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學生
心聲

全日本約有 800 所大學。屬於綜合性大學的法政大學，其優勢在於學科涵蓋文科、理科以及
跨學科，學習選擇範圍之廣，從以下數字可一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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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何決定來日本留學？
我從高中開始就是日語專業，一直學習日語。高中3年時間裏我接觸到很多日語和日
本文化，就想著什麽時候一定要去日本留學。因為申請到了獎學金，所以我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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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10 年以來，日本的大學志願人數

個院系

你為何選擇來法政大學上學？
選擇大學的時候，我也曾非常煩惱。那個時候，我打工的店長向我推薦了法政大學。
他是法政大學經濟學部的 OB，向我說明了很多有關大學的事情。他人很好，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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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5 月 1 日的數據）
人數規模之多在日本也是前十大。

排行中法政大學穩居前五名。
每年大約有 90,000 人報考法政大學。
全日本約有 800 所大學。

年來到日本學習。

力又強，店裏的員工甚至老客戶都很尊重他。我也希望將來能夠成為像店長這樣的
人，所以選擇了法政大學。

每年很多考生都填報了法政大學。

Hoang 經營學部 4 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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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
（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

留學生人數（2015 實績）
※學院、研究生院和短期留學生

的數據）

課程合計

來法政大學學習後，你覺得哪些地方很棒？
我在進入法政大學學習前，先去日語學校學習了 1 年半的時間。我身邊都是些外國朋友，總是和外國朋友溝通交流，所
以不覺得自己是在國外留學。在進入大學前，我有很多的擔心，比如說 : 我是否能夠理解日語教學的內容，大學裏沒有
和自己相同國家的留學生，不知道能不能交到朋友之類的。但是進入大學後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活動小組的學長們
人都很好。學長還幫我選課，課程沒聽懂的地方，朋友會借筆記給我看，真的讓我非常感動。多虧了大家的支持，我才能
習慣自己的大學生活。針對這一點，我覺得進入法政大學學習真的是太棒了。

冊

藏書量（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數據）

入圍文部科學省所

合作大學校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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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的「超級世界級
大學（※１）」

所大學，

= Ichigaya Campus
= Tama Campus
= Koganei Campus

※全日本的約 800 所大學中僅有 37 所大學入圍
※1
提昇立足於地球村社會所需的能力及學問，
並精益求精，這就是法政大學。

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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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六大學之一。
指的是除了棒球聯賽，目前仍有各種交流的 6 所大學
。
（東京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立教大學、明治大學、法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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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外派留學生的人數
（
“大學排行榜 2016”
（朝日新聞出版發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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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留學生的
悠遠歷史

法政大學創建於 1880 年，是一所擁有 136 年悠久歷史的綜合性大學。學科涵蓋文科和理科各個方面，大學擁有 15 個院系 38 個學科，研究生院擁有 15 個
研究科，專職研究生院擁有 2 個研究科。迄今為止本校迎接了全球各地的眾多學生，也向世界各地送出了優秀的畢業生。

TOKYO

法政大學分別在本科和研究生院中，設置了全英語環境，進而取得相應學位的課程。

國際交流

法政大學自從建校以來，即積極地接受外國留學生。

豐富的英語學位課程

並率先於 1904 年開設了「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

法政大學為外國人留學生提供了各種充實大學生活的設施和活動。

私費留學的留學生可以享學費減免制度。只要符合條件，即可減免
30% 的課程費用。

法政大學正逐一增加全英語環境的課程，讓學生順利取得學分畢業並取得學位。

留學生專屬窗口服務

而且，大學針對留學生提供各類豐厚的獎學金，像是「國際交流基

學部

研究生院

國際教養學部 GIS

專職研究生院革新管理研究科專業全球 MBA

經營學部 GBP（Global Business Program。）

資訊科學與理工學研究科 IIST（Institute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法政大學設有留學生專屬的窗口，為外國留學生在生活／學習上的
提供協助，並給予建言。

即使不擅長日語，也可以在日本學習。

接受了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修完該課程的許多畢業生都回到了祖國，
在奠定日後中國國家建設的根基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為法政大學的歷史寫下燦爛輝煌的一頁。

人類環境學部 SCOPE（Sustainability Co-Creation
Programme。）

此乃是法政大學國際交流的「源流」。

間。在校内為外國人留學生與日本學生提供進行日常交流的機會。

還有更多來自全世界的外國留學生。

在東京留學的附加價值
位於東京中心地區！
法政大學市谷校區位於日本東京的中心地區。
日本現在已經成為流行文化的發源地。其中首屈一指先驅之地便是

日本的魅力

東京的秋葉原。法政大學市谷校區距離秋葉原僅 3 站地鐵，近距離接
觸新發燒的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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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的生活環境、安心安全的基礎建設

一直以來，日本不斷利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醫學知識推出領先世
界的產品，例如電動車、數位相機、光纖、人工心臟等；此外，改變了

日本爲全球知名的犯罪率低、適合居住的國家。
遺失物品大多數都能物歸原主。公共交通也能準時抵達和發車，並將

人類飲食生活的泡麵、卡拉 OK 等也同樣源自日本，努力不懈地製作
獨創的商品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觀念。

乘客安心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保險制度完善，所以生病也只需承擔較
少的負擔即可享受高度的醫療照護。對於因離開自己國家而感到不

當然，新宿、池袋、澀谷以及銀座也是 30 分鐘以內的短程近距。

就業支援

speech contest（演講比賽）

就業指導中心為希望在日本就職的外國留學生提供完善的支援。
從 1 年級開始就可以使用，因此建議大家積極使用就業指導中心
（全部免費）。

本也擁有許多世界遺產，包括有日
本精神象徵之稱的富士山，還有姬
路城、嚴島神社等。

院系

日圓

經營學部·人類環境學部

1,196,000

8,470

國際教養學部

1,272,000

10,600

可以學習到專門針對日本企業招聘時所重視的“商務日語”。
•針對外國留學生的輔導（多次）
輔導中會進行關於就職活動的注意事項、書面選拔對策及面試對
策的相關指導。
•個人面談
有咨詢師常駐，針對就職活動提供個別咨詢服務。
※過去舉辦成果

「提供各類學生協助資源。」
4

來自全球 170 個以上國家與地區的留學生

日本共有來自全球 170 個以上國家與地區、多達 18 萬人的留學生
在各個高等教育機構等就學。因此，留學生不僅能接觸日本文化，更
能與世界各國不同的文化接觸交流，視野也將更為寬廣。此外，日本
憲法保障人民信仰、思想的自由，寬容對待異己。
（摘自 JASSO 網頁）

•方便使用網路及收發郵件的綜合資訊中心
•打工訊息可透過打工訊息網搜尋
•隨時都能自習的安靜空間 自習教室
•生病或受傷時，有完善的診療所
•合理價格，菜式豐富的學生餐廳
•藏書 170 萬冊的圖書館
•3 所集訓用設施（富士研究宿舍、白馬山莊，以及有各項運動設施
的石岡綜合體育館）
•校園會員（Campus Members）可免費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

$（1USD＝120JPY）

※入學當年度需要繳納 240,000 日圓的入學金。
※2017 年度學費

法政大學的國際交流同好會會舉辦留學生演講比賽。比賽由日本人

※詳情請瀏覽首頁

留學生和外國人留學生一起準備、共同管理。由來自中國、韓國、德

※學費減免制度、獎學金制度可能會發生變動。

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參加比賽，比賽內容是以留學生活所感受
到的事物等為主題發表講演。

住房
•學生宿舍位於距離學校搭乘電車 40 分鐘的地方。入住者可享受

生活費參考
生活費 ：約 131,000 日圓 / 月

附帶早晚 2 餐（週一 ~ 週六）的獨立房間、網路連接服務及 24 小

•住宿費 ：63,000 日圓 / 月

時都可使用的淋浴設備。另外，所有的宿舍都有宿舍長夫妻常駐，

•餐費 ：27,000 日圓 / 月

為入住者提供支援服務，讓入住者可以安心生活。宿舍還會舉辦

•上學交通費 ：5,000 日圓 / 月

各種派對活動。

•電力 / 燃氣 / 自來水 ：7,000 日圓 / 月
•保險、醫療費 ：2,000 日圓 / 月

•法政大學每個校區附近設有

充實的學生協助資源

四面環海的日本四季分明，春、夏、
秋、冬均可體驗不同的自然風光。日

※有關金額和獎學金的內容等已參考 2017 年度數據

•商務日語講座

安的留學生而言，日本是可以安心居住的國家。

2 日本有「富士山」和「日本料理」等文化遺產，
以及「體貼款待」的心

法政大學中約八成的留學生都領有其中一項獎學金。

這裡還會定期舉行各種活動。

如今依然積極擴展國際交流活動的大學——「法政大學」。

世界最高水準的科學技術

金（HIF）外國人學院留學生獎學金」等。

G-Lounge（國際交流空間）
法政大學在３個校區開設了“Global Lounge”這一外語交流的空

現在，法政大學除了有來自亞洲各國的留學生，

1

學費和獎學金

３個專用宿舍和推薦宿舍。專

•興趣、娛樂費用 ：6,000 日圓 / 月
•雜費 ：21,000 日圓 / 月

用宿舍僅供法政大學的學生
•提供詳盡的入境手續諮詢
當外國留學生進入日本，需要有各國當地日本大使館或領事館發
。學生不用擔心簽證申請事宜。只要是完成法政
行的簽證（VISA）
大學入學手續的學生，法政大學即寄出「入學許可證」及「在留資

入住；而推薦宿舍也接受其

※學費除外

他大學的學生入住。為法政大

本校依據《2013 年自費外國人留學生生活實態調查》
（JASSO）

學學生提供 180 個房間。

製作而成

格認定證明書」的要求發行申請書。學生填好「發行申請書」中的
必填事項後，需再寄回法政大學。法政大學將代替學生提交給日本

1 年開銷

國內入境管理局，請求予以發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1 ～ 2 個
月後，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將寄送到法政大學，再由校方轉寄

學費 ：1,196,000 日圓（經營·人類環境）

給學生。學生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只需帶自己的護照、
入學許可證以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前往當地的日本大使館 /
領事館提出申請即可。

生活費 ：1,572,000 日圓（131,000 日圓 ×12 個月）
合計 ：2,768,000 日圓（≒＄23,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