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语言”和不可或缺的“好奇心”。

Point 3

Point 2

挑战Vtuber（虚拟主播）。

近年来，视频发布中比较热门的

是，使用会对自己在镜头前的动

作和声音做出反应的虚拟角色的

VTuber。以原创角色挑战VTuber。

·

PICK UP

未来就业目标

创意类工作

影像创作者

网页设计师

艺术指导

音乐创作人

摄影师

记者

在企业热门的工作

网络制作与更新

网络视频制作

活动运营

社交媒体发布

电子杂志发送

印刷媒体制作

在三年的专业科目中，进行掌握媒体制作的知识和技术的授课同时，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也实施

锻炼“解读语言的能力”、“记述的能力”、“听的能力”、“说的能力”的练习。通过锻炼对信

息发布来说最重要的“语言能力”，来培养综合能力优秀的人才。

此外，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中，应对新媒体并引领新媒体必备的能力是“好奇心”。将培

养这一能力作为课程的目标之一，以培养在技术不断革新的社会中，也能创造辉煌的能力为目标。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媒体艺术方向 KOUBUN ART GALLERY —学生作品—

美术设计课程
绘画部 插画部 设计部
版画部 立体作品部

第69回大阪私学美术展参展作品

大阪府知事奖 捕鱼
池田澪

大阪市教育委员会教育长奖 水月
川戸祥帆

交叉
青木静香

Antarctic star
高森美樱

THE SECRET
三木雏

水中梦世界
平野早悦

千姿万态
伊藤花

漂浮感
野田小樱

一线光明
笠置朋花

光
张楚轩（中国留学生）

梦想望远镜
泷井光

第69回大阪私学美术展参展作品

小小的朋友
笠置朋花

故乡
青木静香

小家庭
泷井光

虎视眈眈
铃木波音

奋起
池田澪

SOMETHING LIKE
夏秋未羽

18

黑板艺术 在社团活动中也致力于黑板艺术的制作。

日学·黑板艺术甲子园2020(黑板艺术作品部)

作品名为《怀念的未来》 好文学园黑板艺术A组

这幅作品包含了“想找回因科罗纳灾难而失去的快乐的学校生活”
的想法。向波提切利的《春天》致敬，表现充实快乐充满朝气的高
中生的日常生活。

荣获最优秀奖!

每年2月在好文学园举办，不仅制作作
品，还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展览会的企划
和运营。

毕业作品展

展厅
鹦嘴鱼

高山由希
秋牡丹

川戸祥帆
淡淡的

木下未来

漫画 动画课程·

漫画作品

川并梨珠 丰川果音

藤本友梨 藤冈由

插画作品

加治彩华 吉冈希季 西村百叶 畑野都花 门田七樱 丸井美穗

电脑甲子园2020  参赛作品

吉冈希季

山根爱

中野绫音 坂口明里 今井明 西村百叶

川并梨珠 冈本明日翔 新古咲花 藤元梦来

17 KOUBUN GAKUEN GIRL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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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

CAREER GUIDANCE 通过升学指导制度支持升学目标的实现

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目的进行应试指导。Point

1
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希
望升学的目标的合格，制
定个别个性化计划。个别
指导和自学自习相结合，
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Point

2

能够兼顾社团活动的补习体制。

因为不是放学后统一
补课，可以一边参加
社团活动，一边通过
辅导课制度学习。

挑战难考私立大学课程。

利用适合自己的教材，通过阅读来巩固理解能力，
提高偏差值，以进入难考私立大学为目标。

快速提高课程。

以国、数、英为中心巩固和强化基础，以培养
能够挑战大学公开招募推荐和普通入学考试的
学力为目标。

19 KOUBUN GAKUEN GIRLS’ HIGH SCHOOL 20

确定将来的方向，

有计划地学习。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带着目的意识思考

现在应该做什么，就能采取主动的行动。

2年级
通过有效的对策，

达到理想的升学目标。

发挥在好文学园3年的经验和体验，展望将来

以实现各自的升学理想为目标。

3年级

升学成绩 2020年度毕业生（230名）

通过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完善的升学指导，从包括国立、

公立大学在内的4年制大学到短期大学、专门学校，很

多学生都实现了目标。

不要让自己描绘的梦想只是梦想。

找到“想做的事”、“想成为的自己”，朝着目标努力。

3年内完成每个人“个性化”的升学指导。

1年级
了解升学目标的选择，

思考自己的未来。

定期进行升学方向的指导和演讲会。通过有机

会深入思考自己的前途，目标意识会切实提高。

一年级主要内容
升学希望目标调查

各学科领域说明会

合作学校说明会

升学演讲会

基础能力训练1

以家长为对象的升学说明会

外部模拟考试后指导

升学目标指导

毕业生的升学演讲

模拟面试

【演讲会】

通过听取毕业生等的意见，可以得到思考现在

的自己需要什么的机会。

【外部模拟考试】

从第一学年开始进行基础能力和实力判断的模

拟考试，对希望的升学方向提出适当的建议。

【升学目标调查】

从入学开始定期实施升学希望目标调查，提供

有效的信息，在面谈中活用。

二年级主要内容
升学希望目标调查

就业研究、学科研究

职业讲座

合作学校说明会

基础能力训练2

以家长为对象的升学说明

会外部模拟考试后指导

升学目标指导

模拟面试

【职业讲座】

为了了解职业和讲课体验，邀请大学、短期大

学、专科学校的老师，对各个领域进行授课。

【就业研究、学科研究】

关于工作的种类、学科的种类，从感兴趣的内

容入手，把握与哪个领域相关。

【模拟面试】

明确自我愿望和求职动机，通过面试发现自己

不足的能力和课题。

三年级主要内容
升学目标指导

升学演讲

面试、志愿理由书讲座

指定学校推荐指导

指定学校推荐录取

基础能力训练2

就业对策

企业参观学习

就业演讲

“联合招聘”说明会

面试对策

【面试对策】

实施面向入学考试和录用考试的面试对策。以

过去考生的报告为基础，对入室礼仪和问题的

应对等进行细致的指导。

指定学校推荐指导
以指定学校推荐的申请者为对象，在7月末进

行考试之前的日程安排和校内录取的指导。

【主要指定学校推荐】

大学 73所

短期大学 40所

专科学校 126所

共计 239所

追手门学院大学/关西外国语
大学/甲南女子大学/神户松余
女子学院大学/京都精华大学/
神户艺术工科大学/四条田间
学园大学/千里金兰大学/阪南
大学/大阪艺术大学等。

就业对策
进行加深对就业的理解的演讲会和面试练习会。

【主要就业地点】

尼崎罐头/大阪运输/(株)konomiya /日本电气化工业所/曲田
商店(KYK) /山崎制面包/万荣/jail西日本食品服务网等

国公立大学

大阪大学 冈山县立大学

私立大学

同志社大学 关西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近畿大学

京都产业大学 京都女子大学 武库川女子大学

关西外国语大学 大阪经济大学 追手门学院大学

桃山学院大学 大阪艺术大学 京都精华大学

京都艺术大学等

多彩多姿的个性绽放。

80% 升入大学、短期大学、专科学校

7.4% 其他

11.3% 就业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ONE DAY
好文学园的一天

学习与梦想相关的课程、参加社团活动、

和朋友、前辈一起度过充实的一天。

笑容洋溢，每天都很灿烂。 I C T教学
根据课程的不同，每个学生都使用平板电

脑学习。通过动画、视频等简单易懂的学

习，加深理解。
ICT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的缩写，是指使用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信息
通信技术。

上午上课 8：50—12：40

午休 12：40—13：25

上学—8：30 早会·晨读 8：30—8：45
校长和同学们用“早上好”开
始新的一天。

用10分钟的读书时间为了上
课调整心情。

餐厅推荐“每日菜单”!
另外还有很多便宜又好吃的套餐。

下午上课 13：25—1515终礼·放学后 15：15—

放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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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投入社团活动
参加了近畿大会和全国大会，有很多“出色
的社团”。

通过升学指导制度提高学习能力

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升学志愿进行“少
数个别指导”，帮助实现升学目标。

努力开展学生会等委员会活动

以学生会为中心的活动有很多。

和好朋友在天然草坪度过

软绵绵的，躺着也很舒服。
还有排球和羽毛球!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CLUB ACTIVITIES
社团活动
在这里追寻青春。

参加自己感兴趣的社团活动，

让高中生活更加充实吧。

运动社团 文化社团

射箭部

剑道部

高尔夫球部

少林拳术部

软式网球部

篮球部

手球部

动画部

合唱部

花道部

茶道部

吹奏乐部

舞蹈部

图文设计部

漫画研究部

话剧部

家庭科部

轻音乐部

书法部

筝曲部

美术部

广播部

电脑部

23 KOUBUN GAKUEN GIRLS’ HIGH SCHOO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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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IES
设施介绍

在好文学园的每个教室，学生们都能舒适地学习。

各种各样的设施和设备，可以让学生享受快乐的学校生活。

SCHOOL EVENTS
年度活动

四季更迭，回忆满满。

文化节、体育节、修学旅行等，

享受学校生活的活动很多，使人成长！

辅导室 钢琴练习室校长室正门

射箭场自习室训练场食堂

烹饪实习室

研讨会场

创意室

图书馆

新大楼A³（体育与媒体艺术）

屋顶花园画廊

体育馆(1号竞技场)

2号竞技场

副体育馆

艺术实验室漫画教室

3

主楼 2

1

辅楼 4号

6
7

5

8

辅楼 3号

10
9 13

14
15

16
17 18

19

12

11

辅楼 2号

辅楼 1号

研讨会场

新大楼A³

4

副体育馆

13

1816

15

14

1917

12

119

10

4

1 2

3

6

8

5

7

体育节

期中考试

4月 5月

入学典礼

开学典礼•见面仪式

新生说明会

健康检查•牙科检查

社团介绍

住宿研修(一学年)

自卫消防训练

好文明华节(文化节)

评审会

6月

期末考试

家长面谈会

结业典礼

夏季补习课(上学期)

特别升学课程

学习集训

7月

夏季补习课(下学期)

开学典礼

8月

防灾训练

好文明华节(文化节)

9月

10月
期中考试

艺术鉴赏会

11月
校外学习

参观课堂

修学旅行(2学年)

12月
期末考试

家长面谈会

结业典礼

冬季补习课

1月
开学典礼

学年末考试(三学年)

吹奏乐部定期演奏会

2月
美术设计课程

毕业作品展

三年级毕业活动

欢送会

毕业证书颁发仪式

3月
学期末考试(1、2学年)

结业典礼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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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UNIFORM
校服展示

活力满满，多彩每一天。

三色的衬衫和便于活动的裤子等，

可选的单品增加，可以享受各种搭配!

搭配
西装

领结

衬衫（萨克斯蓝）

裙子

搭配
西装

领带

衬衫（浅粉色）

西裤

搭配
领结

短袖衬衫（萨克斯蓝）

裙子

搭配
领带

短袖衬衫（白色）

马甲（浅灰色）

西裤

搭配
领结

衬衫（浅粉色）

马甲（深蓝色）

裙子

搭配
领结

衬衫（萨克斯蓝）

开衫

裙子

大衣 运动服

Uniform

Items

西装1

5

裙子 裤子2 3

领结 领带6

4 学生袜

手提包、背包7 8 皮鞋

衬衫(萨克斯蓝•浅粉色•白色)9

马甲(深蓝色、浅灰色)10 11 开衫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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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捷，安全舒适。

有专职宿舍管理老师负责留学生的生活管理，

提供早餐和晚餐。

宿舍设施完备，每个房间都安装了空调，配备了桌、床、衣橱、网络、微波炉、

洗衣机、冰箱、带有浴缸的浴室、洗面台等。

DORMITORY
留学生宿舍

独栋一户建型

三层独栋建筑，

三楼住宿，双人间或单人间，

二楼餐厅和公共活动空间，

一楼洗面台、洗澡间。

多层公寓型

五层建筑，各楼层独立套间，

三人、双人或单人套间，

分为和室和洋室。

每个人独立居住房间，

公用客厅、洗面台、洗澡间等。

和室卧室 洋室卧室

整洁的洗漱空间和齐全的电器 公共活动客厅

温馨的卧室，每个房间独立空调。

餐厅和公共活动空间
舒适的洗漱空间

中日网-日本留学网 www.cnjpedu.com



LIFE MANAGMENT AND MEALS
留学生生活管理和餐食

宿舍提供早晚餐，有专职老

师每天购买新鲜的食材，制

作营养均衡的餐食。

春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的节日，留学生宿舍

也会给同学们制作传统的中国美食。同学生日

之际，宿舍会专门购买生日蛋糕，为同学庆祝。

有专职宿管老师给留学生提供生活上的指

导和帮助。包括赴日后的住民登录、国民

健康保险加入，银行账号开户，购买手机

等，老师都会同行指导办理。生病时，老

师会陪同一起去医院诊治。

留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出勤等情况和在宿舍的

生活情况包括每日餐食照片等，每月会以月报

的形式发送给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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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AND ENVIRONMENT
周边交通和生活环境

宿舍离学校走路十几分钟，周边有多路电车

可以直达大阪市中心，到梅田大概十几分钟。

宿舍毗邻全长约3.8公里的大野川散步道，

走路上学都会穿过，空气清新，环境优美，

每年三、四月份，樱花一路开放，美不胜收。

周边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区役所、银行、医院、

电器店、生活超市、便利店、服装店、餐饮、私

塾等，走路都可以抵达，非常便捷。

区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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