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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早稻田大學
05 明治大學
06 上智大學
07 立教大學
08 法政大學
09 中央大學
10 女子美術大學、女子美術大學短期大學部
10 國立大學法人電氣通信大學
12 武藏野美術大學
13 東京壽司和食調理專門學校
14 東京設計師學院
15 東京視覺藝術學校
16 東京觀光專門學校
17 東京商業學院
18 東京網絡專門學校
19 Hospitality觀光旅行專門學校、
 東京婚禮專門學校
20 東京工科汽車大學校、東京技術學院
21 辻調理師專門學校、辻製菓專門學校
22 早稻田大学
23 明治大学
24 上智大学
25 立教大学
26 法政大学
27 中央大学
28 女子美术大学、女子美术大学短期大学部
29 国立大学法人电气通信大学
30 武蔵野美术大学
31 东京寿司和食调理专门学校
32 东京设计师学院
33 东京视觉艺术学校
34 东京观光专门学校
35 东京商业学院
36 东京网络专门学校
37 Hospitality观光旅行专门学校、东京婚礼专门学校
38 东京工科汽车大学校、东京技术学院
39 辻调理师专门学校、辻制果专门学校
45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46 Tokyo Technical College
47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Tokyo Bridal College
48 Tokyo Net Wave
49 Tokyo School of Business
50 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
51 Tokyo Visual Arts
52 Tokyo Designer Gakuin College
53 Tokyo College of Sushi and Washoku 
54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55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56 Joshibi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57 Chuo University
58 Housei University
59 Rikkyo University
60 Sophia University
61 Meiji University
62 Wase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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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ジカル・パンチライン＝通称マジパン。2016 年 2 月 19 日に結成した５人組のアイドル

グループ。「ガールズファンタジー」をコンセプトに魔法使い見習いのガーリーでキュートな

彼女たちから受験生を応援する魔法の “コトバ” をもらいました。

急にお休みになったら？
たっぷり睡眠！

1 つだけ魔法が使えるとしたら？
記憶力がアップする魔法！
お芝居の台本は好きだからすぐに
覚えられるのに、英単語が頭に
入ってこなくて…（笑）

外国人にオススメの日本の
観光地は？
“長野県軽井沢”
東京から近くて、自然も豊富。
是非、温泉に入って欲しいです！

今一番行きたい国は？
“イタリア” 本場のマルゲリータが
食べたいっ♥

急にお休みになったら？
友だちと遊ぶ !

1 つだけ魔法が使えるとしたら？
瞬間移動！
みんな使いたいんじゃないかな？

外国人にオススメの日本の
観光地は？
海が大好きなので“沖縄”
意外と日本っぽい雰囲気も
多いので是非行って欲しいです！

今一番行きたい国は？
食べ物に美容に買い物に！！
“韓国” に行きたいです！

急にお休みになったら？
ハリーポッターを１から観る。
観るたびに新しい発見があるので
大好きです。

1 つだけ魔法が使えるとしたら？
未来を知る魔法★

外国人にオススメの観光地は？
竹下通り♥日本ならではの、
夢カワイイ文化を伝えられると
思います！

今一番行きたい国は？
イギリス！！
ハリーポッターのロケ地を
回ってみたい！

急にお休みになったら？
１人カラオケに行く！！ボカロが好き
なので、歌いに行きます。

1 つだけ魔法が使えるとしたら？
人の心の中が
まるわかりになる魔法！

外国人にオススメの観光地は？
広島の厳島神社
京都以外にも和を感じれると
思います！

今一番行きたい国は？
アメリカ！！
英語を喋れる様になりたい！

急にお休みになったら？
“カメラを片手に１人旅”
けっこう前から、カメラにハマって
います。最近は鎌倉に行きました。

1 つだけ魔法が使えるとしたら？
瞬間移動が使える魔法！！

外国人にオススメの観光地は？
やっぱり京都！！日本人が行っても
“和” 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オススメです！

オススメのゲームは？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
ちょっとむずかしいけど、
達成感があって楽しい！！

メンバー全員の直筆サイン色紙 or サイン入りチェキを各１名様

プレゼントしちゃうぞ。受験生を応援するスペシャルムービーも

webで公開中。マジカルな元気もらっちゃおう！

応募詳細はQtoJAPON のHPから！

今回表紙＆巻頭を飾ってくれたマジカル・パンチラインの活動はこちら！

LIVE情報 : 4/8(日) 新宿ReNYにて3rdワンマンライブを開催！マジカル・パンチラインに会いに行こう！
公式 HP▶ http://magipun.com　Twitter▶@MAGiPUNofficial　LINE BLOG▶https://lineblog.me/magipunofficial/

受験生応援プレゼ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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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院研究科博士班 736,000 - 1,163,000 日圓
大學院研究科 872,000 - 2,987,000 日圓
專門職大學院研究科 1,237,620 - 1,785,000 日圓

學費

研究生院 823,000 - 1,733,0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200,000 日圓）
學院 1,294,000 - 1,791,0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200,000 日圓）

學費

早稻田大學為創立 135 年的名校，致力於培養次世代的國際領袖人才，展開多樣化的教育課程。有來自世界 100 個以上的國家約 7,000 人左右的外國留學生在學。設有全 13 學部、21 研
究科的綜合大學，其中有 7 學部、14 研究科可用英語取得學位。約有６０萬畢業生活躍於世界各地，畢業後也能獲得豐沛的人脈資源。

明治大學是由 3 位年輕的法律專家於 1881 年以「明治法律學校」之名所創立。之後 147 年以來，作為日本有數的私立大學，不僅限於傳統文化還是一所與時俱進的大學。將「朝向世界強化個體、
與世界聯繫、前進未來」作為大學的使命，總是迎接新挑戰走在世界的先端，開拓時代。

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
地址：东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 1-6-1　電話：+81-3-3204-9073　電子信箱：admission@list.waseda.jp　網站： www.waseda.jp/admission
Why WASEDA?：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地址：駿河台校園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駿河台 1-1　和泉校園 東京都杉並區永福 1-9-1　生田校園 神奈川縣川崎市多摩區東三田 1-1-1
中野校園 東京都中野區中野 4-21-1 電話：03-3296-4144　電子郵箱：intadmi@meiji.ac.jp   網站：www.meiji.ac.jp/cip/chinese_b5/

標記＊1 號的學科為用可用英語取得學位之科系（文化構想學部從 2017 年 9 月開講）
標記＊ 2 號為可用英語取得學位（博士班只適用於後期課程）。

● WASEDA Business School ＊ 1 ●法務研究科        

●經營管理研究科 ●會計研究科 

●教職研究科 ●公共經營大學院

7,156 / 50,221

國家和地域 : 來自全世界共 111 多個國家

●政治經濟學部＊ 1 ●法學部

●商學部 ●教育學部

●社會科學部＊ 1 ●文化構想學部＊ 1

●文學部 ●人間科學部

●體育科學部 ●基幹理工學部＊ 1

●創造理工學部＊ 1 ●先進理工學部＊ 1

●國際教養學部＊ 1

●政治學研究科＊ 1 ●經濟學研究科＊ 1

●法學研究科＊ 1 ●商學研究科＊ 2

●文學研究科 ●社會科學研究科＊ 2

●教育學研究科 ●人間科學研究科

●體育科學研究科 ●基幹理工學研究科＊ 1

●創造理工學研究科＊ 1 ●先進理工學研究科＊ 1

●國際傳播研究科＊ 1 ●亞洲太平洋研究科＊ 1

●日本語教育學研究科 ●資訊生產系統研究科＊ 1

●環境・資源研究科

大學院研究科

●法學研究科 ●商學研究科

●政治經濟學研究科 ●經營學研究科

●文學研究科 ●情報交流研究科

●尖端數理科學研究科 ●農學研究科

●理工學研究科 ●教養設計研究科

●國際日本學研究科 ●世界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科

●法科大學院 ●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科

●世界商務研究科 ●會計專職研究科

研究科

學部

●法學院 ●商學院

●政治經濟學院 ●文學院

●理工學院 ●農學院

●經營學院 ●情報交流學院

●國際日本學院 ●綜合數理學院

學科

專門職大學院研究科

在校學生

大家好，我是明治大學信息交流學部
3 年級的文榕鐸。明治大學是一所注
重學生們的 “個”，且很國際化開放性
的綜合大學。學校，學生團體對於留
學生的支援有很多，而且明治的師生

們對於留學生也非常友好的。來到明
治最大的感受是作為一名明大生而感
到自豪。留學生各位，也一同成為明
大生，來感受日本的大學生活！來感
受明治愛吧！

文 榕鐸 ( 中國 )
情報交流學部３年生　在學

1,525 人 /33,499 人

國家和地域
中國、韓國、台灣、馬來西亞、美國、法國、香港、泰國、越南 其他

在校學生

中國 789

台灣 53

韓國 346

其他 337

Why WASEDA?
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如果您有興趣，歡迎訪問早稻田大學網站以獲得更多資訊！

高中時發現自己不想被狹隘的視野侷
限，選擇有多元文化環境、跨領域課
程 的 早 稻 田 大 學 的 國 際 教養 學 部 就
讀。早 稻田大學擁有悠 久 歷史名聲、
擁有許多傑出校友與豐厚教育資源是
最大的魅力所在。 入學後也積極參與
社團活動和到各地打工及旅行，拓展

自己對世界、對日本的認知。多虧這
些經驗，我畢業後順利進入日本的外
商企業工作。 現在的時代是跨領域、
跨 國 創 新與 整合 的 時 代，而 SILS 無
疑是一個讓學子們提早適應並推進這
個時代的練功坊。

董映彤 ( 台灣 )
國際教養學部　畢業

東京 新宿東京 千代田 杉並 神奈川中野 川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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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立教 大學不光只是學問的增進，
在人品方面也成長了許多。在立教大
學裡有許多富有個人特色且優秀的人
們。在社團活動或上課、例行公事等
場合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經由交流
的過程每天都得到了許多刺激與新發

覺的事物。包括留學生在內，經由與
擁有多樣 化背景的日本 學生的接 觸，
能夠養成獨自一人無法得到的寬廣視
野與包容力。重視自己的個性且不與
他人有隔閡，可說是立教生的特徵。

上智大學 ― 與世界連結
上智大學位於東京中心的四谷，大學周邊從以前開始就是日本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地。從大學徒步即可抵達日本的皇居、國會議事堂、赤坂迎賓館，以及許多跨國公司。在這裡學
生們能感受到代表世界的東京的活力與大都會氣氛，還能跟上時代的轉動。

ー歡迎來到 “自由的學府”　Welcome to “ The academy of freedom”  
1874 年，美國聖公會派遣的傳教士威廉姆斯 (Channing Moore Williams) 主教創辦了立教大學的前身 “立教學校 (Rikkyo School)”。雖然經過了 143 年的歲月，立教教育的中心仍然是
基於以西歐傳統的博雅教育為典範，遵循 “Pro Deo et Patria” ( 為了神和國家 ) 的基督教理念。

上智大學立教大學
地址：四谷校區 東京都千代田區紀尾井町 7-1　目白聖母校區 ( 護理專業 ) 東京都新宿區下落合 4-16-11　電話：03-3238-3167　網站：www.sophia.ac.jp

地址：池袋校區 東京都豐島區西池袋 3-34-1　新座校區 埼玉縣新座市北野 1-2-26　
電話：81-3-3985-2208　電子郵箱：kokuse@rikkyo.ac.jp　網站：www.rikkyo.ac.jp

●基督教研究科 ●文學研究科

●異文化交流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經營學研究科 ●理學研究科

●社會學研究科 ●法學研究科

●觀光學研究科 ●社區福祉學研究科

●現代心理學研究科 ●商業設計研究科

● 21 世紀社會設計研究科

研究生院

●神學研究科 ●文學研究科

●實踐宗教學研究科 ●綜合人類科學研究科

●法學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語言科學研究科 ●地球環境學研究科

●理工學研究科 ●全球研究研究科

大學院

●神學部 ●文學部

●綜合人類科學部 ●法學部

●經濟學部 ●外國語學部

●綜合全球學部 ●國際教養學部

●理工學部

學部
●文學院 ●異文化交流學院

●經濟學院 ●經營學院

●理學院 ●社會學院

●法學院 ●觀光學院

●社區福祉學院 ●現代心理學院

學院

1,593 / 13,907

國家和地域：中國、韓國、美國、法國、德國、其他

留學生數

金 相協 ( 韓國 )
經營學部國際經營學科　畢業

CHINA

U.S.A.

SOUTH KOREA

Other

696

200

215

482

大學院 ( 包含入學費 )： 500,000 -  1,600,000 日圓
學部 ( 包含入學費 )： 1,200,000 -  1,700,000 日圓
＊關於更多資訊，請參閱上智大學網站 （www.sophia.ac.jp)

學費

863/ 20,481

國家和地域：中國、韓國、美國、台湾、法國、德國、澳大利亚等

在校學生

韓國

美國

中國

其他

韓國

425

209

台灣 29

中國

200

其他

學費（一年學費 / 2018 年）
研究生院 ( 博士課程 前期課程 )： 913,000 - 1,806,500 日圓
學院 ： 1,276,000 - 2,003,500 日圓

我 就讀 於上智大學國際關係法學科。
未來的目標是能夠在聯合國工作。報
考上智大學的原因是因為上智大學超
強 的國 際 化背景。上智大學的魅 力，
不僅是有很多有名的教授，還有來自
全球七十七個國家的同學。和他們一
起學習，交流。自然不用說，外語能
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價值觀方面

也接受了各式各樣的洗禮，從深處明
白了他國的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認知
問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增進與他
國人之間的理解定是未來，去解決世
界各個難題的基礎。我很享受這樣的
學習環境，而上智大學更是為我們留
學生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

周川清（中國）
法學部　國際關係法學科　在學

東京 千代田 新宿 神奈川練馬 秦野大阪東京 豐島 埼玉 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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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學術領域與招收留學生的歷史與傳統〜 
法政大學創立於 1880 年，是擁有 138 年歷史的綜合大學。文科、理科皆備，學術領域包羅萬象，分別涵蓋在 15 學部 38 學科 • 大學院 15 研究科 • 專門職大學院 2 研究科。學生型態多元，
在這裡可以接觸到具有各種不同價值觀的學生。法政大學自創校以來便積極廣納留學生，至今集結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為各領域培育出優秀人才。

1885 年（明治 18 年）作為英吉利法律學校創建。在 2015 年迎接了建校 130 週年。本校的建學精神為「培養實地應用的素質」。我們為培養出現實社會所需求的人才，一直以來積極致力於「實
學」教育。通過多樣化的學術研究和廣泛的實踐性教育，培養出能夠在現實社會中大顯身手的「行動的知性。」。中央大學已經發展成為了擁有 6 大學院、研究所的 8 大研究科、專業學位
研究所的 3 大研究科、4 所附屬高中、2 所附屬初中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法政大學中央大學
電子郵箱：kokusain@hosei.ac.jp　網站：http://www.hosei.ac.jp
市谷校區：東京都千代田區富士見 2-17-1　多摩校區：東京都町田市相原町 4342　小金井校區：東京都小金井市梶野町 3-7-2

多摩校園：東京都八王子市東中野 742-1　後樂園校園：東京都文京區春日 1-13-27　市谷校園：東京都新宿區市谷本村町 42-8　
市谷田町校園：東京都新宿區市谷田町 1-18　電話：042-674-2144　電子郵箱：chuo-i@tamajs.chuo-u.ac.jp   網站：www.chuo-u.ac.jp

●法學研究科 ●理工學研究科

●文學研究科 ●綜合政策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商學研究科

研究生院

●人文科學研究科 ●國際文化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法學研究科

●政治學研究科 ●社會學研究科

●經營學研究科 ●人類社會研究科

●政策創造研究科 ●公共政策研究科

●潛力開發人生設計學研究科 ●資訊科學研究科

●設計工學研究科 ●理工學研究科

●連帶社會學院 ●體育健康學研究科

●法務研究科 ●革新管理研究科革新管理專業

●革新管理研究科會計專業

大學院 ( 碩士・博士 )

●法學部 ●文學部

●經濟學部 ●社會學部

●經營學部 ●國際文化學部

●人文環境學部 ●現代福利學部

●潛力開發人生設計學部 ●國際教養學部（GIS）

●體育健康學部 ●資訊科學部

●設計工學部 ●理工學部

●生命科學部

學部
●法務研究科 ●戰略經營研究科

專業學位研究所

●法學院 ●綜合政策學院

●經濟學院 ●商學院

●理工學院 ●文學院

學院

884 / 29,494(2017.5.1 實績 )

國家和地域 : 中國、韓國、臺灣 其他

在校學生

隨著全球化發展，如何培養自己與國
際接軌的能力變得逐漸重要。為了成
為能在國際立足的人，我進入了中央
大學的經濟學院。自由學風、對知識
和真理的追求、活躍的交流活動，深
深吸引了我。除了可學到經濟學和關
連領域知識外，更可參加很多的社會
實踐。在這裡不僅可以與夢想更接近，
更會擁有一生難忘的美好回憶。

游 壽強 ( 中國 )
經濟學院　國際經濟學科　在校正

大學院 ( 博士課程 )： 第一年 　660,000 - 1,040,000 日圓
 第二年次以後　460,000 - 840,000 日圓
大學院 ( 碩士課程 )： 第一年　790,000 - 1,190,000 日圓
 第二年次　590,000 - 990,000 日圓
學部： 第一年　1,280,000 - 1,843,000 日圓
 第 2 年次以後　1,040,000 - 1,603,000 日圓

學費（2018 年度實績）

806/ 24,880

國家和地域：中國、韓國、台灣、香港、法國、馬來西亞 其他

在校學生

學費（初年度）
研究生院
 法學研究科、經濟學研究科、商學研究科、文學研究科 927,900 日圓
 理工學研究科 1,305,700 日圓
 綜合政策研究科 1,148,800 日圓
學院
 法學院、文學院 1,262,300 日圓
 經濟學院 1,277,300 日圓
 商學院 1,280,300 日圓
 理工學院 1,803,000 日圓
 綜合政策學院 1,587,2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240,000 日圓）

高中畢業後，我選擇了赴日留學。在
眾多大學中，法政大學吸引了我的目
光，經過一年準備，順利考進這所學
校。我現在是社會學部四年級的學生。
這四年來，我不僅學習到廣泛的知識，
也拓展了視野。這個學科不只是教授
理論課程，由於有許多實際採訪的機
會，透過實務與理論的結合，讓我對

媒體學有更深刻的體悟。此外，法政
大學對於 留學生的照 顧也不遺 餘力，
還提供了各種獎學金。社會學部設在
多摩校區，我們徜徉在豐富的自然環
境中，愉快地學習並成長。其他像是
市谷校區與小金井校區，同樣也充滿
魅力。歡迎您與我一起在法政大學度
過美好的學習生活 !

王 辰昱 ( 中國 )
社會學部　媒體社會學科　在學

132其他

中國 554

香港 23

韓國 97

574

33

166

111其他

中國

臺灣

韓國

東京 町田千代田 小金井東京 八王子 文京 新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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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美術大學於 1900 年以 “通過藝術實現女性的自立”、“ 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培育專業的技術者與藝術家” 為辦學理念而創立。
創立至今的 118 年來，培育出許多優秀女性藝術家。大學共設兩個校區，分別位于東京市中心的杉並校區和鄰近東京的相模原市。校内設施完備，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專業與技能水準。

女子美術大學  女子美術大學短期大學部
地址：杉並校區 東京都杉並區和田 1-49-8　相模原校區 神奈川縣相模原市南區麻溝台 1900
電話：04  2-778-6123　電子郵箱：prs@venus.joshibi.jp   網站：www.joshibi.ac.jp/formosan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JOSHIBIofficial

●美術研究科

 博士班課程
 美術研究領域

 設計研究領域

　藝術文化研究領域

 碩士課程
 美術專攻

 設計專攻

 藝術文化專攻

研究所

藝術學部

●美術學科（相模原校區）
不只追求表現和技術 , 在瞭解作品背景的想法以及歷史後 , 衍生創新表現的學科。

- 洋畫專攻
學習基本油彩、立體繪畫、影像媒體、版畫等繪畫表現。

- 日本畫專攻
學習日本畫的傳統、技術、素材、追求現代的日本畫表現。

- 立體藝術專攻
超越雕刻的框架 , 學習黏土、木、金屬、石、紙等素材所構成的立體造型。

- 美術教育專攻
加強美術教育的理論学習、養成實作技術甚強的美術指導師資。

- 藝術文化專攻
學生通過藝術表現、色彩學、美術史的３個不同視點學習理論知識。為更好地理解國內外

的藝術與文化，課程還包含了日本國内的古美術研修旅行興海外研修旅行。

大學

1 年級前期可從 18 項科目中自由選擇 4 項。1 年級後期從中選擇一項課程。短期大學畢業後、

有直升 1 年制的專攻科或女子美術大學藝術學部 3 年級的推薦制度。

●造形學科（2 年制） ●專攻科（1 年制）
 美術課程
 設計課程

短期大學部

研究所
碩士課程 1,707,430 - 1,735,430 日圓
博士班課程 1,034,620 日圓
藝術學部 1,937,360 - 1,966,360 日圓
短期大學部 1,829,930 日圓

學費

203 / 2,402 (2017)

國家和地域 : 中國、台灣、韓國、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瑞典

在校學生

關於最新入學考試日程請　參考本校網址　www.joshibi.ac.jp/admission

入學考試

●設計工藝學科（相模原校區）
培養想像力、表現力、企劃力等，由多樣化的視點來製作作品的學科。

- 視覺設計專攻
學習插畫、廣告、攝影、編輯、CM、Web、動畫、包裝。

- 產品設計專攻
學習傢俱、文具、照明、家店、飾品、雜貨等設計和企劃。

- 環境設計專攻
學習都市、景觀、建築、室內設計、櫥窗展示、照明等外觀和室内的設計。

- 工藝專攻
學習染、織、刺繡、陶、玻璃的素材和技法基礎後、逐歩加深各方向的專業學習。

●藝術設計表現學科（杉並校區）
培育以下四項領域知識兼備且適應實踐新型社會的創意型人材。

- 媒體表現領域
運用最新科技，學習影像、動畫、Web、插畫、遊戲、角色等制作。

- 治癒表現領域
學習治療表現的繪本、角色、玩偶、玩具、壁畫、空間設計、CG 等制作。

- 服裝織品表現領域
掌握服裝和布料的專門知識和技術後 , 學習企劃、立案、製作到發表。

- 藝術監督表現領域
學習關於視覺藝術、音樂、影像等各領域的藝術展示興製作技術。

國立大學法人電氣通信大學（電通大）推廣新科學技術概念的「綜合交流科學」，人、物、社會、自然間圓滑溝通交流，試圖跨越社會上各種共同感情線的想法。本學科的情報理工學域（大學）
為了培育「綜合交流科學」的人才，除了學習情報理工學的基礎之外，還編制了以實踐專門知識和革新創造力養成目的的課程。在情報理工學研究科（大學院），培養經由獨創教育研究下
所具有科學思考力、倫理觀念、社會性、國際性、理論的溝通能力之科學者和技術者。

國立大學法人電氣通信大學
地址：東京都調布市調布丘 1-5-1　電子郵箱：open-camp@office.uec.ac.jp, iso@office.uec.ac.jp　網站：www.uec.ac.jp, www.fedu.uec.ac.jp

● 資訊學專攻

● 資訊‧網絡工學專攻

● 機械知能系統學專攻

● 基盤理工學專攻

大學院資訊理工學研究所

● Ⅰ類（情報系）

● Ⅱ類（融合系）

● Ⅲ類（理工系）

資訊理工學域（大學）

275/ 4,957（2017 年 5 月 1 日現在）

國家和地域：中國、韓國、台灣、香港、法國、馬來西亞 其他

在校學生

學費
大學‧研究所：
入學金 282,000 日圓
學費　前學期‧ 後學期分別 267,900 日圓
研究生制度：
入學金 84,600 日圓
學費　各學期分別 178,200 日圓
＊所謂研究生制度是．．．
研究生制度（大學畢業者）
針對想要升學研究生院的留學生，設置研究生制度。每年的 4 月或 10 月入學

（分別在前年度的 12 月或 6 月開始招生）。詳情請洽上記 website。

87其他

中國 157

韓国 14

蒙古 17

林 俊佐（台灣）
資訊理工學專攻    情報・網絡工學專攻

我是佐，來自台灣，現在是電氣通信大
學　資訊理工學研究科　資訊網路工
學專攻的研究生。研究生為日本特別
的學制，與中文一般稱的碩士生、博士
生的研究生並不相同。日本的研究生，
是一種非正規生。一般大多不修課，只
從事特定研究。我便是因為入學考試

的合格放榜的 9 月後，到 4 月入學中間
的空窗期不想閒著，便申請研究生的。
在入學前便進入研究室，我認為對於
適應也有所幫助。目前除了研究室之外，
學校也有提供給留學生的日文課。在
課餘也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非常充實。

東京 神奈川杉並 相模原東京 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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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初「和食」和「壽司」專業學習的調理專門學校。本校從 1 年級開始踏實地學習「和食」和「壽司」的基礎，配合每一個人的技術程度和個性，給予細心指導的少人數制實習教學。
還有學習和食的各種文化背景。實施「和菓子」、「蕎麥麵」、「日本酒」、「發酵學」、「醬油」、「日本茶」等文化實習課程。培養畢業後可以活躍於國內外的料理人。

東京壽司和食調理專門學校
地址：東京都世田谷區池尻 2-30-14　電話：0120-040-399　電子郵箱：info@sushi-tokyo.jp　網站：sushi-tokyo.jp

● 壽司職人課程（２年制）
 以學習江戶前的壽司為中心，卷壽司、押壽司或稱之 CHIRASHI 等各種壽司種類。

 學習煮炸、醃醋、炙燒等配合食材的特色的烹煮方法，目標成為活躍世界的壽司職人。

● 和食料理人課程（２年制）
 配合季節的菜單，學習日本料理的技法基本的五味（甜、辣、鹹、苦、酸）、五色（紅、藍、 

 黃、白、黑）、五法（烤、煮、蒸、炸、生）。目標畢業後成為和食料理人。

● 研究課程（１年制）
 2 年級課程畢業後可升學的 1 年課程。學習和食、壽司的高度知識和技術，通過店舖 

 實習和市場調查實踐成為料理人的知識和技術。

課程

1 年級　和食調理科　和食料理人課程 / 壽司職人課程   共通
入學金 ：100,000 日元
學費 ：前期 375,000 日元／後期 375,000 日元
實習費 ：前期 225,000 日元／後期 225,000 日元
施設費 ：200,000 日元

学費

招募 90 名（和食料理人課程６０名、壽司職人課程２０名）

中國、韓國、台灣、蒙古、俄羅斯、加拿大、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
其他

在校生数

留學生獎學金制度 ：30 萬日元
留學生特待生制度 ：40 万日元×在學年數（最多 2 年間）
親族獎學金制度 ：10 萬日元
詳情請向入學相談室（TEL：0120-040-399）洽詢。

奨学金

溫 舒祺（中國）
壽司職人課程　1 年級

只專精學習日本料理的課程當然是非常
具有魅力的之外，我們是第二期的學生，
校舍非常的新穎且漂亮！被其他升學調
理系學校的朋友們說「我也一起入學的

話就好了！」讓我實際感受到入學本校
很令人驕傲。我之前是在大阪的日本語
學校上課，能在東京遇到這所學校真
的太好了！

武藏野美術大學於 1929 年以帝國美術學校之名誕生，1962 年成為大學。即將迎接創立 90 周年。是日本最大規模的美術系大學，從創立當時開始就積極招收留學生，學生數現在接近大學全
體的 10％。為世界著名的美術系大學和逐漸擴大的交流網絡，活躍於各項國際活動為武藏野美術大學（通稱：MUSABI）的特徵。並且為全國唯一被文科省事業「發展經濟社會牽引國際化人才
養成支援」的計畫選上的美術系大學。

武藏野美術大學
地址：鷹之台校區 東京都小平市小川町 1-736
電話：042-342-6995　電子郵箱：nyushi@musabi.ac.jp（只有日語）   網站：www.musabi.ac.jp

●造型學部（４年制）

 日本畫學科

 油畫學科（油畫專攻‧版畫專攻）

 雕刻學科

 視覺傳達設計學科

 工藝工業設計學科 

 

空間演出設計學科

 建築學科

 基礎設計學科

 影像學科

 藝術文化學科

 設計情報學科

學部

博士前期課程（修士・２年制）

●美術専攻

 日本畫課程

 油畫課程

 版畫課程

 雕刻課程

 造型理論‧美術史課程

 藝術文化政策課程

●設計專攻

 視覺傳達設計課程

 工藝工業設計課程

 空間演出設計課程

 建築課程

 基礎設計學課程

 影像課程

 攝影課程

 設計情報學課程

博士後期課程（博士・３年制）

●作品制作研究領域

●環境形成研究領域

●美術理論研究領域

研究生院

學部：  1,904,500 – 1,940,500 日元
 （含 360,000 日元初年度入學金）
研究所： 1,724,500 – 1,760,500 日元
 （含 180,000 日元初年度入學金）

學費

361/ 4,530

國家和地域 : 中國（220 名）、韓國（96 名）、臺灣（29 名） 其他
＊ 2017 年５月１日現在

在校學生

武藏野美術大學，將預計在 2019 年 4 月新設置學部和學科（造型構想學部、創作
革新學科）。將用「創造思考力」作為武器，融合商業、科技技術和創作產生新的分野。
新學科將設置在都心校區（預計 2019 年４月新設）供 3 和 4 年級學生學習。詳情
請關注本校的官方網站，將陸續公布新資訊。

主題

培養「創造思考力」的 3 個領域

擁有悠久傳統的
造型教育

創造

實踐新價值和服務
創造不可欠缺時代的商機

商業

了解創造未來社會的
先進技術

科技技術

art
×

innovation

natural science
×

innovation

social science
×

innovation

東京 世田谷 東京 吉祥寺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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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科

　創意設計 　傳達藝術

●建築設計學科

　建築設計 　住宅設計

●時裝設計學科

　服裝設計 　服裝造型

　服裝商業

●化妝設計科

　化妝設計 　美甲設計

　人體彩妝藝術

- 在 TDG 能培育出擁有廣泛特技的真正的設計師。

本校設有圖形設計、插畫、遊戲、漫畫、室內設計、製品設計、服裝設計等，合計 9 學科 45 種專攻項目。在學期間，學生們可以參加各種活動或比賽來互相切磋技術。
另外還可以設有選修課程可自由選擇，可以朝向自己想成為的設計師去努力。

東京設計師學院 (TDG)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駿河台 2-11　電話：0120-62-6006/+81-3-3294-2834　電子郵箱：sol@tdg.ac.jp　
網站：www.tdg.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foreignstudentsteam.tdg　Twitter: @TDG_official　LINE：＠ tdg1963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平面設計學科 

　平面設計 　插畫

　廣告設計 　雜誌編輯設計

　Web 設計 　角色人物設計

●映像設計學科 

　CG 　3DCG

　VFX 　動作繪圖

●插畫學科

　插畫家 　漫畫插畫

　數位插畫 　遊戲插畫

　媒體插畫 　角色・人物

　服裝插畫 　繪本創作

●漫畫學科 

　漫畫 　數位漫畫

　漫畫故事

●商品設計學科

　工業設計 　雜貨設計

　傢具設計 　玩具設計

　汽車設計

●室內設計學科 

　室內設計 　室內擺設設計

　店鋪設計 　展示設計

學科

348 人 ( 2017 )
國家和地域：中國、台灣、韓國、香港、泰國、意大利、俄羅斯 其他

在校學生

學費
一年學費：1,347,000 日圓
二年學費：1,364,000 日圓

●音樂表演學科

 歌手 吉他

 貝斯 鼓手

 鍵盤

●舞蹈學科

 舞蹈

●演員・藝人學科

 舞台演員 藝人

輔助未來的娛樂與創造製作的綜合校

本校是培育攝影、 電視、電影、音效、歌手等創作與娛樂的專業人材的學校。積極地請學生參與活動，以專家的視線來體驗真實的工作達到磨練技術的效果。另外，也
將經由企業合作與綜合校學科合作所舉辦的實際作品製作納入課程中。從中學習與業界相同的工作方式。學習身為專家的『業界力』。

東京視覺藝術學校 (TVA)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四番町 11　電話：0120-64-6006/+81-3-3221-0202　電子郵箱：info@tva.ac.jp　網站：www.tva.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okyoVisualArtsCollege  www.facebook.com/TVAForeignStudentRoom　LINE：＠ tva1963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攝影學科

 綜合攝影 攝影師

 攝影表現

●播放學科

 綜合節目 企劃演出

 製作技術 美術製作  

●電影學科

 綜合電影  電影導演

 電影技術 

●特效彩妝學科

 特殊彩妝 影像・舞台化妝

 造型・人形

●大眾傳媒影像學科

 出版・web 影像

●音響演唱會

 技術工程 音樂商業

●作曲學科

 作曲・調整改編 音訊工程師

學科

一年學費：1,397,000 日圓
二年學費：1,384,000 日圓

學費

98 人（2017）
國家和地域：中國、台灣、韓國、西班牙 美國 其他

在校學生

中國 36

韓國 7

台灣 24

其他 33

東京 千代田東京 千代田

Åsa Ekström3( 瑞典 )
平面設計科　畢業

從在學時所開創的部落格「歐美少女
歐莎發現日本的不可思議」榮登排行
第一名。現在經由角川出版社發行了
相關書籍，因為受到很高的評價因此
決 定製作 重 製 版。在 TDG 裡 因 為 有

很多選修課程和可以挑戰新事物的環
境，是一間留學生也能仔細的學習的
優秀學校。在學時所學到的技能對於
自由業的現在也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紀 嘉良（新加坡）
攝影科　畢業

2006 年，以發 生 於 蘇門 答臘 地 震的
海嘯受難者為目的之慈善活動，發表
了拍下 300 位亞洲名人所集結而成的
寫真集。2011 年以東日本大地震為目
的之慈善活動的寫真集「Love&Hope」
獲得了 APA award2012 廣告作品部門

「経済産業 大臣賞」的受獎。在東京
Visual Arts 時，每天都在拍照的時期
是我身為攝影師的原點。東京 Visual 
Arts 散發出自由的氣氛，是個可以嘗
試新事物的環境。我學生時期雖然還
是使用底片的年代，但是現在用數位
相機想拍幾張都可以。請善用環境多
多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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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咖啡服務學科

　甜點師 　咖啡師

　咖啡商業

●葬儀規劃科

　葬儀規劃師

●觀光服務學科

　國際觀光服務 　日中翻譯

　日韓翻譯 　亞洲日本語

　- 海外留學專業 

　旅行 　飯店

　婚禮 　航空

●婚禮學科 

　婚禮策劃師 　婚禮化妝

　婚禮花卉 　禮服穿搭

　活動企劃

●飯店學科

　飯店 　主題樂園飯店

　調酒師 　餐廳侍酒師

　英語服務 　招待商業

●鐵路服務學科

　鐵路服務 　維修

●旅遊學科 

　旅行 　領隊

　旅遊策劃 　旅客服務台

　海外旅行 　國內旅行

　活動、體育 　訪日旅行促進

●航空服務學科

　乘務員 　地面工作人員

　航空工作人員 　航空英語

學費
一年學費：1,365,000 日圓
二年學費：1,414,000 日圓

297 人 ( 2017 )
國家和地域： 中國、台灣、韓國、香港、越南、泰國、菲律賓等 其他

在校學生

- 憧憬的観光，2 年的時間即可學習到服務業的知識！
本校的目標是培育觀光、服務業的專業人才。輔助您充實的職場活動。在學校內有與職場上實際所使用的設施與設備，經由實習節目學生們能夠提升實力與技術。還能夠輔助您取得對就
職有利的專業資格。

東京觀光專門學校 (TIT)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市谷田町 3-21　電話：0120-67-6006/+81-3-3235-2228　電子郵箱：info@tit.ac.jp　網站：www.tit.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okantit　LINE： @tit321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地址：東京澀谷區代代木 1-56　電話：0120-65-6006/+81-3-3370-2224　電子郵箱：info@tsb.ac.jp
網站：www.tsb-yyy.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sb.fs　LINE：＠ tsb-yyg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東京商業學院 (TSB)

- 能學習到在社會上的技能與商業技能的綜合商業學校
本校有設立商業、經營、廣告、IT、寵物、媒體、運動、時裝等專業領域，為了讓留學生也能安心的從學校畢業，會全力的支援留學生的就職、升學、創業。因為也準備了有利於就職方
面的資格講座與日文講座，請一定要來東京 SCHOOL OF BUSINESS 學習出社會前的準備。

●商店商業學科

　雜貨商業 　店鋪管理

●時尚商業學科

　服裝造型師 　服裝店店員

●花藝商業學科 

　花卉搭配 　會場花卉布置

　花店

●醫療商業學科

　醫療事務・秘書　 醫療・社會福利服務

●寵物商業綜合科 ( ４年制 )

●寵物商業學科

　修毛 　狗訓練師

　動物看護 　動物心理治療師

　狗＆貓

●大眾傳媒出版、文娛文娛學科

　綜合出版編輯 　時尚編輯

　運動編輯 　動畫、聲優編輯

　娛樂製作

●體育商業學科

　運動行銷 　健康運動管理

　活動企劃

●經營學科 

　商業管理 　流通、行銷

　國際商業 　會計金融

● IT 商業學科 

　程式設計 　Web 商务

●事務商業學科

　商用電腦 　商業證照

　書記

中國

台灣

韓國

其他

學科

106 人 ( 2017 )
国家和地域： 中国、韩国、台湾、香港、越南、俄罗斯、法国、瑞典 其他

在校學生

一年學費：1,247,000 日圓
二年學費：1,292,000 日圓

學費

東京 市ヶ谷東京 澀谷

從東京觀光專門學校的老師那裡得到了許多建議，真的非常感謝。
現在，我在自己最想進去的公司工作。在工作上能夠活用外語，讓我感到非常有價值。

Wibowo Bobbie( 印度尼西亞 )
旅行學科　畢業

當初聽說學校的 OPENCAMPUS 就業率很高因此決定入學。實際上從友人的口中聽到
學校會指導學生 SPI 課程與商業禮儀、商業文書等技能，所以才正式決定入學。能夠
學習到商業禮儀與日本文化，現在持續著就業活動。對於學校的支援感到十分滿足。

Gorishebu Nikita( 俄羅斯 )
經營學科　畢業

入學考試
・書面審查
・日本語能力試驗
・面試
・作文（只實施於大眾傳媒、文娛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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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遊戲綜合學科

　遊戲作家 　遊戲企劃

　遊戲插圖 　遊戲程式設計師

　遊戲音效 　遊戲 3D CG

●動漫綜合學科

　綜合動畫師 　動漫聲優

　混合動畫師 　3DCG・VFX

　動漫 CG 　動漫音效

學費
一年學費：1,247,000 日圓
二年學費：1,294,000 日圓

175 人 ( 2017 )
國家和地域： 中國、香港、韓國、加拿大、瑞士、挪威 其他

在校學生

也許多組隊一起製作作品的實習課程！磨練對話交流能力與豐富的感性來前進業界。

能夠學習到有關遊戲、3DCG 動畫、CG 等對就業有利的技術。少人數的課程是本校的特色。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馬上詢問老師當場就可以解答問題。另外，在學期
間可以參加各種活動來磨練技術。畢業之後也會全力的支援就業及轉職。

東京網絡專門學校 (TNW)
地址：東京都澀谷區千駄谷 1-8-17　電話：0120-65-6226　電子郵箱：info@tnw.ac.jp　網站：www.tnw.ac.jp
Blog：gaotnw.blog20.fc2.com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東京設計師－學院的遊戲創造科與動漫科是於 2017 年 4 月與東京 Net Wave
一同以新學校的姿態重生。

全學部共通 第一年 1,198,000 日圓
 第二年 1,198,000 日圓

學費

ー本學園為觀光業界所期望而設立的專門學校。
和日本人一同的學習環境，每年有多數的留學生就職於觀光、婚禮業界。另外，還有負責留學生事務的專門工作人員，輔導留學生的生活方面，能讓留學生更加安心。
歡迎一同在本校學習，並且在夢想的觀光、婚禮業界工作吧！

Hospitality 觀光旅行專門學校　東京婚禮專門學校
Hospitality 觀光旅行專門學校 facebook：facebook.com/trajaltokyo 東京婚禮專門學 facebook：facebook.com/tokyobridal
電話 : 03-3360-2801　電子郵箱 : ryu@trajal.ac.jp　網站：http://trajal.jp

●觀光科 ●飯店科

●空服員科 ●地勤科

●機場操作科 ●主題樂園科

Hospitality 觀光旅行專門學校

55 / 696 

國家和地域 : 韓國、中國、台灣、越南、蒙古、泰國、尼泊爾、馬來西亞、 
 印度尼西亞、德國，烏茲別克斯坦  其他

在校學生

董 京瑋 ( 台灣 )
觀光科　在學

●婚禮學科

東京婚禮專門學校

韓國 20

14

台灣 10

中國 11

其他

・留學生學費減免制度
・資格取得獎學金制度
・特待生制度

獎學金

 ホスピタリティツーリズム専門学校　 東京ブライダル専門学校

東京 澀谷東京 中野

針對留學生的親切協助體制感受到十分有魅力。在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當中沒有沒用
的東西。雖然只要是留學生都可能會遇到不順心或辛苦的事，但是希望各位都能不要害
怕勇往直前。

王 秦如 ( 中國 )
遊戲綜合學科畢業

透過學校的課程，不但可以學習到日本及
海外的觀光地理、是個不錯的選擇。旅行
業相關法律等可以考取國家證照的知識，
還有旅遊企劃、添乘業務及機票訂票系統
的操作等實務課程，讓我能在正式工作之
前先熟悉工作內容。除此之外，對於在日

本的就職活動，例如履歷的寫法、面試的
練習以及找工作的建議等，學校老師也會
給予學生很大的幫助及關心。所以如果未
來有想在日本的旅行業工作的話，我認為
trajal hospitality school 是個不錯的選擇。

入學考試
・書面審查
・日本語能力試驗＊ 1（相當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程度）
・面試
・作文＊ 2
標記＊ 1：持有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以上證書的人，免考日本語筆試測驗。
標記＊ 2：根據日本語筆試的結果，可能實施作文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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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東京都心 ( 新宿，澀谷，品川地區 ) 的小山學園，分為 4 個校區。它是一所可在 10 個領域學到專業知識的綜合學園。於 1969 年建校，歷史悠久，從 1975 年開始招收留學生，已有
來自 43 個國家、共 747 名畢業生活躍於各個分野。留學生畢業後可拿到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在日本工作。企業提供合作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課程內容 ( 文部科學大臣認定的 “職
業實踐專門課程” )，為在名企業就職提供了可能性。

東京工科汽車大學校 東 京 技 術 學 院
中野校 FB：fb.com/terahouse.n　 世田谷校 FB：fb.com/terahouse.s　品川校 FB：fb.com/terahouse.ss　東中野校 FB：fb.com/terahouse.h
電話：0120-1969-04（日本）+81-3-3360-8855（海外）　電子郵箱：info@tera-house.ac.jp　網站 ：www.tera-house.ac.jp　QQ: 330492393

［中野］

● 1 級汽車維修科 ●發動機維修科

●汽車維修科

［世田谷］

●１級汽車技術科 ●汽車維修科

●梅賽德斯 - 奔馳專科 ●汽車維修科（夜校） ＊

［品川］

● 1 級汽車維修科 ●汽車維修科

●哈雷戴維森專科

學科 ( 東京工科汽車大學校 )

［東中野］

●建築督導科 ●建築科

●室內裝修設計科 ●電遊編程科

●信息處理科 ●網絡視頻製作科

●環境技術科 ●生物技術科

●建築科（夜校 建築師專科） ＊
標記＊：夜校課程無法取得留學簽證，僅限已具有居留資格者就讀。

學科 ( 東京技術學院 )

我為了學習室內裝修設計技術，直接
從中國來到東京技術學院就讀。東京
技術學院和中國的教育不同。教學非
常詳 細用心，也提 供 許多實習課程。
在校 外 學習課程 則拜訪了共 26 間企
業以及展示屋，讓我更加了解日本的
室內裝修設計業界。此外，實際運用
手工製作 傢俱，使 用電腦學習 CAD、
3DCG，甚至還學習了動畫等有助於工
作的技術。畢業後我成功就職於日本
企業的香港分公司，今後也希望能運
用在校所學的技術，努力付出對社會
有所貢獻。

連　朝霞 ( 中國 )
東京技術學院 （東中野校）　室內裝修設計科　2013 年畢業

227/ 1,126

國家和地域：中國、韓國、台灣、越南、緬旬 其他

在校學生

學費（初年度）
入學費： 290,000 - 300,000 日圓
一年學費： 980,000 - 1,040,000 日圓
其他費用： 94,580 - 113,380 日圓

・指定校推薦留學生特惠 ( 學費減免制度 ) 
・小山學園後援會獎學金 ( 外籍留學生 )
・小山學園後援會高度教育獎學金
・哈雷戴維森日本家族獎學金 
・小山學園特別優待生制度

獎學金

中 野 校
世田谷校
品 川 校

東 中 野 校

在辻調集團能夠學習到「日本料理、法國料理、義大利料理、中華料理、西式點心、和式點心、麵包」的一般技術或專門技術。使用專家級的器材，以學得基礎技術為目的的課程。
辻調集團的畢業生一共有 14 萬名以上。根據目前為止的實績來看非常受到餐飲業界的信用與信賴。
每年除了來自韓國、台灣、中國的留學生以外還有許多留學生。

辻調理師專門學校　　辻製菓專門學校
電話：0120-24-2418 電子郵箱：ryugakusei@tsuji.ac.jp
網站：www.tsuji.ac.jp　facebook：fb.com/tsujicho　Twitter@tsujichopress

（日本料理、法國料理、義大利料理、中華料理）

●高級調理餐飲經營管理學科 ●調理技術餐飲經營管理學科

●調理師本科

　烹飪班 　職業班

　烹飪、法國校分留學課程 　雙主書班

辻調理師專門學校

（西式點心、和式點心、麵包）

●製菓技術餐飲經營管理學科 

●製菓衛生師本科 

　製菓班 　雙重證照班

　製菓班、法國校分留學課程

辻製菓專門學校

連 續 劇 裡 見 到 的 東 西， 現 在 能 親
眼 體 驗， 是 一 件 幸 福 的 事。 我 開 始
想 作 點 心 是 因 為 看 了日 劇「 西 洋 古
董 洋 菓 子 店 」。 我 也 想 作 這 樣 的 點
心 ! 這 部 日 劇 裡 出 現 了 許 多 非 常 精
緻 漂 亮 和 有 創 意 的 點 心， 知 道 是 辻
的 老 師 作 的 之 後， 沒 有 花 很 多 時 間
考 慮， 就 決 定 進 入 辻 製 菓 專 門 學

校 來 就 讀。 從 原 本 只 是 吃 點 心 到
現 在 親自作 點 心。 原 來 帶 給 人們 許
多幸福感的點心是有那麼深奧的一面。
啊 ! 現在、在學校 所學的一切東西對
我來說是非常新鮮的，真的很期待每
天在學校所學的東西。我也對和菓子
和麵包的課很感興趣。將來，我要作
菓子職人帶給大家許多夢想。

林 昀潔 ( 台灣 )
辻製菓專門學校　製菓衛生師本科　畢業

辻調理師專門學校／辻製菓專門學校

240/ 2,184

國家和地域：韓國、台灣、中國 其他

在校學生

學費（初年度）
3 年制學科 5,090,0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1,916,000 日圓）
2 年制學科 3,790,0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1,916,000 日圓）
1 年制學科 2,170,000 日圓
 （第 1 年，包含入學金 2,170,000 日圓）

102

76

10

52

韓國

台灣

中國

其他

東京 中野 品川世田谷大阪 阿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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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研究科（博士课程） 736,000 - 1,163,000 日元
大学院研究科（硕士课程） 872,000 - 2,987,000 日元
学部 1,237,620 - 1,785,000 日元

学费

早稻田大学为创立 125 年的名校，致力于培养次世代的国际领袖人才，开展多样化的教育课程。有来自世界 100 个以上的国家约 7,000 人左右的外国留学生在籍。是一所设有 13 个学部、
21 个研究科的综合大学，其中有 7 个学部、14 个研究科可用英语取得学位。约有 60 万名毕业生活跃于世界各地，毕业后拥䲗丰富的人脉资源。

学部 = 本科学院，大学院研究科 = 研究生院

早稻田大学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 1-6-1　电话：+81-3-3204-9073　电子邮箱：admission@list.waseda.jp　网站： www.waseda.jp/admission
Why WASEDA?：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 1　可用英语取得学位（文化构想学部从 2017 年 9 月入学开始）
＊２　仅博士课程可用英语取得学位

●经营管理研究科＊ 1 ●法务研究科

●会计研究科 ●教职研究科 

●政治学研究科公共经营专业（公共经营大学院）

●政治经济学部＊ 1 ●法学部

●商学部 ●教育学部

●社会科学部＊ 1 ●文化构想学部＊ 1

●文学部 ●人间科学部

●体育科学部 ●基干理工学部＊ 1

●创造理工学部＊ 1 ●先进理工学部＊ 1

●国际文理学院＊ 1

●政治学研究科＊ 1 ●经济学研究科＊ 1

●法学研究科＊ 1 ●商学研究科＊ 2

●文学研究科 ●社会科学研究科＊ 2

●教育学研究科 ●人间科学研究科

●体育科学研究科 ●基干理工学研究科＊ 1

●创造理工学研究科＊ 1 ●先进理工学研究科＊ 1

●国际语言文化交流研究科＊ 1 ●亚洲太平洋研究科＊ 1

●日本语教育学研究科 ●信息生产系统研究科＊ 1

●环境・能源研究科

大学院研究科

学部

专业学位大学院研究科

7,156 / 50,221  

留学生数（来自全球 111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校学生

东京 新宿

Why WASEDA?
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更多详情，请访问早稻田大学网站！

当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发现自己
不想被狭隘的视野局限，于是选择了
拥有涵盖一系列学科的广泛课程的早
稻田大学国际文理学院。早稻田大学
的魅力在于它悠久的历史名声，杰出
的校友以及良好的教育环境。入学之

后，我不只积极的参与大学的社团活
动和努力打工，还到各地旅行，累积
经验，扩展自己的视野。如今我已经
毕业了，并进入了日本的外资大型企业
工作。我觉得能够在早稻田大学学习
到很多东西，真的是太棒了。

董映彤 ( 台湾 )
国际文理学院　毕业

研究生院 823,000  - 1,733,0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200,000 日元）
学院 1,294,000  - 1,791,5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200,000 日元）

学费

明治大学是由 3 位年轻的法律专家於 1881 年以「明治法律学校」之名所创立。之后 147 年以来，作为日本有数的私立大学，不仅限於传统文化还是一所与时俱进的大学。
将「朝向世界强化个体、与世界联系、前进未来」作为大学的使命，总是迎接新挑战走在世界的先端，开拓时代。

明治大学
地址：骏河台校园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 1-1　和泉校园 东京都杉并区永福 1-9-1　生田校园 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东三田 1-1-1
中野校园 东京都中野区中野 4-21-1　电话：03-3296-4144　电子邮箱：intadmi@meiji.ac.jp　 网站：www.meiji.ac.jp/cip/chinese_gb/

●法学研究科 ●商学研究科

●政治经济学研究科 ●经营学研究科

●文学研究科 ●信息交流研究科

●尖端数理科学研究科 ●农学研究科

●理工学研究科 ●教养设计研究科

●国际日本学研究科 ●世界公共政策管理研究科

●法科大学院 ●政务管理研究科

●全球商务研究科 ●会计高级职务研究科

研究生院

●法学院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院 ●文学院

●理工学院 ●农学院

●经营学院 ●信息交流学院

●国际日本学院 ●综合数理科学院

学院 大家好，我是明治大学信息交流学部
3 年级的文榕铎。明治大学是一所注
重学生们的 “个”，且很国际化开放性
的综合大学。学校，学生团体对于留
学生的支援有很多，而且明治的师生

们对于留学生也非常友好的。来到明
治最大的感受是作为一名明大生而感
到自豪。留学生各位，也一同成为明
大生，来感受日本的大学生活！来感
受明治爱吧！

文 榕鐸 ( 中国 )
信息交流学部３年　在学

東京 千代田 杉並 神奈川中野 川崎

1,525 人 /33,499 人

国家和地域
中国、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美国、法国、香港、泰国、越南 其他

在校学生

中国 789

台湾 53

韩国 346

其他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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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就 读于上智大学国 际关系法专业。
未来的目标是能够在联合国工作。报
考上智大学的原因是因为上智大学超
强的国际 化背景。上智大学的 魅 力，
不仅是有很多有名的教授，还有来自
全球七十七个国家的同学。同他们一
起学习，交流。自不必说外语能力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价值观方面也接

受了各式各样的洗礼，从深处明白了
他国的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认知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增进与他国人之
间的理解定是未来，去解决世界各个
难题的基础。我很享受这样的学习环
境，而上智大学更是为我们留学生提
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上智大学 ― 与世界链接
上智大学位于东京中心的四谷，大学周边从以前开始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从大学徒步即可抵达日本的皇居、国会议事堂、赤坂迎宾馆，以及许多跨国公司。在这里学
生们能感受到代表世界的东京的活力与大都会气氛，还能跟上时代的转动。

上智大学
地址：四谷校区 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 7-1　目白圣母校区 ( 护理专业 ) 东京都新宿区下落合 4-16-11　电话：03-3238-3167　网站：www.sophia.ac.jp

●神学研究科 ●文学研究科

●实践宗教学研究科 ●综合人类科学研究科

●法学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语言科学研究科 ●地球环境学研究科

●理工学研究科 ●全球研究研究科

大学院

●神学部 ●文学部

●综合人类科学部 ●法学部

●经济学部 ●外国语学部

●综合全球学部 ●国际教养学部

●理工学部

学部

1,593 / 13,907

国家和地区 : 中国、韩国、美国、法国、德国、其他

留学生数

周川清（中国）
法学部　国际关系法学科　在学

696

200

215

482

大学院 ( 包含入学费 )： 500,000 -  1,600,000 日元
学部 ( 包含入学费 )： 1,200,000 -  1,700,000 日元
＊关于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智大学网站 （www.sophia.ac.jp)

学费

东京 千代田 新宿 神奈川练马 秦野大阪

韩国

美国

中国

其他

我在立教 大学不光只是学问的增进，
在人品方面也成长了许多。在立教大
学里有许多富有个人特色且优秀的人
们。在社团活动或上课、例行公事等
场合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经由交流
的过程每天都得到了许多刺激与新发

觉的事物。包括留学生在内，经由与
拥有多样化背景的日本学生的接 触，
能够养成独自一人无法得到的宽广视
野与包容力。重视自己的个性且不与
他人有隔阂，可说是立教生的特征。

ー欢迎来到 “自由的学府”　Welcome to “ The academy of freedom”
1874 年，美国圣公会派遣的传教士威廉姆斯 (Channing Moore Williams) 主教创办了立教大学的前身 “立教学校 (Rikkyo School)”。虽然经过了 140 年的岁月，立教教育的中心仍然是
基于以西欧传统的博雅教育为典范，遵循 “Pro Deo et Patria” ( 为了神和国家 ) 的基督教理念。

立教大学
地址：池袋校区 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 3-34-1　新座校区 埼玉县新座市北野 1-2-26 
电话：81-3-3985-2208　电子邮箱：kokuse@rikkyo.ac.jp　网站：www.rikkyo.ac.jp

●基督教研究科 ●文学研究科

●异文化交流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经营学研究科 ●理学研究科

●社会学研究科 ●法学研究科

●观光学研究科 ●社区福祉学研究科

●现代心理学研究科 ●商业设计研究科

● 21 世纪社会设计研究科

研究生院

●文学院 ●异文化交流学院

●经济学院 ●经营学院

●理学院 ●社会学院

●法学院 ●观光学院

●社区福祉学院 ●现代心理学院

学院

金 相協 ( 韩国 )
经营学部国际经营学科　毕业 

863/ 20,481

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美国、台湾、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在校学生

韩国

425

209

台湾 29

中国

200

其他

学費（一年学費 / 2018 年）
研究生院 ( 博士课程 前期课程 )： 913,000 - 1,806,500 日元
学院 ： 1,276,000 - 2,003,500 日元

东京 丰岛 埼玉 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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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学术领域与招收留学生的历史与传统〜 
法政大学创立于 1880 年，是拥有 138 年历史的综合大学。文科、理科皆备，学术领域包罗万象，分别涵盖在 15 学部 38 学科 • 大学院 15 研究科 • 专门职大学院 2 研究科。学生型态多元，
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具有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学生。法政大学自创校以来便积极广纳留学生，至今集结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为各领域培育出优秀人才。

法政大学
邮址：kokusain@hosei.ac.jp　网址：http://www.hosei.ac.jp
市谷校区 ：东京都千代田区富士见 2-17-1　多摩校区：东京都町田市相原町 4342　小金井校区：东京都小金井市梶野町 3-7-2

●人文科学研究科 ●国际文化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法学研究科

●政治学研究科 ●社会学研究科

●经营学研究科 ●人类社会研究科

●政策创造研究科 ●公共政策研究科

●潜力开发人生设计学研究科 ●信息科学研究科

●设计工学研究科 ●理工学研究科

●连带社会学院 ●体育健康学研究科

●法务研究科 ●革新管理研究科革新管理专业

●革新管理研究科会计专业

研究生院 ( 硕士・博士 )

●法学部 ●文学部

●经济学部 ●社会学部

●经营学部 ●国际文化学部

●人文环境学部 ●现代福利学部

●潜力开发人生设计学部 ●国际教养学部（GIS）

●体育健康学部 ●信息科学部

●设计工学部 ●理工学部

●生命科学部

学部

884 / 29,494（2017.5.1 实绩）

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台湾 其他

在校学生

大学院（博士课程）： 第一年 　660,000 - 1,040,000 日元
 第二年以后　460,000 - 840,000 日元
大学院（硕士课程）： 第一年　790,000 - 1,190,000 日元
 第二年以后　590,000 - 990,000 日元
学部： 第一年　1,280,000 - 1,843,000 日元
 第二年以后　1,040,000 - 1,603,000 日元

学费（2018 年度实绩）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了赴日留学。在
众多大学中，法政大学吸引了我的目
光，经过一年准备，顺利考进这所学
校。我现在是社会学部四年级的学生。
这四年来，我不仅学习到广泛的知识，
也拓展了视野。这个学科不只是教授
理论课程，由于有许多实际采访的机
会，透过实务与理论的结合，让我对

媒体学有更深刻的体悟。此外，法政
大学对于 留学生的照 顾也不遗 余力，
还提供了各种奖学金。社会学部设在
多摩校区，我们徜徉在丰富的自然环
境中，愉快地学习并成长。其他像是
市谷校区与小金井校区，同样也充满
魅力。欢迎您与我一起在法政大学度
过美好的学习生活 !

王 辰昱 ( 中国 )
社会学部 媒体社会学科　在学

东京 町田千代田 小金井

574

33

166

111其他

中国

台湾

韩国

1885 年（明治 18 年）作为英吉利法律学校创建。在 2015 年迎接了建校 130 週年。本校的建学精神为「培养实地应用的素质」。我们为培养出现实社会所需求的人才，一直以来积极致力於「实
学」教育。通过多样化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性教育，培养出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大显身手的「行动的知性。」。 中央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 6 大学院、研究生院的 8 大研究科、专业学
位研究生院的 3 大研究科、4 所附属高中、2 所附属初中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中央大学
多摩校园：东京都八王子市东中野 742-1　后乐园校园：东京都文京区春日 1-13-27　市谷校园：东京都新宿区市谷本村町 42-8
市谷田町校园：东京都新宿区市谷田町 1-18　电话：042-674-2144　电子邮箱：chuo-i@tamajs.chuo-u.ac.jp　网站：www.chuo-u.ac.jp

●法学研究科 ●理工学研究科

●文学研究科 ●综合政策研究科

●经济学研究科 ●商学研究科

研究生院

●法务研究科 ●战略经营研究科

专业学位研究生院

●法学院 ●综合政策学院

●经济学院 ●商学院

●理工学院 ●文学院

学院

当今，世界正在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为了能够活跃于国际社会，我选择了
中央 大学的经济学部。自由的校 风，
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和积极的交流与
活动都是中央大学的魅力。除了学习
经济学的知识，还能到企业实习和社
会实践。在这里，不单是迈向自己的
梦想，还能获得人生中难忘的体验。

游 寿强 ( 中国 )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科　在校生

806/ 24,880

国家和地域：中国、韩国、台湾、香港、法国、马来西亚 其他

在校学生

学费（第一年）
研究生院
 法学研究科、经济学研究科、商学研究科、文学研究科 927,900 日元
 理工学研究科 1,305,700 日元
 综合政策研究科 1,148,800 日元
学院
 法学院、文学院 1,262,300 日元
 经济学院 1,277,300 日元
 商学院 1,280,300 日元
 理工学院 1,803,000 日元
 综合政策学院 1,587,2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240,000 日元）

132其他

中国 554

香港 23

韩国 97

东京 八王子 文京 新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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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美术大学于 1900 年以 “通过艺术实现女性的自立”、“ 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培养专业的技术家和美术教师” 为办学理念而创立。
创立至今的 118 年来，培育出众多优秀女性艺术家。大学共设两个校区，分别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杉并区和邻近东京的相模原市。校内设施完备，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与技能水平。

女子美术大学  女子美术大学短期大学部
地址：杉并校区 东京都杉并区和田 1-49-8　相模原校区 神奈川县相模原市南区麻沟台 1900
电话：04  2-778-6123　电子邮箱：prs@venus.joshibi.jp 网站：www.joshibi.ac.jp/chinese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JOSHIBIofficial

●美术研究科

博士课程
 美术研究领域

　设计研究领域

　艺术文化研究领域

硕士课程
 美术专攻

　设计专攻

　艺术文化专攻

研究生院

艺术学部

●美术学科（相模原校区）

不只追求表现和技术，在了解作品背景的想法以及历史后，衍生创新表现的学科。

- 洋画专攻
学习基本油彩、立体绘画、影像媒体、版画等绘画表现。

- 日本画专攻
学习日本画的传统、技术、素材，追求现代的日本画表现。

- 立体艺术专攻
超越雕刻的框架 , 学习粘土、木头、金属、纸等素材所构成的立体造型。

- 美术教育专攻
以美术教育的理论为基础，培养实作技术甚强的美术指导师资。

- 艺术文化专攻
学生通过艺术表现、色彩学、美术史的３个不同视点学习理论知识。为更好地理解国内外

的艺术与文化，课程还包含了日本国内的古美术研修旅行以及海外研修旅行。

本科

1 年级前期可从 18 项科目中自由选择 4 项。 1 年级后期从中选定一项课程。短期大学毕业后，

有直升 1 年制的专攻科或女子美术大学艺术学部 3 年级的推荐制度。

●造形学科（2 年制） ●专攻科（1 年制）
 美术课程
 设计课程

短期大学部

研究生院
硕士课程 1,707,430 - 1,735,430 日元
博士课程 1,034,620 日元
艺术学部 1,937,360 - 1,966,360 日元
短期大学部 1,829,930 日元

学費

203 / 2,402 (2017)

国家和地域 : 中国、台湾、韓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瑞典 

在校学生

关于最新入学考试日程请  参考本校官方主页   www.joshibi.ac.jp/admission

入学考试

●设计工艺学科（相模原校区）
培养想像力、表现力、企划力等，由多样化的视点来制作作品的学科。

- 视觉设计专攻
学习插画、广告、摄影、编辑、CM、Web、动画、包装。

- 产品设计专攻
学习家具、文具、照明、家电、装饰品、杂货的制作与企划设计。

- 环境设计专攻
学习都市、景观、建筑、室内设计、橱窗展示、照明等外观和室内的设计。

- 工艺专攻
学习染、织、刺绣、陶、玻璃的素材与技法基础后 , 逐歩加深各方向的专业学习。

●艺术设计表现学科（杉并校区）
培养以下四项领域知识兼备并适应实践新型社会的创意型人材。

- 媒体表现领域
运用最新科技，学习影像、动画、Web、插画、游戏、角色等制作。

- 治愈表现领域
学习治愈表现的绘本、角色、玩偶、玩具、壁画、空间设计、CG 等制作。

- 服装织品表现领域
掌握服装及布料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后，学习企划、立案、制作到发表。

- 艺术监督表现领域
学习关于视觉艺术、音乐、影像等各领域的艺术展示及制作技术。

东京 神奈川杉并 相模原

国立大学法人电气通信大学（电通大）推广新科学技术概念的「综合交流科学」，人、物、社会、自然间圆滑沟通交流，试图跨越社会上各种共同感情线的想法。本学科的情报理工学域（大学）
为了培育「综合交流科学」的人才，除了学习情报理工学的基础之外，还编制了以实践专门知识和革新创造力养成目的的课程。在情报理工学研究科（大学院），培养经由独创教育研究下
所具有科学思考力、伦理观念、社会性、国际性、理论的沟通能力之科学者和技术者。

国立大学法人电气通信大学
地址：东京都调布市调布丘 1-5-1　電子郵箱：open-camp@office.uec.ac.jp, iso@office.uec.ac.jp　網站：www.uec.ac.jp, www.fedu.uec.ac.jp

● 情报学专业

● 情报‧网络工学专业

● 机械知能系统学专业

● 基盘理工学专业

大学院情报理工学研究科

● I 类（情报系）

● II 类（融合系）

● III 类（理工系）

情报理工学域（大学）

275/ 4,957（2017 年 5 月 1 日现在）

国家和地域 : 中国、韩国、台湾、香港、法国、马来西亚 其他

在校學生

学费
大学‧研究所：
入学金 282,000 日元
学费　前学期‧后学期分别 267,900 日元
研究生制度：
入学金 84,600 日元
学费　各学期分别 178,200 日元
＊所谓研究生制度是．．．
研究生制度（大学毕业者）
针对想要升学研究生院的留学生，设置研究生制度。每年的 4 月或 10 月入学

（分别在前年度的 12 月或 6 月开始招生）。详情请洽上记 website。

87其他

中国 157

韩国 14

蒙古 17

金 国强（中国）
情报理工学部　情报・通信工学科（旧制）

我叫金国强，来自辽宁省沈阳市，于
2012 年 4 月来日，现就读于电气通信
大学，是情报理工学部，情报数理工学
的三年生。能如愿以偿被电气通信大
学录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在电气通信大学的三年学习生活让我
感觉到很充实和快乐。虽然在半工半
读的同时在运营学生团体有时略辛苦，
但在走出社会之前能提前接触到社会，

客观的认识到自我，让我有了更加明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使我在学业和
与日本同学的交流上变得更加自信，更
加向上。通过与日本同学和来自各国同
学的交流，让我对日本文化和习俗以及
对各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相信
电气通信大学是我理想的帆，载我驶
向梦想彼岸。

东京 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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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蔵野美术大学于 1929 年以帝国美术学校之名诞生，1962 年成为大学。即将迎接创立 90 周年。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美术系大学，从创立当时开始就积极招收留学生，学生数现在接近大学全
体的 10％。为世界著名的美术系大学和逐渐扩大的交流网络，活跃于各项国际活动为武蔵野美术大学（通称：MUSABI）的特征。并且为全国唯一被文科省事业「推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化
人才培养项目 (Go Global Japan Project)」的计画选上的美术系大学。

武蔵野美术大学
地址：鹰之台校区 东京都小平市小川町 1-736
电话：042-342-6995　电子邮箱：nyushi@musabi.ac.jp（只有日语）   网站：www.musabi.ac.jp

●造型学部（4 年制）

 日本画学科

 油画学科（油画专业‧版画专业）

 雕刻学科

 视觉传达设计学科

 工艺工业设计学科

 

 空间演出设计学科

 建筑学科

 基础设计学科

 影像学科

 艺术文化学科

 设计情报学科

学部

博士前期课程（修士‧２年制）

●美术专业

 日本画课程

 油画课程

 版画课程

 雕刻课程

 造型理论‧美术史课程

 艺术文化政策课程

●设计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课程

 工艺工业设计课程

 空间演出设计课程

 建筑课程

 基础设计学课程

 影像课程

 摄影课程

 设计情报学课程

博士后期课程（博士‧３年制）

●作品制作研究领域

●环境形成研究领域

●美术理论研究领域

研究生院

学部：  1,904,500 – 1,940,500 日元
 （含 360,000 日元初年度入学金）
研究所： 1,724,500 – 1,760,500 日元
 （含 180,000 日元初年度入学金）

学费

361/ 4,530

國家和地域 : 中国（220 名）、韓国（96 名）、台湾（29 名） 其他
＊ 2017 年５月１日现在

在校学生

主题
武蔵野美术大学，将预计在 2019 年 4 月新设置学部和学科（造型构想学部、创作
革新学科）。将用「创造思考力」作为武器，融合商业、科技技术和创作产生新的分
野。新学科将设置在都心校区（预计 2019 年４月新设）供 3 和 4 年级学生学习。详
情请关注本校的官方网站，将陆续公布新资讯。

培养「创造思考力」的 3 个领域

拥有悠久传统的
造型教育

创造

实践新价值和服务
创造不可欠缺时代的商机

商业

了解创造未来社会的
先进技术

科技技术

art
×

innovation

natural science
×

innovation

social science
×

innovation

日本最初「和食」和「寿司」专业学习的调理专门学校。本校从 1 年级开始踏实地学习「和食」和「寿司」的基础，配合每一个人的技术程度和个性，给予细心指导的少人数制实习教学。
还有学习和食的各种文化背景。实施「和果子」、「荞麦面」、「日本酒」、「发酵学」、「酱油」、「日本茶」等文化实习课程。培养毕业后可以活跃于国内外的料理人。

东京寿司和食调理专门学校
地址：东京都世田谷区池尻 2-30-14　电话：0120-040-399　电子邮箱：info@sushi-tokyo.jp　网站：sushi-tokyo.jp

● 寿司职人课程（２年制）
 以学习江 户前的寿司为中心，卷 寿司、押寿司或 称之 CHIRASHI 等 各种 寿司种 类。 

 学习煮炸、腌醋、炙烧等配合食材的特色的烹煮方法，目标成为活跃世界的寿司职人。

●和食料理人课程（２年制）
 配合季节的菜单，学习日本料理的技法基本的五味（甜、辣、咸、苦、酸）、五色（红、蓝、 

 黄、白、黑）、五法（烤、煮、蒸、炸、生）。目标毕业后成为和食料理人。

●研究课程（１年制）
 2 年级课程毕业后可升学的 1 年课程。学习和食、寿司的高度知识和技术，通过店铺 

 实习和市场调查实践成为料理人的知识和技术。

课程

1 年级　和食调理科　和食料理人课程 / 寿司职人课程 共通
入学金 ：100,000 日元
学费 ：前期 375,000 日元／后期 375,000 日元
实习费 ：前期 225,000 日元／后期 225,000 日元
施设费 ：200,000 日元

学费

招募 90 名（和食料理人课程 60 名、寿司职人课程 20 名）

中国、韩国、台湾、蒙古、韩瑞、加山大学、南楠、印度南宁、少林
其他

在校学生

留学生奖学金制度 ：30 万日元
留学生特待生制度 ：40 万日元×在学年数（最多 2 年间）
亲族奖学金制度 ：10 万日元
详情请向入学相谈室（TEL：0120-040-399）洽询。

獎学金

温 舒祺（中國）
寿司职人课程　1 年级

只专精学习日本料理的课程当然是非常
具有魅力的之外，我们是第二期的学生，
校舍非常的新颖且漂亮！被其他升学调
理系学校的朋友们说「我也一起入学的

话就好了！」让我实际感受到入学本校
很令人骄傲。我之前是在大阪的日本语
学校上课，能在东京遇到这所学校真
的太好了！

东京 吉祥寺小平东京 世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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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学科

　建筑设计 　住宅设计

●時裝設計学科

　服装设计 　造型师

　时尚商务

●化妆艺术科

　化妆艺术 　美甲艺术

　人体彩妆艺术

- 在 TDG 能培育出拥有广泛特技的真正的设计师。

本校设有图形设计、插画、游戏、漫画、室内设计、制品设计、服装设计等，合计 9 学科 45 种专攻项目。在学期间，学生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或比赛来互相切磋技术。
另外还可以设有选修课程可自由选择，可以朝向自己想成为的设计师去努力。

东京设计师学院 (TDG)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 2-11　电话：0120-62-6006/+81-3-3294-2834　电子邮箱：sol@tdg.ac.jp
网站：www.tdg.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foreignstudentsteam.tdg　Twitter: @TDG_official　LINE：＠ tdg1963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平面設計学科

　平面设计 　插图

　广告设计 　杂志编辑设计

　网页设计 　人物角色设计

●映像設計学科

　CG 　3DCG

　VFX 　CG 动画

●插畫学科

　插画 　漫画插图

　数位插画 　 游戏插画

　媒体插画 　角色・人物

　时装插画 　绘本创作

●漫畫学科

　漫画 　网路漫画

　漫画脚本

●商品設計学科

　工业设计 　杂货设计

　家具设计 　玩具设计

　汽车设计

●室內設計学科

　室内设计 　室内摆设设计

　店铺设计 　展示设计

学科

348 人 ( 2017 )
国家和地域：中国、台湾、韩国、香港、泰国、意大利、俄罗斯　其他

在校学生

学費
一年学費：1,347,000 日元
二年学費：1,364,000 日元

●音乐表演科

 歌手 吉他手

 贝斯手 鼓手

　键盘

●舞蹈学科

 舞蹈表演

●演员・艺人科

 配舞台演员 艺人

辅助未来的娱乐与创造制作的综合校

本校是培育摄影、 电视、电影、音效、歌手等创作与娱乐的专业人材的学校。积极地请学生参与活动，以专家的视线来体验真实的工作达到磨练技术的效果。另外，也
将经由企业合作与综合校学科合作所举办的实际作品制作纳入课程中。从中学习与业界相同的工作方式。学习身为专家的『业界力』。

东京视觉艺术学校 (TVA)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四番町 11　電話：0120-64-6006/+81-3-3221-0202　電子郵箱：info@tva.ac.jp　網站：www.tva.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okyoVisualArtsCollege  www.facebook.com/TVAForeignStudentRoom　LINE：＠ tva1963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摄影相片学科

 综合相片 摄影师

 照片表现

●播放学科

 综合节目 企划演出

 制作技术

●電影学科

 综合电影 电影监督

 电影技术

●特殊彩妆学科

 特殊彩妆 影像、舞台化妝

 造型、人形

●大众传媒编辑科

 出版＆ web 影像

●音响演唱會

 技术工程 音乐商务

●作曲学科

 作曲・调整改编 音讯工程师

学科

一年学費：1,397,000 日元
二年学費：1,384,000 日元

学費

98 人（2017）
国家和地域
中国、台湾、韩国、西班牙、美国 其他

在校学生

中国 36

韓国 7

台湾 24

其他 33

东京 千代田东京  千代田

Åsa Ekström( 瑞典 )
平面设计科　毕业生

从在学时所开创的部落格「欧美少女
欧莎发现日本的不可思议」荣登排行
第一名。现在经由角川出版社发行了
相关书籍，因为受到很高的评价因此
决定制作重制版。在 TDG 里因为有很

多选修课程和可以挑战新事物的环境，
是一间留学生也能仔细的学习的优秀
学校。在学时所学到的技能对于自由
业的现在也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Leslie Kee （新加坡）
摄影学科　毕业

2006 年，以发生于苏门答腊地震的海
啸受难者为目的之慈善活动，发表了
拍下 300 位亚洲名人所集结而成的写
真集。2011 年以东日本大地震为目的
之 慈 善 活 动 的 写 真 集「Love&Hope」
获得了 APA award2012 广告作品部门

「経済产业大臣赏 」的受奖。在东京
Visual Arts 时，每天都在拍照的时期
是我身为摄影师的原点。东京 Visual 
Arts 散发出自由的气氛，是个可以尝
试新事物的环境。我学生时期虽然还
是使用底片的年代，但是现在用数位
相机想拍几张都可以。请善用环境多
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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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咖啡糕点学科

　西点师 　咖啡调理师

　店铺经营

●招待商业学科

　招待商业

●殡葬学科

　殡葬指挥

●观光服务学科

　国际观光服务 　日中翻译

　日韩翻译 　亚洲日本语

　- 海外留学专业

　旅行 　宾馆

　婚礼商业 　航空服务

●婚礼商業学科

　婚礼策划师 　新娘造型妆

　婚礼装花 　婚纱造型

　活动制作

●飯店学科

　宾馆 　主题公园宾馆

　调酒师 　餐厅侍酒师

　英语服务 　招待商业

●鐵路服務学科

　铁路服务 　检修

●旅行学科

　旅游 　导游

　旅游策划 　旅游服务台

　海外旅行 　国内旅行

　活动・体育 　日本观光

●航空服務学科 

　客舱乘务员 　地面工作人员

　航空工作人员 　航空英语

学費
一年学費：1,365,000 日元
二年学費：1,414,000 日元

297 人 ( 2017 )
國家和地域： 中国、台湾、韩国、香港、越南、泰国、菲律宾 其他

在校学生

- 憧憬的観光，2 年的时间即可学习到服务业的知识！
本校的目标是培育观光、服务业的专业人才。辅助您充实的职场活动。在学校内有与职场上实际所使用的设施与设备，经由实习节目学生们能够提升实力与技术。还能够辅助您取得对就
职有利的专业资格。

东京观光专门学校 (TIT)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市谷田町 3-21　电话：0120-67-6006/+81-3-3235-2228　电子邮箱：info@tit.ac.jp　网站：www.tit.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okantit　LINE： @tit321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学科

学費
一年学費：1,247,000 日元
二年学費：1,292,000 日元

106 人 ( 2017 )
国家和地域： 中国、韩国、台湾、香港、越南、俄罗斯、法国、瑞典 其他

在校学生

地址：东京涉谷区代代木 1-56　电话：0120-65-6006/+81-3-3370-2224　电子邮箱：info@tsb.ac.jp
网站：www.tsb-yyy.ac.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tsb.fs　LINE：＠ tsb-yyg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东京商业学院 (TSB)
东京 涉谷

- 能学习到在社会上的技能与商业技能的综合商业学校
本校有豕立商业、经营、广告、IT、宠物、媒体、运动、时装等专业领域，为了让留学生也能安心的从学校毕业，会全力的支援留学生的就职、升学、创业。因为也準备了有利于就职方面
的资格豉座与日文豉座，请一定要来东京 SCHOOL OF BUSINESS 学习出社会前的準备。

●商店商业学科

　杂货商业 　店铺管理

●时尚商业学科

　服装造型师 　服装店店员

●花艺商业学科

　花卉搭配 　会场花卉布置

　花店

●医疗商务学科

　医疗事务・秘书 　医疗・社会福利服务

●宠物商业综合科 ( ４年制 )

●宠物商业学科

　修毛 　狗训练师

　动物看护 　动物心理治疗师

　狗＆猫

●媒体出版・文娱学科

　综合出版编辑 　时尚杂志编辑

　体育杂志编辑 　动漫／配音编辑

　娱乐制作

●体育商业学科

　体育商业 　活动制作

　健康体育管理

●经营学科

　商务管理 　流通 · 销售

　全球商务 　会计 · 金融

● IT 商业学科

　程式设计 　Web 商务

●办公室商业学科

　商业计算 　营业执照

　秘书

东京 市ヶ谷

从东京观光专门学校的老师那里得到了许多建议，真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在自己最想进去的公司工作。在工作上能够活用外语，让我感到非常有价值。

Wibowo Bobbie( 印度尼西亚 )
旅行学科　毕业

当初听说学校的 OPENCAMPUS 就业率很高因此决定入学。实际上从友人的口中听到
学校会指导学生 SPI 貕程与商业礼仪、商业文书等技能，所以才正式决定入学。能够学
习到商业礼仪与日本文化，现在持续著就业活动。对于学校的支援感到十分满足。

Gorishebu Nikita( 俄罗斯 )
经营学科　毕业

入学考试
・书面选拔
・日语笔试
・面试
・作文（只限于媒体出版・文娱学科）



37 36

学科
●游戏综合学科

　游戏作家 　游戏程式设计师

　游戏企划 　游戏插图

　游戏音效 　游戏 3D CG

●动漫综合学科

　综合动画师 　动漫声优

　混合动画师 　3DCG・VFX

　动漫 CG 　动漫音效

学费
一年学費：1,247,000 日元
二年学費：1,294,000 日元

175 人 ( 2017 )
国家和地域： 中国、香港、韩国、加拿大、瑞士、挪威 其他

在校学生

- 也许多组队一起制作作品的实习课程！磨练对话交流能力与丰富的感性来前进业界。

能够学习到有关游戏、3DCG 动画、CG 等对就业有利的技术。少人数的课程是本校的特色。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马上询问老师当场就可以解答问题。另外，在学期
间可以参加各种活动来磨练技术。毕业之后也会全力的支援就业及转职。

东京网络专门学校 (TNW)
地址：东京都涉谷区千駄谷 1-8-17　电话：0120-65-6226　电子邮箱：info@tnw.ac.jp　网站：www.tnw.ac.jp
Blog：gaotnw.blog20.fc2.com　新浪微博：weibo.com/adachigakuen

＊东京设计师－学院的游戏创造科与动漫科是於 2017 年 4 月与东京 Net Wave
一同以新学校的姿态重生。

全學部共通 第一年 1,198,000 日元
 第二年 1,198,000 日元

学费

ー本校是在受到观光业界的请求而成立的专门学校。
和日本人一起学习，每年都有无数的留学生到观光和婚礼业界就职。另外，我们有帮助留学生的专职人员，留学生在生活方面也可以安心。欢迎你来本校学习，到你向往的观光和婚礼业
界工作吧。

Hospitality 观光旅行专门学校　东京婚礼专门学校
Hospitality 观光旅行专门学校 facebook：facebook.com/trajaltokyo 东京婚礼专门学校 facebook：facebook.com/tokyobridal
电话：03-3360-2801 电子邮箱：ryu@trajal.ac.jp　网站：http://trajal.jp

●观光科 ●酒店科

●空服员科 ●地勤科

●机场操作科 ●主题乐园科

Hospitality 观光旅行专门学校

55 / 696 

国家和地域 : 韩国、中国、台湾、越南、蒙古、泰国、尼泊尔、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德国、乌兹别克斯坦 其他

在校学生

这所学校是根据日本观光服务业的需
要 而 建 立的，历史 悠 久，就 业率高，
师资力量雄厚，授课老师都有着十几
年业界工作经验，专业知识的教学也
十分有趣。另外这里不仅有就职老师
导还会有留学生负责老师来帮助提高
日语写作能力，练习模拟面试以及解
答生活中遇到的疑问。对于留学生还
有学费减免制度，减轻了我的经济负
担。入学一年来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留学生朋友，和日本学生一起参加
了很多实习研修，一起企划实施了国
外旅 行，是十 分充实有意 义的一年。
相信如果你也热爱旅游，想要在日本
就业的话，这里是你不二的选择。

魏 鑫珏 ( 中国 )
観光科　在学

●婚礼学科

东京婚礼专门学校

韩国 20

14

台湾 10

中国 11

其他

・留学生学费减免制度
・资格取得奖学金制度
・特待生制度

獎学金

东京 中野

 ホスピタリティツーリズム専門学校　 東京ブライダル専門学校

东京 涉谷

针对留学生的亲切协助体制感受到十分有魅力。在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当中没有没用的
东西。虽然只要是留学生都可能会遇到不顺心或辛苦的事，但是希望各位都能不要害
怕勇往直前。

王 秦如 ( 中国 )
游戏综合学科 毕业

入学考試
・书面选拔
・日语笔试＊ 1（日本语能力测试Ｎ 2 左右水平）
・面试
・作文＊ 2
標記＊ 1：拥有日本语能力测试Ｎ 2 以上资格的不需要参加日语笔试。
標記＊ 2：根据日语笔试的成绩，可能会进行作文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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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东京都心（新宿，涩谷，品川地区）的小山学园，分为 4 个校区。它是一所可在 10 个领域学到专业知识的综合学园。于 1969 年建校，历史悠久，从 1975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已有
来自 43 个国家、共计 747 名毕业生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留学生毕业后可拿到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在日本工作。企业提供合作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课程内容 ( 文部科学大臣
认定的 “职业实践专门课程” )，为在名企就职提供了可能性。

东京工科汽车大学校 东 京 技 术 学 院
中野校 FB：fb.com/terahouse.n　世田谷校 FB：fb.com/terahouse.s　品川校 FB：fb.com/terahouse.ss　東中野校 FB：fb.com/terahouse.h
电话：0120-1969-04（日本）+81-3-3360-8855（海外）　电子邮箱：info@tera-house.ac.jp　网站 ：www.tera-house.ac.jp　QQ: 330492393

［中野］

● 1 级汽车维修科 ●发动机维修科

●汽车维修科

［世田谷］

● 1 级汽车技术科 ●汽车维修科

●梅赛德斯 - 奔驰专科 ●汽车维修科（夜校） ＊

［品川］

● 1 级汽车维修科 ●汽车维修科

●哈雷戴维森专科

学科 ( 东京工科汽车大学校 )

［東中野］

●建筑督导科 ●建筑科

●室内装修设计科 ●电游编程科

●信息处理科 ●网络视频制作科

●环境技术科 ●生物技术科

●建筑科（夜校 建筑师专科） ＊
標記＊：夜校课程无法取得留学签证，仅限已具有居留资格者就读。

学科 ( 东京技术学院 )

我喜欢汽车所以进入了东京工科专门
学校品川校。我曾参加过各种学校的
参观活动，相比之下品川校区的就业
率高，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取得各
种对就职有利的资格证书。学校是以
少数人制的教学方式，学生和老师的
距离更近，老师也非常负责地指导学
生学习。我很喜欢实习课程，特别是电，
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在长野研修
时，即学习了大型货车、摩托车的整修，
也在与前辈的谈话中了解了关于就职
活动的经验。毕业之后，我成功就职
于小山学园后援会企业的东京日野汽

车公司。今后我会将自己所学的技术
努力运用于大型汽车的维修。

邵 相权（中国）
东京工科汽车大学校品川校（旧东京工科专门学校品川校）　汽车维修科　2013 年毕业

227/ 1,126

国家和地区：中国、韩国、台湾、越南、缅旬 等

在校学生

学费（初年度）
入学費： 290,000 - 300,000 日元
一年学費： 980,000 - 1,040,000 日元
其他费用： 94,580 - 113,380 日元

・指定校推荐留学生特惠 ( 学费减免制度 ) 
・小山学园后援会奖学金 ( 外籍留学生 )
・小山学园后援会高度教育奖学金
・哈雷戴维森日本家族奖学金 
・小山学园特别优待生制度

奖学金

东京 中野 品川世田谷

中 野 校
世田谷校
品 川 校

東 中 野 校

在辻调集团能够学习到「日本料理、法国料理、义大利料理、中华料理、西式点心、和式点心、面包」的一般技术或专门技术。使用专家级的器材，以学得基础技术为目的的课程。
辻调集团的毕业生一共有 13 万 7500 名以上。根据目前为止的实绩来看非常受到餐饮业界的信用与信赖。
每年除了来自韩国、台湾、中国的留学生以外还有许多留学生。

辻调理师专门学校　　辻制果专门学校
电话：0120-24-2418　电子邮箱：ryugakusei@tsuji.ac.jp 
网站：www.tsuji.ac.jp　facebook:fb.com/tsujicho　Twitter@tsujichopress

（日本料理、法国料理、义大利料理、中华料理）

●高度烹饪技术管理学科 ●烹饪技术管理学科

●烹饪师本科

　烹饪班 　职业班

　烹饪班、法国分校留学课程 　双证书班

辻调理师专门学校

（西式点心、和式点心、面包）

●糕点制作技术管理学科

●糕点制作卫生师本科

　糕点班 　双资格班

　糕点班、法国分校留学课程

辻制果专门学校

连续剧裡见到的东西，现在能亲眼体
验，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开始想作点
心是因为看了日剧「西洋古董洋菓子
店」。我也想做那样的点心 ! 这部日剧
裡出现了许多非常精緻漂亮和有创意
的点心，在 知道 是 辻 的 老师之作后，
没有花很多时间考虑，我就决定进入
辻製菓专门学校来。从原本只是吃点

心 到 现在 亲自制 作点心之 后 明白了，
原来带给人们许多幸福感的点心是有
那么深奥的一面。啊 ! 现在在学校所
学的一切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真的很期待每天在学校的时光。我也
对和菓子和麵包的课很感兴趣。将来，
我要作菓子职人带给大家许多梦想。

林 昀洁 ( 台湾 )
辻制果专门学校　制果卫生师本科　毕业

辻调理师专门学校／辻制果专门学校

240/ 2,184

国家和地域：韩国、台湾、中国 其他

在校学生

学費（初年度）
3 年制学科 5,090,0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1,916,000 日元）
2 年制学科 3,790,0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1,916,000 日元）
1 年制学科 2,170,000 日元
 （第 1 年，包含入学金 2,170,000 日元）

102

76

10

52

韩国

台湾

中国

其他

大阪 阿倍野



  關於日本現代「藝術」與「設計」的公開講座，以及課程體驗活動！

2018日 本

教育交流展
in 台灣

ART&DESIGN

免費
参加

武藏野美術大學

ICS College of Arts

好萊塢美髮美容專門學校

東京設計專門學校

MEROS 言語學院 

參加的日本學校

23 5/ 星
期
三
崑山科技大學
台南市永康区崑大路 195 号

22 5/ 星
期
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529 号

21 5/ 星
期
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台北市北投区11201学園路 1号



Learn Japanese
Experience Japanese culture ×
ART & DESIGN

 2018  美罗斯言语学院暑期课程 

summer
school 2018 

MEROS

問い合わせ
For inquiries／咨询

QtoJAPON Inc. Meros Summer School

Tel +80-(0)3-6890-0910 

FAX+81-(0)3-6864-0910

E-mail: merossummer@qto.co.jp
午前中は日本語の授業。午後は日本文化とART&DESIGN 体験、
そして週末のショートトリップ。夏の東京・池袋で充実した短期留学。

Japanese language lessons will be held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students get 
to experience Japanese culture and art & design.On weekends, students can enjoy 
short trips.A short term course in summer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enjoy Tokyo.

上午是日语进阶课程，下午体验日本文化和 ART & DESIGN，周末去短程旅行。
今年夏天在东京・池袋有个充实的短期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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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cuisine, French cuisine, Italian cuisine, Chinese cuisine, Western confectionery, Japanese confectionery and bread-making. In Tsuji Culinary Group, students can learn 
these generally or professionally. For the curriculum, practices and trainings are prioritised and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basics while using the facilities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used by the professionals. Plus,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Group has produced approximately 140,000 graduates so far. With all the achievements and network, we gain trust and 
reliance from the F&B industry. Every year, we have many foreign students besides those from Korea, Taiwan andChina studying here.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Tel: 0120-24-2418　E-mail: ryugakusei@tsuji.ac.jp 
Web: www.tsuji.ac.jp/en　Facebook: fbcom/tsujicho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240 / 2,184
countries and areas : Korea, Taiwan, China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3year 5,090,000 yen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1,916,000yen included)

2year 3,790,000 yen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1,916,000 yen included)

1year 2,170,000 yen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2,170,000 yen included)

School Fees

The excitement of experiencing at 
first hand what I'd seen on television.
I became interested in confectionery 
p r e p a r a t i o n  s i n c e  w a t c h i n g  a 
Japanese drama series, "Antique", 
which was shown on T V in Taiwan. 
I  real ly wish e d t hat I  could make 
desserts like the ones I saw on TV! I 
later found out that those beautiful 
and unique desser t s appearing in 
the program were the creations of 
teachers at the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Group. It took no time at all for me to 
decide to enroll in the Tsuji Institute 
of Pâtisserie. I have made the change 
from consumer to producer! I never 
realized the complexities of sweet 
confectionery that makes everyone 
happy! Ever ything I learn at school 

now is so fascinating and new to me 
that I enjoy learning immensely.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lessons dealing 
with Japanese confec tioner y and 
bread. In the future, as a producer of 
memorable confectionery, I would like 
to offer people moments to remember.

Lin Yun Jie(Taiwan)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Regular Confectionery Hygiene Master course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 Japanese cuisine, French cuisine, Italian cuisine, Chinese cuisine )

● Advanced Culinary Arts and Management Course ( 3years )

● Culinary Arts and Management Course ( 2years )

● Regular Course ( 1year )
 Culinary class
  Career class

 Double master class
 Culinary class-study abroad in France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 Western confectionery, Japanese confectionery and bread-making )

● Confectionery Arts and Management Course ( 2years )

● Regular Course ( 1year ) 
 Confectionary class
 Double license class

 Confectionary class-study abroad in 
France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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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TAIWAN

CHINA

Other

OSAKA AB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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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no/Setagaya/Shinagawa/Higashi-nakano

Tokyo Technical College has 10 specialized departments in 4 campuses in the center of Tokyo. It was established in1969.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ogram was started in 1975. 747 graduates 
from 43 countries were working in the compan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The students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get jobs in Japan and apply for an engineer, specialist in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s visa. The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get the job in famous Japanese companies after studying in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collaborated with industrial companies(the 
“Practical Vocational Specialist Training Curriculum” certification from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kyo Technical College
NAKANO FB : fb.com/terahouse.n　SETAGAYA FB : fb.com/terahouse.s　SHINAGAWA FB : fb.com/terahouse.ss　HIGASHI-NAKANO FB : fb.com/terahouse.h

Tel : 0120-1969-04 ( Japan )  +81-3-3360-8855 ( Oversea )　E-mail : info@tera-house.ac.jp　Web : www.tera-house.ac.jp

227 / 1,126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South Korea, Taiwan, Vietnam, Myanmar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mission fee : 290,000 - 300,000 yen
Tuition fee : 980,000 - 1,040,000 yen
Other fees : 94,580 - 113,380 yen

※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ship available. 
　Please contact for more information.

School Fees

［SHINAGAWA Campus］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1st Class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 Harley-Davidson Course

The Schools marked with " ※ "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obtain a 
visa for evening class. Only applicabl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obtained a long-term resident visa.

Tokyo Technical College

［NAKANO Campus］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1st Class 

● Automotive Engine Maintenance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SETAGAYA Campus］

● Advance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1st Class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 Mercedes-Benz Course

● Automotiv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 Evening session ) ※

［HIGASHI-NAKANO Campus］

● Architectural Director ● Architecture

● Interior Architecture ● Game Programming

● Data Processing ● Web Visual Creator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Biotechnology

● Architecture（ Evening session Architect Course ） ※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is a school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demand from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provides foreign students an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them 
to study together with Japanese students and every year, many foreign students have foun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e tourism as well as bridal industry. Besides that, 
the school also has staffs that are in charge of foreign students,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ir everyday life. Learn at Trajal and find your dream career in tourism and bridal 
industry.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Tokyo Bridal College
Facebook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 www.facebook.com/trajaltokyo　Tokyo bridal College : www.facebook.com/tokyobridal
Tel: 03-3360-2801　E-mail: ryu@trajal.ac.jp　Web : http://trajal.jp

● Tourism ● Hotel

● Cabin Attendant ● Ground Staff

● Ground Handling ● Theme park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 Bridal

Tokyo Bridal College

55 / 696
Countries and Areas : South Korea, China, Taiwan, Vietnam, Mongolia, 
Thailand, Nepal, Malaysia, Indonesia, Germany, Uzbekistan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198,000 yen
2nd Year ： 1,198,000 yen
the same for all courses

School Fees

・Discount on tuition fee system for foreign students
・Scholarship system for obtaining qualifications
・Special scholarship program

Scholarship

 ホスピタリティツーリズム専門学校　 東京ブライダル専門学校

OSAKA ABENOTOKYO NAKANO SHINAGAWASETAGAYATOKYO NAKANO

I came directly from China to attend 
To k y o Te c h n i c a l  C o l l e g e s o t h a t 
I  was able to lear n about inter ior 
a r c h i te c t ur e .  In t h i s co l le ge ,  t h e 
classes provided here are dif ferent 
from those in China; they are all carried 
out carefully and there are plent y 
of practical classes. For off-campus 
learning, we had been to 26 companies 
a n d  s h o w  r o o m s  a n d  I  m a n a g e d 
to lear n about the cur rent topic s 
in Japane s e inter ior archite c ture 
industr y. Besides that, I also got to 
master various types of skills that will 
be helpful for work such as skills for 
making furniture, using CAD, 3DCG and

 creating animation. After I graduated, I 
am working for a Hong Kong office of a 
Japanese company. I hope that I make 
good use of all the skills that I learned 
in the school so that I will contribute to 
society in the future.

Lian Zhao Xia (China)
HIGASHI-NAKANO CAMP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 Architecture, graduated in 2013

I chose to enroll to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 ism college to s tud y the 
excellent service of Japanese airlines. 
With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coming 

up in 2020,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come to Tokyo and I want to be among 
the staff who greets them to Japan 
f irst . With ver y high-level classes, 
trajal gives me the chance to polish 
up my Japanese and prepares me for 
the tough process of job-hunting that 
is common in japan. While acquiring 
specific skills and knowledge needed 
for working at the airport, I als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Japanese manners 
and also have the chance to study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a great variety of 
customers. If you aspire to work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 definitely 
recommend Trajal Hospitalit y and 
Tourism College!

Helena Cara Eickhoff ( Germany )
Airline Department

KOREA 20

14

TAIWAN 10

CHINA 11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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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okyo School of Business, there are courses for various fields available including business management, advertising, IT, pet business, mass communication, sports 
business, fashion and many more. The school also provides foreign students with thorough support for job-hunting, studies, and business establishment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graduate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anything.Not only that, it also offers beneficial classes fo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Japanese language. So 
come and join Tokyo School of Business and learn all the skills needed to be a part of the work society!

Tokyo School of Business
Address : 1-56 Yoyogi, Shibuya-ku, Tokyo　Tel : 0120-65-6006/+81-3-3370-2224　E-mail : info@tsb-yyg.ac.jp　Web : www.tsb-yyg.ac.jp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tsb.fs　LINE : ＠ tsb-yyg　Weibo : weibo.com/adachigakuen  

106( 2017 )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Korea, Taiwan, Hong Kong, Vietnam, 
Russia, France, Sweden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247,000 yen
2nd Year ：1,292,000 yen

School Fees

Department

● Pet Business 
　Trimmer 　Dog trainer
　Pet nursing 　Animal therapy
　Dogs and cats

● Publ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General publication editing 　Fashion publication editing
　Sports publication editing 　Anime & voice-acting publication editing
　Entertainment-producing

● Sports Business
　Sports business 　Sports marketing 
　Event production

● IT Business
　Programmer Mobile application

● Office Business
　Business computing 　Business license
　Secretary 

● Shop Business
　Miscellaneous goods business 　Shop management

● Business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 marketing
　Global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e

● Fashion Business
　Fashion stylist 　Apparel shop staff

● Flower Industry Business
　Flower coordinator  　Bridal flower
　Flower shop

● Pet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4 years)

● Medical business course
　Medical work & secretary 　Medical & welfare service

Plenty of practical classes are available that encourage work production in groups! Enhance communication skills, cultivate sensitivity and master the skills needed to be 
active in the industry. Students can learn and acquire useful skills for their career such as skills for game production, 3DCG video, CG, and many more. One of the specialties 
of Tokyo Net Wave is the small-group classes. Students can immediately ask for help and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the class.Besides that,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events and improve their skills while still at school. Even after graduation, the school offers help for career and job-switching.

Tokyo Net Wave
Address : 1-8-17, Sendagaya, Shibuya-ku, Tokyo　Tel : 0120-65-6226　E-mail : info@tnw.ac.jp
 Web : www.tnw.ac.jp　blog : gaotnw.blog20.fc2.com　Sina weibo : weibo.com/adachigakuen

Department

● Game Department
 Game writer
 Game planning
 Game illustration

 Game 3DCG
 Game programmer
 Game sound

● Animation Department
 General animator
 Hybrid animator
 CG animation

 Animation voice-acting
 3DCG & VFX
 Animation sound

Since A pr il  2017, the Game Creator Depar tment and A nimation 
Department from Tokyo Designer Gakuin College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gether with courses from Tokyo Net Wave at a new school. 

175 (2017)
Countries and Areas:

China, Hong Kong, Korea, Canada, Switzerland, Norway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247,000 yen
2nd Year ：1,294,000 yen

School Fees

I was drawn to the friendly support 
s ys tem that they have for foreign 
students. I fi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knowledge that I have gained from the 
classes useful. As foreign students,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 have to go 

through hardships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things happen against your will. 
But I hope that you will not be afraid 
and give up. And instead, keep moving 
forward.

Wang Qin Ru(China)
Graduate of General Game Department

Entrance Exams

・Document screening
・JLPT 
・Interview
・Essay (Only for Advertising &Publ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Entrance Exams

・Document screening
・JLPT ＊ 1
 level of difficulty would be the same as JLPT N2
・Interview
・Essay ＊ 2
" ＊ 1":For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JLPT) in N2 or higher will be exempted from Japanese writing test.
" ＊ 2":Depending on the result of Japanese writing test, there may be a 
possibility for essay-writing to be implemented.

TOKYO SHIBUYA TOKYO SHIBUYA

During campus visit day, I heard that 
the school has a high employment 
rate, so I decided to enroll. Actually, I 
also decided to go with TSB because I 
heard from my friend that it provides 
classes and guidance for SPI, business 
manners and business-writing skills. 

I  have t h e c han ce to lear n ab o u t 
b u s i n e s s m a n n e r s a n d Ja p a n e s e 
culture and currently, I am looking for 
a job here in Japan. I am also satisfied 
with the career support that the school 
offers.

Golishev Nikita( Russia )
Business Managem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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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Visual Arts is an institute that nurtures future professionals in the entertainment and creative field such as photography, television, movie, sound and music industry. 
I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be active and take part in events, gain the real work experience at professional sites, and enhance their skills. Not only that, the curriculum includes 
collaboration projects with various enterprises, work produc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proper event production. With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work style similar to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On top of that, they are also able to acquire the skills needed working in the field as professionals.

Tokyo Visual Arts
Tel : 0120-64-6006/+81-3-3221-0202 　E-mail : info@tva.ac.jp　Web: www.tva.ac.jp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TokyoVisualArtsCollege   www.facebook.com/TVAForeignStudentRoom   LINE: ＠ tva1963

98（2017）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Taiwan, Korea, Indonesia, Sweden, Hong 
Kong,  Thailand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397,000 yen
2nd Year ：1,384,000 yen

School Fees

Department

● Photography
 General photography Cameraman 
 Photography expressions

● Broadcastin
 General program Planning and representation
 Production techniques

● Movie
 General film Film directing
 Film technology

● Mass  & Visual Communication
 Publishing & Web Imaging art

● Special Effects Make-up
 Special effects make-up Video & stage make-up
 Molding & figurine-making

● Sound & Concert
 Technical Music business

● Sound Creator
 Composition and arrangement Recording engineer 

● Actor & entertainer
 Stage actor  Entertainer 

● Dance
 Dance performance

● Musician
 Vocal  Guitar 
 Bass Drum 
 Keyboard

-Learn everything about the tourism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two years!
The main goal of 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 is to nurture and produce future professionals in tourism and service industry. It offers thorough career support for its students.
The school is equipped with facilities similar to those used at professional sites and students can acquire skills through training programs. Not only that, guidance and 
support are also provided for qualification acquisitions which will be useful for students’ future career.

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
Address : 3-21, Ichigayatamachi, Shinjuku-ku, Tokyo　Tel : 0120-62-6006/+81-3-3235-2228　Web : www.tit.ac.jp
E-mail：info@tit.ac.jp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foreignstudentsteam.tit　Weibo: weibo.com/adachigakuen  

297( 2017 )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Taiw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Vietnam, 
Thailand, Philippines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365,000 yen
2nd Year ：1,414,000 yen

School Fees

Department

● Bridal
 Wedding planner Bridal hair-make 
 Bridal flower Dress coordinator
 Event producer

● Hotels
 Hotel  Theme park hotel
 Bartender Restaurant & sommelier
 English service Hospitality business 

● Railway Services
 Railway service Maintenance 

● Travel
 Travel  Tour conductor
 Travel planner Travel counter
 Overseas travel Domestic travel
 Event & sports Visit Japan

● Airline Services
 Cabin attendant  Ground staff
 Ground handling English for airline

● Funeral Director
 Funeral Director

● Café Services
 Pattisier  Barista 
 Café business

● Tourism
 International tourism service Japanese-Chinese interpreting
 Japanese-Korean interpreting Asia- Japanese Language 

 - Study abroad 
 Travel Hotel
 Bridal Airline

TOKYO CHIYODA TOKYO SHINJYUKU

In 2006, he released a photo book 
called “Super Stars” featuring 300 
famous people from Asia for charity 
purposes for the victims of the tsunami 
caused by Sumatra ear thquake. In 
2012, his “Love & Hope” photo book 
released in 2011 fo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 thquake won the “ME TI 
Ministr y Award” for adver tisement 
categor y at APA Award 2012. While 
studying at Tokyo Visual Arts, I took 
p le nt y of  p i c t ur e s e ve r y day a n d 
that was the star ting point for me 
as a photographer. The school has 
a surrounding that of fers freedom 
to students and it is a place where 
everyone can continue to challenge 
new things. During my time, it was a 
generation of film camera. But now,

 
all the cameras are digital and you 
can take as many pic tures as you 
want. So make a good use of the great 
environment and make sure to take 
plenty pictures.

Leslie Kee （Singapore）
Photography Department 

I am very thankful to the teachers at 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 because they 
gave me plenty of advice. Currently, I am working at JTB which is also the 
company that I want to work for the most. My job allows me to use my language 
skills and I feel very satisfied.

Wibowo Bobbie(Indonesia)
Graduate of Travel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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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 TDG nurture real designers with skills in various fields.
At Tokyo Designer Gakuin College, there are a total of 9 departments and 45 courses available including graphic design, illustration, game, manga, interior design, product design 
and fashion design. While at school, students can take part in various events and competitions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using their acquired skills. Besides that, they are free 
to choose their favorite elective classes. With that, they have the chance to strive to be the designer they desire to be.

Tokyo Designer Gakuin College
Tel: 0120-62-6006/+81-3-3294-2834   E-mail: sol@tdg.ac.jp　Web: www.tdg.ac.jp   
Facebook: www.facebook.com/foreignstudentsteam.tdg   Twitter: @TDG_official   LINE: @tdg1963   Weibo: weibo.com/adachigakuen  

348( 2017 )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Taiwan, Korea, Hong Kong, Thailand, Italy, Russia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st Year ：1,347,000 yen
2nd Year ：1,364,000 yen

School Fees

● Interior Design
 Interior design
 Interior coordination

 Shop design
 Space production design

Department

● Graphic design
 Graphic design
 Illustration design
 Advertisement design

 Magazine editing design
 Web design
 Character design

● Visual design
 CG
 3DCG

 VFX
 Motion graphic

● Manga
 Manga
 Digital manga

 Manga story

●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Comic illustration
 Digital illustration
 Game illustration

 Media illustration 
 Character & figurine illustration
 Fashion illustration
 Picture book creation

● Product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Goods design
 Furniture design

 Toy design
 Car design

● Architectural Design
 Architectural design  Housing design

● 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Fashion styling 

 Fashion business

● Make-up Design 
 Make-up design
 Nail art 

 Body make-up design

This is the first cooking school ever in Japan that emphasizes on Japanese cuisine and sushi. Here, student will learn about the basics of Japanese cuisine and sushi in the 1st year and practices are held in 
small-sized classes where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give thorough guidance according to each student’ s skill level and originality. Besides that, they will also learn about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origin of Japanese cuisine. Practical cultural classes including those for ‘Japanese confectionery’ , ‘soba’ , ‘Japanese sake’ , ‘fermentology’ , ‘soy sauce’ and ‘Japanese tea’ will be 
carried out as well. Here, students are trained and nurtured to be future professional cook who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at Japanese cuisine or sushi restaurants either in Japan or overseas.

Address : 2-30-14 Ikejiri, Setagaya-ku, Toky　Tel：0120-040-399　E-mail：info@sushi-tokyo.jp　Web：sushi-tokyo.jp

● Sushi Chef Course (2 years)
 While nigiri sushi which became popular in Edo is the main focus, students can 

  also learn about all kinds of sushi including makizushi, chirashizushi and many  

 more. Master different techniques such as boiling, pickling as well as broiling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ingredients and aim to be a professional who can  

 be actively involved around the world.

● Washoku Chef Course (2 years)
 Learn the basics of cooking technique for Japanese cuisine including 5 flavors  

 (sweet, spicy, salty, bitter, sour), 5 colors (red, blue, yellow, white, black) and 5  

 techniques (grill, boil, steam, fry, raw) which can help one to adapt himself/ 

 herself to meet the needs of menus suitable for every season.

● Advanced Chef Course (1 year)
 After finishing the 2-year course, students can continue studying in this 1-year  

 course. Learn advanced skills related to Japanese cuisine and sushi as well  

 as acquir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o be a practical chef through trainings at  

 restaurants and consumers’ research.

Course

1st year, College of Japanese Cuisine, similar for both Washoku 
Chef Course / Sushi Chef Course
Entrance fee : 100,00 yen
Tuition fee : 1st semester: 375,000 yen, 
  2nd semester: 375,000 yen
Training fee : 1st semester: 225,000 yen, 
  2nd semester: 225,000 yen
Facility expenses : 200,000 yen

School Fees

Capacity: 90 students
Washoku Chef Course: 60 students, Sushi Chef Course: 20 students
China, Korea, Taiwan, Mongolia, Russia, Canada, V ietnam, 
Indonesia, Myanmar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Scholarship for foreign students : 300,000 yen
・ Exemption for honor students (foreign students) : 
 400,000 yen x amount of years at school (maximum: 2 years)

・ Legacy scholarship: 100,000 yen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inquire the department of entrance   
 consultation (TEL：0120-040-399).

Scholarship

Wen Shu Qi （China）
Sushi Chef Course, 1st year

Of course, the curriculum that allows 
us to learn only Japanese cuisine 
is appealing, but it is also really 
nice that the school building is new 
and clean, though it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I’ m 
the 2nd generation student. I’ ve 
been told by my friend who studies at 

another cooking school that I should’
ve gone together, but I feel like I’ ve 
enrolled to a school that I can be 
proud of. Previously, I studied at a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in Osaka 
but I’ m so glad that I’ m able to 
encounter a school like this in Tokyo!

Tokyo College of Sushi and Washoku
TOKYO SETAGAYA TOKYO CHIYODA

While still studying in TDG, she created 
a blog called “Nordic Girl Åsa Discovers 
the Mysteries of Japan” and it gained 
the number one spot for the genre 
r anking. Cur rently, her wor k s are 
being released in the form of comic 
books under Kadokawa. Due to the 
popularit y, it has been conf irmed 

that her comics will be reprinted. “At 
TDG, the elective classes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get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with different 
things. It is an amazing school that 
allows foreign students to learn well. 
The skills that I have learned are still 
very useful for me as a freelancer.

Åsa Ekström ( Sweden ) 
Graphic Desig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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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advocates the idea of new science technology called ‘comprehensive communication science’ which is a type of idea that encourages smoo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s, objects, society and nature as well as to aim to overcome the consensual that exists in society. In order to nurture future members of society who can shoulder the creation of such idea, 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adapts a curriculum in which students can learn a wide range of basics related to the field in the beginning and proceed to gain practical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crea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Graduate 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 aims to nurtu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o mastered a wide range of deep scientific cogitative skill, ethics, sociality & 

internationality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skill through the unique educational research provided.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Address :1-5-1 Chofugaoka, Chofu, Tokyo 　E-mail: open-camp@office.uec.ac.jp, iso@office.uec.ac.jp　Web: www.uec.ac.jp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cs

●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Networking Engineering

●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Engineering 

●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Graduate 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Engineeringc

● Cluster I (Informatics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 Cluster II (Emerging Multi-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

● Cluster III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Engineering

School Fees
Graduate / Undergraduate School：
Entrance fee　 282,000 yen
Ttuition fee　Beginning / Second Each　 267,900 yen

Research Student Program：
Entrance fee 84,600 yen
Ttuition fee　Each semester 178,200 yen
※ Research Student Program for undergraduates 
Research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study in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under their academic supervisor's guidance. The enrollment is June 
and December,　for the beginning in October and April, respectivel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our website.

Ly Seam (Cambodia)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Faculty of Informatics 
and Engineering (Previous Organization)

I am currently a third-year student 
attending the Electronic Engineering 
Progr am in the depar 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I have enrolled 
in UEC as a transfer student from 
Kure National College in Hiroshima. 
Compar ing with the s y s tem in 
college, UEC offers students a wider 
choice of lecture courses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study their most 
interesting and significant lectures 
for their majors. Thanks to this 
system, I can choose more subject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my research in 
my final year.

275/ 4,957   ( As of May 1. 2017 )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Mongolia, Korea, Vietnam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87

157

14

17

Other

CHINA

KOREA

MONGOLIA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was first founded as Teikoku Art School in 1929 and was then designated into a university in 1962. Soon, it will celebrate its 90th anniversary. As one of the largest 
art universities in Japan, it has been receiv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open arms since establishment and today, they make up almost 10% of the overall number of students there. While 
continuing to expand its network with many famous art universities worldwide, the institute engages in a wid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at is one of the charms of MAU. It is also the 
only art university selected for “Go Global Japan” project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Address : Takanodai Campus 1-736 Ogawa-cho, Kodaira-shi, Tokyo
Tel：042-342-6995　E-mail：nyushi@musabi.ac.jp（Only Japanese）  Web：www.musabi.ac.jp

 -Department of Japanese Painting
 -Department of Painting (painting course/printmaking course)
 -Department of Sculpture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Interior and Craft Design
 -Department of Scenography, Display and Fashion Desig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of Science of Design
 -Department of Imaging Arts an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Arts Policy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Design Informatics

●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4 years)

Undergraduate Schools

Master's Degree Program (MA/ 2 years)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PhD/ 3 years)

● Fine Arts Course
 -Japanese painting
 -Painting
 -Printmaking 
 -Sculpture
 -Science of Art and Design
 -Arts Policy and Management

● Design Course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dustrial, Interior and Craft Design 
 -Scenography, Display and
  Fashion Design
 -Architecture 
 -Science of design
 -Imaging Arts and Sciences
 -Photography
 -Design Informatics

● Studies in Production of Art

● Studies in Design and Configuration

● Studies in Theory and History of Art and Design

Graduate Schools

College :   1,904,500 – 1,940,500 yen
 (including entrance fee of 360,000 yen for the first year)
Graduate Schools :  1,724,500 – 1,760,500 yen
  (including entrance fee of 180,000 yen for the first year)

School Fees

361/ 4,530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220), Korea(96), Taiwan(29) etc.
＊ As of 1st May 2017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pics
MAU plans to establish a new department called College of Creative Thin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Department of Creative Innovation in April 2019. The new department 
expands into a field that unites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while mainly 
focusing on ‘creative thinking’ . Students will learn at a new campus in the heart 
of Tokyo (scheduled to be established in April 2019) in their 3rd and 4th year. 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university’ s homepage. Please make sure to 
periodically check for new updates.

3 fields that help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Enhancing arts and 
design knowledge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Creativity 

Practicing business in an innovative generation.

Business

Understand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create 
future society.

Technology

art
×

innovation

natural science
×

innovation

social science
×

innovation

TOKYO CHOFU TOKYO KICHIJOJIKODA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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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e/schedule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for 2017 will be released on 
our school's website.　www.joshibi.ac.jp/admission

Joshibi was founded in 1900 with the aim to "empower the self-reliance of woman through the arts,"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and "produce women teachers in the 
arts." After 118 years, Joshibi is still dedicated to producing distinguished female creators through quality education at two campuses; one in Sagamihara, in the suburb of Tokyo, 
and one in Suginami,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Both are well equipp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lents, skills, and possi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Joshibi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Tel: 042-778-6123　E-mail: prs@venus.joshibi.jp　Web: www.joshibi.ac.jp/english　facebook: www.facebook.com/JOSHIBIofficial
 Suginami Campus : 1-49-8 Wada,Suginami-ku, Tokyo　Sagamihara Campus : 1900  Asamizodai,Minami-ku,Sagamihara,Kanagawa

203 / 2,402 (2017)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Taiwan, Korea, Malaysia, Cambodia, 
 Indonesia, Swed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1,707,430 〜 1,735,430 yen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1,034,620 yen
　Joshibi University ( 4 Year ) 1,937,360 〜 1,966,360 yen
　Joshibi College ( 2 Year ) 1,829,930 yen

School Fees

● Fine Arts Course

 Master’ s Degree Program
 Fine Arts
 Design
 Art and Culture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Fine Arts
 Design
　 Art and Culture

Art and Design

● Fine Arts（ Sagamihara campus ）

● Design and Crafts（ Sagamihara campus ）

This department does not only pursue expressions and skills, but also help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dea and lineage behind every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creates new expressions for fine arts.

- Oil Painting and Printmaking
Focusing on pictorial expressions as  the base,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oil 
paintings, stereoscopic pictures,  visual media and illustrations.

- Japanese Painting
Learn about the tradition, skills and materials related to Japanese paintings and 
pursue the modern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paintings.

- Sculpture
Crossing the framework of sculpturing, students study solid freeform fabrication 
using  materials such as clay, wood, metal, stone and papers.

- Art Education
Learn the theories of art education and nurture future art teachers with great 
practical skills.

- Art and Culture
Students will study art on a theoretical level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rt 
theory and practice, chromatics and visual science, and art history. To understand 
art and culture inside and outside of Japan, Japanese historical arts study trip and 
overseas study trip ar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his depar tment nur tures student s’ planning skills , expression skills and 
imagination that help in product-making from various point of view.

- Visual Design
Learn about graphic designing, advertising, pictures, editing, web, animation and 
packaging.

- Product Design
Learn about designing and planning of furniture, stationeries, illumination, 
accessories, miscellaneous goods and many more.

- Environmental Design
Urban are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rior, display and illumination- learn designing 
for both exterior and interior features.

- Textiles,Ceramics and Glass
After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basics of techniques of dyeing, weaving, embroidery, 
pottery and glass materials, students will then move to the next step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specialized field.

Graduate Schools

Joshibi University ( 4 Year )

● Cross-Disciplinary Art and Design（ Suginami campus ）
This department helps to nurture future creative professionals who can make a good 
use of all the specialties from 4 different fields and collabor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correspond as well as operate in a new community.

- Media Art and Design
Learn about videos, animations, web, graphic designing, games and  characters with 
the help of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 Art and Design for Healing
With healing as the main purpose, learn about picture books, characters,  soft toys, 
toys, mural, space designing, CG and many more.

- Fashion and Textile
Acquir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fashion as well as textile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about planning, designing, production and also presentation.

- Art Produce and Museum Studies
Students learn the techniques involved in producing exhibitions in a variety of art 
fields, such as visual art, music, and video.

● Art and Design（ 2 Year ）

● Postgraduate Program（ 1 Year ）

 Fine Arts Course
 Design Course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in freshman year, students are given the freedom to choose 4 
subjects out of 18 practical subjects. The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elect either one 
of the courses available for specialized study during the second semester. Students 
who graduated from Joshibi college may continue their studies either as a student of 
one-year postgraduate program or a third year student of Joshibi University.

Joshibi College ( 2 Year )

Entrance Exams

- Knowledge into Action -  Chuo University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885 as the English Law School and in 2015 it celebrated its 130th anniversary.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on 
the spirit of “Fostering the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to Practice,” and we aspire to providing practical education that helps young people meet the demands of today's global 
society. With several campuses in and around Tokyo, Chuo University offers unique and divers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with the committed faculty members dedicating to the 
Chuo motto of “knowledge into action.” 

Chuo University
Tel: 042-674-2144　E-mail: chuo-i@tamajs.chuo-u.ac.jp　Web: global.chuo-u.ac.jp/english/

● Law ● Economics

● Commerce ● Policy Studies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Letters

Graduate Schools

● Law School ● Business School 

ProfessionalGraduate Schools

● Law ● Economics

● Commerce ● Policy Studies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Letters

Undergraduate Schools

806/ 24,880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Korea, Taiwan, Hong Kong, France, 
 Malaysia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Law, Economics, Commerce, Letters 927,900 ye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305,700 yen
　Policy Studies 1,148,800 yen
Undergraduate School
　Law, Letters 1,262,300 yen
　Economics 1,277,300 yen
　Commerce 1,280,300 ye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803,000 yen
　Policy Studies 1,587,200 yen
※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240,000yen included)

More info : www.chuo-u.ac.jp/admission/fees/faculties/

School Fees ( 1st )

You Shouqiang(China)
Faculty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order to become a capable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I decided to 
join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in Chuo 
University. The school environment 
that features freedom, the effort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ruth and 
the active communication are what 
make this place charming. Besides 
being able to learn about economics, 
we are also able to join internship 
programs as well as company visits. If 
you study here at Chuo University, not 
only will you be closer to your dream, 
you will also have the chance to gai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TOKYO KANAGAWASUGINAMI SAGAMIHARATOKYO HACHIOUJI BUNKYOU SHINJYUKU

CHINA 554

HONGKONG 23

KOREA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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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1880, Hosei University holds a history of 138 years. With 15 faculties, 38 departments, 15 graduate school courses and two professional schools, the university offers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fields which include arts and science. As the students there vary in person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fellow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valu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Hosei University has always been active in welcom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as of today, it has gathered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has produced graduates in various fields.

Hosei University
E-mail：kokusain@hosei.ac.jp　Web：www.hosei.ac.jp Ichigaya campus : 2-17-1 Fujimi, Chiyoda-ku, Tokyo
Tama campus : 4342 Aiharamachi, Machida-shi, Tokyo　 Koganei campus : 3-7-2 Kajinocho, Koganei-shi, Tokyo

● Faculty of Sustainability Studies

● Faculty of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 Faculty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Career Studies

● Faculty of Global and InterdisciplinaryStudies(GIS)

● Faculty of Sports and Health Studies

● Faculty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 Facul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Faculty of Bioscience and Applied Chemistry

After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my home country, I came to Japan to 
further my studies.Among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I was drawn to Hosei 
University. So, I spent a year studying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I  m a n a g e d  t o  p a s s  w i t h o u t  a n y 
problems.Currently, I am a 4th year 
student and in these 4 years, I was able 
to learn a lot and widen my horizons.
This department does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lessons, it also provides 
students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conduc t inter views. Therefore, 
you get to practice and also master 
the knowledge that you have gained 
related to media.Besides that, this uni

versity also offers tuition exemption 
and schola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s t u d e n t s ,  h e l p i n g  t h e m  w i t h 
their college l i fe.Tama C ampus is 
s u r r o u n d e d  b y  n a t u r e ,  a l l o w i n g 
student s to relax and grow. Other 
c a m p u s e s  s u c h  a s  I c h i g a y a  a n d 
Koganei Campus also have their own 
charms.So, why not spend your days 
having fun here at Hosei University? 

Wang Chen Yu(China)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884 / 29,494
Nationalities : China, Korea, Taiwan etc. ( As of May 1. 2017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 Doctoral course )
 1st year : 660,000 - 1,040,000 yen
 From 2nd year on : 460,000 - 840,000 yen
Graduate schools ( Master’ s course )
 1st year : 790,000 - 1,190,000 yen
 2nd year : 590,000 - 990,000 yen
Undergraduate faculties
 1st year : 1,280,000 - 1,843,000 yen
 From 2nd year on : 1,040,000 - 1,603,000 yen

School Fees ( for 2018 )

●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 Graduate School of Law ●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s

● Graduate School of Sociology

●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Well-being Studies

● Graduate School of Regional Policy Design

●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Governance

● Graduate School of Career Studies

● Graduate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Institute for Solidarity ・ based Society

● Graduate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Studies

● Law School

● Graduate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Graduate Schools

Undergraduate Schools

● Faculty of Law ● Faculty of Letters

● Faculty of Economics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Facul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ー Welcome to “ The academy of freedom”
Rikkyo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874 as Rikkyo School by Bishop Channing Moore Williams, a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Nearly 140 years later, Rikkyo 
University’ s system of education, which was modeled after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liberal arts college, has focused on “the education based on Christian values” b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 Deo et Patria(for God and country).

Rikkyo University
Address : Ikebukuro Campus 3-34-1 Nishi-Ikebukuro,Toshima-ku, Tokyo　 Address : Niiza Campus 1-2-26 Kitano,Niiza-shi, Saitama 
Tel: +81-3-3985-2208　E-mail: kokuse@rikkyo.ac.jp　Web: www.rikkyo.ac.jp 

● Christian Studies ● Art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Economics ● Business

● Science ● Sociology

● Law and Politics ● Tourism

● Community and Human Services

●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Social Design Studies

Graduate Schools

● Art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Economics

● Business ● Science

● Sociology ● Law and Politics

● Tourism 

● Community and Human Services

●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 Schools

863 / 20,481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South Korea, America, Taiwan, France,
 Germany, Australia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s ( Master’s course ) : 
　913,000 yen - 1,806,500 yen

Undergraduate schools :
　1,276,000 yen - 2,003,500 yen

School Fees ( The first year / 2018 )

In Rikkyo University, not only does my 
knowledge widen, but I also grow as a 
person. There are many outstanding 
pe ople with unique per s onalit ie s 
i n  R i k k y o  U n i v e r s i t y .  I  h a d  t h e 
oppor tunity to meet with dif ferent 
t y p e s o f  p e o p l e i n  s c h o o l  c l u b s , 
classes, events, and my days are filled 
with excitement and self-awareness 
when I interact with them. Through 

communication with not only foreign 
s tudent s , but al so with Japanese 
students that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background, I've developed a broad 
perspective and tolerance that cannot 
be learnt individually. Valuing one’ s 
individuality without building a wall 
to keep others out is an advantageous 
trait of a Rikkyo student.

Kim Sanghyup ( Korea )
College of Busines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OKYO MACHIDACHIYODA KOGANEITOKYO TOSHIMA SAITAMA NIIZA

KOREA

425

209

TAIWAN 29

CHINA

200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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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a student of Sophia Universit y 
who major 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in Faculty of Law. My dream is 
to work at UN. The reason why I chose 
Sophia is because I was impressed 
with the excellence of its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What’s great about Sophia  
is not just the fact that you can find 
plenty of well-known professors here, 
but also there are to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s many as 77 different 
countries. By studying and socializing 
with them,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my language skill has improved more 

and mor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ve 
learned a lot about one’s sense of values. 
Because of that, I now understand 
from deep down inside about how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ink and 
how they perceive certain problems. 
With globalization expanding more 
and more, understand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ll definitely be the 
core to solving various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W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thankful to Sophia University for 
providing a place for us to enjoy such an 
excell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Sophia –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Sophia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Yotsuya, literally in the heart of Tokyo. The area around the university has long been at the center of Japanes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Parliament, and the State Guesthouse as well as an array of offic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re all within easy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university. 
It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feel the dynamism of the global city of Tokyo, experience its urban atmosphere and keep up with the trends of the times.

Sophia University
Address : 7-1 Kioi-cho, Chiyoda-ku, Tokyo, 102-8554 JAPAN　Tel : +81-3-3238-4018　Web : www.sophia.ac.jp

1,593 / 13,907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Korea, U.S.A., France, Germany,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 500,000 yen -  1,600,000 yen

Undergraduate : 1,200,000 yen -  1,700,000 yen

www.sophia.ac.jp
＊ For the details, please see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Sophia University

School Fees

● Theology ● Humanities

● Human Sciences ● Law

● Economics ● Foreign Studies

● Global Studies 

● Liberal Arts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in English is available)

Undergraduate Schools

● Theology ● Humanities

● Applied Religious Studies ● Human Sciences

● Law ● Economics

●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TESOL) is taught in English

● *Global Studie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Programs marked with "*" are available in English

Graduate Schools

CHINA 696

U.S.A. 200

SOUTH KOREA 215

Others 482

Meiji University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as Meiji Law School by three young lawyers in 1881, back in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 s modern period. Since those days, Meiji has 
continued for almost 147 years as one of Japan’ s lead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But Meiji University does not simply bask in its traditions: it is an institution that is constantly 
in tune with the times and anticipates future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Meiji University has set itself the following mission. “To the World—Empower the Individual, 
Link to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In this way, Meiji aims constantly to lead the world by tackl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ening up a new era.

Meiji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http://www.meiji.ac.jp/cip/prospective/admission_exams/undergraduate.html
Graduate School：http://www.meiji.ac.jp/cip/prospective/admission_exams/postgraduate.html

1,525 / 33,449
Countries and Areas : China, Korea, Taiwan, Malaysia, America, France,
 Hong Kong, Thailand, Vietnam, et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Law ● Commerce

●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rts and Letters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griculture

● Advanced Mathematical Sciences ● Humanities

● Global Japanese Studies ● Global Governance 

● Law School ● Governance Studies

● Global Business ●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Graduate Schools

● Law ● Commerce

●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 Arts and Letter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griculture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Global Japanese Studies ●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al Sciences

Undergraduate Schools

Graduate school : 823,000 yen - 1,733,000 yen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200,000 yen included)

Undergraduate : 1,294,000 yen - 1,791,000 yen
(payment for 1st year, entrance fee of 200,000 yen included)

School Fees

CHINA 789

TAIWAN 53

KOREA 346

Other 337

TOKYO CHIYODA SHINJYUKU KANAGAWANERIMA HADANO OSAKATOKYO CHIYODA SUGINAMI KANAGAWANAKANO KAWASAKI

Zhou Chuan Qing (Chin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 Faculty of Law

Right from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Japan, I immediately fell in love with 
Tokyo: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was how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lend seamlessly together and give 
birth to a spectacular,  if  not even 
surreal atmosphere: finding an old 
te m p l e  s u r ro u n d e d  b y  f u t u r i st i c 
skyscrapers is not a rare sight at all 
here. In my opinion, being a student 
here at Meiji University is undoubtedly 
an extremely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is aspect of Japan too.
I am currently study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t Meiji, focusing 
o n  t h e m e s  s u c h  a s  i n te r c u l t u ra l 
u n d e rsta n d i n g  a n d  i n te r n at i o n a l 
cooperation. I think it is great to be 
able to study this kind of  themes 
here, because,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you can share your values and 

experiences with Japanese student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like, 
making it possible for you to acquire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broaden your 
horizons. This is the reason way I chose 
to study here.

Argiolas Roberto (Italy)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2nd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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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didn’ t want 
to put a limit on the field of my own 
future. Therefore, I chose to continue 
my studies at SILS where a wide range 
of  education is provided. Besides 
the long histor y, the university 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graduates 
who are actively involv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tudents there are blessed 
with a great learning environment. After 
joining the university, I participated 
in club activities, did some part-time 
jobs and also went travelling. All these 
activities allowed me to gain plenty of 
experiences and widen my horizon.

 With all the experiences, I was able 
to get recruited at a foreign-affiliated 
company in Japan. At Waseda, I have 
learnt a lot and I am glad that I went 
there.

Waseda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Japan and reputable in the world. Sev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have beeneducated at Waseda, and its alumni are 
widely active in various fields, not only in Japan, but also on the world stage. Waseda University has proactively opened its door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882. Currently, about 7,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enrolled from about 100 countries, which is the largest number among Japanese universities. Without a doubt, 
Waseda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ized university in Japan.

Waseda University
Address: 1-6-1 Nishiwaseda, Shinjuku-ku, Tokyo　Tel:+81-3-3204-9073　E-mail: admission@list.waseda.jp　
Web: www.waseda.jp/admission　Why WASEDA?：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Tung Yin Tung(Taiwan)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The Schools marked with " ＊ 1" offer English-based degree programs .
The Schools marked with " ＊ 2" Students can earn credits through English-based 
classes (only eligible for Doctor’ s Program) 

●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 1

● Law ● Commerce

●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 1

● Culture,Media and Society ＊ 1 

● Humanities and SocialSciences

● Human Sciences ● Sport Sciences

●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Creativ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Adavanc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 1

● WASEDA Business School ＊ 1

● Waseda Law School ● Finance, Accounting and Law

● Accountancy ● Teacher Education

● Public Management

PhD Program 736,000 - 1,163,000yen
Master’s Program 872,000 - 2,987,000yen
Bachelor’s Program 1,237,620 - 1,785,000yen

School Fees

7,156 / 50,221

Nationalities : 111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Political Science ＊ 1 ● Economics ＊ 1

● Law ＊ 1 ● Letters, Arts and Sciences

● Commerce ＊ 2

●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Creativ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Advanc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1

● Education ● Human Sciences

● Social Sciences ＊ 2 ● Sport Sciences ＊ 1

●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 1

● Asia-Pacific Studies ＊ 1 ● Japa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 Information, Productionand Systems ＊ 1

●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ngineering

Graduate Schools

Professional Graduate Schools

Undergraduate Schools

TOKYO SHINJYUKU

Why WASEDA?
www.waseda.jp/inst/whywaseda/

Visit Waseda University if you are
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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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eda University, Meiji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Rikkyo University, Housei University, Chuo University, 

Joshibi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National University,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Tokyo College of Sushi and Washoku, Tokyo Designer Gakuin College, Tokyo Visual Arts, Tokyo Institute 

of Tourism, Tokyo School of Business, Tokyo Net Wave, Traj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ollege, Tokyo Bridal College, 

Tokyo Technical College,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 TSUJI Institute of Patisserie, Nihon Kashi Senmon Gakko, Nihon 

Kogakuin College, The Naganuma School Tokyo School of JapaneseLanguage, Meros Language School

がんばる読者へ
メンバーから

「プレゼント」
付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