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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大阪教育

旅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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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亚洲的门户 大阪！
从古至今作为充满活力的城市而繁荣起来的大阪，

是日本西部最大的城市。

大阪始终重视保护历史和文化，

同时也不断创造新事物，持续发展。

·位于京都、奈良、神户、和歌山的正中央！

·从东京利用新干线约2小时30分

·从广岛利用新干线约1小时30分

·从名古屋利用新干线约1小时

·从九州的博多利用新干线约2小时30分

  从九州的大分利用渡轮，

  在傍晚18:00 ～ 19:00左右出发，

  第二天清晨06:00 ～ 07:00左右到达

以大阪为据点，

前往周边城市非常便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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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安全
大阪是日本第二大都市，安全又清洁。
面向游客的Call Center24小时运营，可以让参加教育旅行的师生们放心。

▶ 丰富的学校交流成果和值得信赖的接待环境
大阪的学校交流，由曾经担任过校长的专属协调员协助交流。
由于协调员对学校体系了解得很透彻。因此，对学生而言可以实现富有成效的交流。
2017年，大阪共接待了来自全世界15个国家，约200所学校的6000多名学生。
作为大都市的大阪拥有很多学校，其中还有被文部科学省指定的，
在特殊领域进行高层次教育的“超级科学高中（SSH）”，
以及“超级国际高中(SGH)”等各具特色的学校。

▶ 都市的魅力·丰富的教育旅行设施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并存的大阪，既可以学习到日本文化，
也可以学习到最先进的尖端技术。
可以开展历史、文化、环境、科学、艺术、体育等各种主题的教育旅行。

▶ 交通便利·住宿设施齐全
从大阪乘车1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京都、奈良、兵库、和歌山等地。
大阪住宿设施很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
如果以大阪为据点开展活动，可以去周边的城市学习历史、文化、
体验普通家庭生活等，感受更多教育旅行的魅力。
只有在紧凑型且安全的城市才有的学生分组散步也很受欢迎。

▶ 大阪独有的人情与美食之魅力
在日本国内也以热情友好而闻名的大阪人，将热情地欢迎接待来自海外的游客。
此外，大阪自古有“吃到穷倒”的说法，饮食文化非常丰富，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味美价廉的各种美食。

选择大阪的理由

在大阪感受触动心灵的感动体验！

10:00 

10:10

10:20 

10:30 

10:40 

11:00

11:45 

12:00

到达、欢迎仪式

两校校长(老师代表)致辞

交换纪念品

两校学生代表致辞

两校合唱表演

娱乐活动

(游戏或日本传统游戏等)

合影留念

两校校长(老师代表)致辞

欢送

11:40 

11:50 

12:00 

12:15 

13:00 

13:55 

14:50 

15:35 

 

16:30

到达、欢迎仪式

两校校长、学生致辞

交换纪念品

午餐交流会

校内参观

课堂体验①

课堂体验②

合影留念

参观社团活动

欢送

小学交流的事例高中交流的事例

※请看P.4～ 5！※请看P.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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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体会现场学习

学 校 交 流
大阪观光局可以介绍接待学校交流或教育考察的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专科学校、大学等教育设施。

彼此认可，互相学习
通过课堂或娱乐活动中的交流、社团活动或日本文化体
验，让学生们能够彼此认可，互相学习。

学习异国的文化和传统

同龄人通过交流，可以掌握对异国生活的理解能力，培养
对异国文化和传统的尊重之情。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让年轻人参加国际交流，可以增进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
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关系。

一起愉快

体验吧！

到达

欢迎仪式

学校交流的教育效果
伴随着美好的回忆

制作
章鱼小丸子

游戏

去神社散步

交换礼物

学生致辞

我们都爱

章鱼小丸子！

\ 
欢

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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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大学、专科学校，为留学做准备

为了扩展学生们未来的国际可能性，建议在教育旅行的行程中安排对
大学、专科学校的访问。

希望
再见…

课堂体验

社团活动
体验

合影留念

体育交流

告别

文化体验

音乐交流

访问安排事例

10:00 

10:15 

10:30 

11:30 

12:00 

好美！

摆姿势 !!

到达学校、致辞

学校概况说明

校内、校园参观

由留学生或日本学生

介绍校园生活

合影留念、出发

下午参加同龄人学校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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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感受、学习! 观看! 游玩!   大阪魅力景点之介绍

大阪企业家博物馆
这里介绍了活跃在大阪的105名企业家的志
向、挑战以及创意等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小学
生还是大学生，年轻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勇气
与希望。【小学生以下免费入馆】
☎06-4964-7601　ＨＰhttp://www.kigyoka.jp/c/

阿倍野海阔天空大厦
日本最高的超高层大厦。从观览台可以把大阪湾、淡路岛、甚至京都、奈良
都尽收眼底。
☎06-6621-0300　ＨＰhttps://www.abenoharukas-300.jp/zh/observatory/

大阪生活今昔馆 (大阪市立人居博物馆)
这里把大约200年前的大阪街道还原成实物大小的街景，
展现给游客。游客可以在街道里（自由游览）、还可以进入
到室内游玩。【初中生以下免费入馆】
☎06-6242-1170　ＨＰhttp://konjyakukan.com/

空中庭园展望台
展望台设在两栋40层高的大厦的连接处，被称为“未来的
凯旋门”，是备受喜爱的人气景点。
☎06-6440-3855　ＨＰhttps://www.kuchu-teien.com/cn/

堺利晶之社
在日本最伟大的茶人---千利休先生的出生地堺，可以体验
茶道。既可以在铺着榻榻米的和室体验正宗的茶道，也可
以坐在椅子上体验“点茶”。
☎072-260-4386　ＨＰhttp://www.sakai-rishonomori.com/en

海游馆
海游馆是全球最大级别的水族馆，根据盖亚假说，再现了
环太平洋自然环境。这里展示了包括鲸鲨在内的620种、3
万个生物。
☎06-6576-5501
ＨＰhttps://www.kaiyukan.com/language/chinese_simplified/

大阪城天守阁
大阪城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几个历史舞台之一。内部是一个博物馆，介绍英勇的武家文化和那
段充满了动荡的历史。【初中生以下免费入馆】
☎06-6941-3044　ＨＰ  https://www.osakacastle.net/kantai/index.html

制作章鱼小丸子

章鱼昌(道顿堀店)
章鱼小丸子是一种大阪人非常喜爱的，面粉里
裹着章鱼的球形点心。你也来体验一下制作热
气腾腾的章鱼小丸子吧！
☎06-6212-3363
ＨＰ  http://takomasa.co.jp/about/experience/

安藤百福发明纪念馆

大阪池田
通过方便面的历史，宣扬“发明·发现”的重要
性。自己选择汤料，制作属于自己的杯面的体验
活动非常受欢迎。（1杯300日元，不需要预约）
【免费入馆】
☎072-752-3484 
ＨＰ  https://www.cupnoodles-museum.jp/en/

osaka_ikeda/

大阪市立阿倍野防灾中心
在本设施，可以通过综合体验，学习有关大地
震等灾害的知识与防灾技术。【免费入馆】
☎06-6643-1031
ＨＰ  http://www.abeno-bosai-c.city.osaka.jp/

bousai/bsw/a/a/bswaa010.aspx

日本环球影城
・关于详细的营业时间和入场门票，敬请洽询。
・关于日本环球影城的信息是到2018年12月为止现在的信息。有未经预告作出变更的情况。
©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06-6465-4005　ＨＰhttps://www.usj.co.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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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感受、学习! 观看! 游玩!   大阪魅力景点之介绍

海啸高潮防御中心
学习关于巨大地震和海啸的防灾知识，通过声
音和影像进行模拟体验，从而掌握灾害发生时
正确的应对方法。【免费入馆】
☎06-6541-7799
ＨＰ  http://tsunami-osaka.jp/index_zh.php

大阪青年旅馆协会
这是以上下床铺的房间为主的、面向教育旅游
的廉价住宿设施。在设施里也可以提供进餐。
有宵禁。
ＨＰ  http://osaka-yha.or.jp/
新大阪青年旅馆　  ☎06-6370-5427
大阪国际青年旅馆  ☎072-265-8539

Panasonic博物馆
博物馆由三部分组成。可以了解到创始人·松
下幸之助的经营观、人生观的“松下幸之助
历史馆”，展示着100年来、約550件历史产品
的“造物之道展示館”，以及种满了樱花树的
“樱花广场”。【免费入场】
☎06-6906-0106
ＨＰ  https://panasonic.com/jp/corporate/history/

museum/

舞洲垃圾处理厂
这里同时设有垃圾焚烧设施和大型垃圾粉碎
设施，在本处理厂，可以参观垃圾处理的程序
等。环保建筑家佛登斯列·亨德华沙设计的外
观也是看点之一。【免费入馆】
☎06-6463-4153
ＨＰ  http://www.osaka-env-paa.jp/kojo/maishima/

大阪周游卡
可免 费 参 观 大
阪35多个旅游
景点。还可以一
日无 限 次 乘 坐
电车· 巴士。
☎06-6282-5907
ＨＰ  http://www.japan-osaka.cn/osp/ch/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
本博物馆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展
示内容包括从我们身边的自然到地球的历史。
恐龙的骨骼标本以及长须鲸的骨架最有人气。
【初中生以下免费入馆】
☎06-6697-6221
ＨＰ  http://www.mus-nh.city.osaka.jp/language/

zh-cn/

KNOWLEDGE CAPITAL
ACTIVE Lab.
接触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的最尖端技术和活
动，了解并学习相关知识。【免费入馆】
☎06-6372-6530
ＨＰ  https://kc-i.jp/ch/facilities/the-lab/active-lab/

为了让游客能够愉快而舒适地度过在大阪的时
间，本Call Center免费为游客提供观光和医疗
信息。
请通过网络电话的URL访问本Call Center。
ＨＰhttp://ofw-oer.com/call/zh-cn/

Panasonic体育场
吹田·Gamba大阪
可以参观日本职业足球队“Gamba大阪”的主
场体育场并亲身感受专业足球场的魅力。
☎06-6875-3377
ＨＰ  http://www.gamba-osaka.net/en/index/

雅玛多集团
关西Gateway
介绍日本物流企业雅玛多集团的宅急便等物
流体系，以及该集团描绘的未来物流蓝图。
【免费入馆】
☎072-655-0199
ＨＰ  http://www.yamato-hd.co.jp/scn/gateway/

visitortour.html

大正区·港区的制造
可以在工厂近距离感受支撑着对“日本制造”
的信赖的生产制造。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工匠们
精益求精的手艺以及技术。
大正区政府总务科政策推进组
ＨＰ  http://www.city.osaka.lg.jp/taisho/catego

ry/3195-16-0-0-0-0-0-0-0-0.html

©GAMBA OSAKA

上午：到达关西国际机场
下午：京都市内日本文化体验

上午：京都旅游（金阁寺、清水寺）
下午：学校交流①

上午：参观大阪的大学校园
下午：学校交流②

上午：学习参观奈良县的历史史迹（奈良公园）
下午：大阪体验学习（安藤百福发明纪念馆 大阪池田、阿倍野防灾中心等）

上午：大阪市内旅游（大阪城、道顿堀、心斋桥）
下午：关西国际机场出发  回国

大阪范例行程（五天四夜）

住宿京都

住宿大阪

住宿大阪

住宿奈良奈良县普通家庭寄宿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http://www.city.osaka.lg.jp/taisho/category/3195-16-0-0-0-0-0-0-0-0.html


学校交流的申请流程·手续

海外的学校

提交学校交流的申请

通知结果

回复可否接待

委托接待学校交流

旅行社

教育委员会

大阪观光局

大阪的学校

协议学校交流方案  

针对学年、时间、要求等进行
协调，建议交流方案

03

匹配

针对学校种类、教育内容、要
求等进行协调，选定接待学校

交流当天

协调员协助交流

大阪观光局免费提供协调·支援服务

02

05

受理来自海外的申请

提交申请表、委托函
（2 ～ 3个月之前）

决定交流方案

编写草案，与双方学校协议，
取得共识

01

04

公益财团法人大阪观光局

邮编542-0081

大阪市中央区南船场4-4-21 Resona船场大厦5楼

TEL：+81-6-6282-5908　FAX：+81-6-6282-5915

E-mail：education@octb.jp

URL：https://osaka-info.jp/z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