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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概况

http://www.hosei.ac.jp/

合作大学:

215 所大学，分布于 

34 个国家和地区

藏书量:

1,746,547 册

社团和俱乐部:

200 个以上

学校历史:

135 年以上

研究生人数:

459,205 人

学部数量:

15 个
在日本排名第3位

法政大学
学生就业率:

98.8 %
学生人数:

29,494 人
日本前10位

申请入学人数: 

排名第 2 位
（2017年） 

过去十年间，
申请入学人数排名保持

日本前5位

毕业后找到工作
（截至2017年4月1日）

(截至2016年3月31日)
（截至2017年2月）

(截至2016年3月)

(2016年)

使用学费减免系
统的学生百分比为:

79 %

全球顶尖大学:
由日本政府评选

留学生人数: 

1,097 人
学部、研究生院和

短期课程的留学生总人数
(2016年)



法政大学是日本历史最悠久和最卓越的大学之一。法政大学

为留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学术课程和丰富的课余体验。

1 探索日本文化、最新科技以及世界遗产。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很多有意思的事物可供留学生体

验。留学生可在此探索体验日本特有的流行文化、最新科技

以及世界遗产。

2 学在东京都中心

法政大学的市谷校区位

于东京都中心。其他两

个校区也位于东京都

内。东京是世界上最繁

华的城市之一。在东京

学习期间，你可以参观

众多的博物馆、感受流

行文化、纵享购物和娱乐乐趣，这些都能够丰富你的课余体

验。从市谷校区乘坐电车前往新宿、池袋、秋叶原、涩谷和

银座，仅需不到30分钟即可到达。

3 安全舒适的生活

日本为留学生提供了一

个可专注于学业的安全

舒适的外部环境。日本

以犯罪率低、基础设施

先进和极为热情好客而

闻名于世。准时的公共

交通系统可以帮助人们

安全到达目的地。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可以让学生花很少的

钱即可获得先进的医疗服务。来自170多个国家的20万名留

学生正在日本的各大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因此留学生可以交

到很多好友，并愉快地与他们互动。（摘自日本学生支援机

构 (JASSO) 网站）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均位于东京都内，因此

留学生可根据需要轻松前往。

4 负担得起的学费和多种多样的经济支援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的大学学费相对较低。与其他国家

相比，面向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的奖学金计划和学费减免计

划，其覆盖范围更广。

历史与传统
1 拥有135年以上的悠久历史

法政大学成立于1880年，现已将其文理学术领域划分为15

个学部和38个学科，15个研究生院以及2所专职研究所。所

有教学计划均已获得日本政府的认可。

2 全球化大学

法政大学早在1904年便已开始接受部分中国学生，为他们

制定了短期学习计划，这一举措远远早于其他大学。如今，

法政大学已成为“全球顶尖大学计划”*的一部分，并接受

1097名留学生攻读学位课程以及学生交流课程。合作大学

的数量达到215所，分布在34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顶尖大学计划”是一个由政府发起的专案，向日本精选出的37所大学提
供优先支援和资助。

留学生的教育与支援
3 英语授课学位课程

法政大学开设了多个以英语授课的学位课程。此外，攻读这

些课程的留学生在获得英语学位同时，还可以学习日语。法

政大学的英语教学课程包括：

学部课程

-GIS（国际文化学部）

国际文化学部

-GBP（全球商业课程）

经营学部

-SCOPE（可持续社会共创课程）

人文环境学部

-IGESS（国际经济学及社会科学课程）

研究生院课程

-全球 MBA

革新管理研究科

网址：http://www.im.i.hosei.ac.jp/gmba/

-IIST（综合科学技术研究所）

信息科学及理工学研究科
有关英语授课学位课程的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QR Code)。▶▶

日语课程 (JLP)

对于渴望学习日语的留学生，法政大学专门

为非日语母语的非正式学生开设了日语课程 

(JLP)。
有关JLP的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QR Code)。▶▶

4 就业支援

法政大学的留学生可以利用就业中心提供的广泛的免费支援

来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

-商务日语课程使学生能够提高商务日语能力，这是日本公司

在招聘活动中优先考虑的能力。

-留学生指导提供重要的建议，以帮助学生进行资料审查和参

加招聘面试。

-辅导员以个人的、一对一的方式提供求职咨询。

这些支援有助于学生在招聘活动中取得成功。法政大学留学

生在2017年入职的日本知名公司包括：东丽株式会社、株式

会社IHI、新日铁住金化学株式会社。

5 国际交流计划

为丰富留学生的校园体验，法政大学为留学生提供各种教学

设施和活动。

-留学生顾问和留学生支援者可帮助留学生适应在法政大学和

日本的学习生活。

-国际交流空间 (G-Lounge) 分布于三个校区，通过许多不同

类型的活动，为留学生提供使用除日语之外的其他语言进行

沟通的机会。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轻松交谈，结

交朋友。

-法政大学国际俱乐部与留学生携手

举办多种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有很

多留学生参加的日语演讲比赛、参

加烟火大会、观看六强大学棒球联

赛以及其他众多活动。

6 住宿

从校外宿舍搭乘电车前往各个校区需要约40分钟。住宿学生

可享受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早餐和晚餐服务、

并可随时享受单间、室内网络连接和淋浴。

学生可以向宿舍管理员提出问题或顾虑，还

可以在宿舍里举办派对和其他活动。
有关住宿的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QR Code)。▶▶

7 其他支援和设施
• 电脑和网络中心便于学生们上网和收发电子邮件
• 在线提供兼职工作信息
• 自习室可让学生们在安静氛围中学习
• 校内健康诊所可提供医疗护理
• 餐厅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各种菜肴
• 图书馆拥有170万册藏书
• 两处校外活动设施（富士研讨中心和可进行各种体育活动

的石冈综合体育设

施）
• 校园会员计划可为

法政大学的学生提

供多个博物馆的免

费入场券
• 全面协助办理签证

相关手续

学费、奖学金和预估生活费
8 学费减免制度以及奖学金

各年级符合条件的本科生获得学费减免的额度如下所示：

第一年可获得30%的学费减免。

第二、三、四年可获得20%至40%的学费减免，具体额度取

决于学生的学业成绩。

法政大学提供多种多样的内部奖学金，包括法政大学国际基

金 (HIF) 留学生奖学金，取得良好学术成果

的学生每年最高可获得100万日元的奖学金。
有关奖学金以及学费减免的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
码 (QR Code)。▶▶
（请参阅《留学生手册》“第四章奖学金以及学费减免”）

1. 请说说看你对校园生活和学习情况的感受？
我很享受在日本的生活。但最开始入学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法政大学几乎没有越南学
生，而且我不会说日语。幸运的是，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遇到了众多优秀的老师（教授）。他
们教给我日语，协助我的研究，帮助我找到工作，还给我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我感觉自己是这
个大家庭的一份子，现在我对在日本生活充满信心。

2. 迄今为止，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我在日本最深刻的体会是每个人都非常友善、情感丰富并且极有礼貌。人们都愿意帮助你，即
使他们与你素不相识。你无需担心会丢东西或延误时间，因为他们都很诚实，并且总是非常守
时。

3. 你为什么要向留学生推荐法政大学？
日本的每一所大学都是留学生的明智选择。但法政大学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拥有现代
化的学习环境以及悠久的历史，并且位于日本的首都。我相信具备这些优势的法政大学必将成
为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最佳选择。

4. 致考虑进入法政大学深造的留学生的话。
如果你希望来法政大学学习深造，那么你一定非常聪明睿智，因为你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法政大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里你
可以体验到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益良多。法政大学始终欢迎你的到来，并且我愿意随时为你提供帮助。我期待着能与你见面。

在籍学生心声

来自越南的Huu Quan, Cap
硕士生
主修应用信息学

学
在法政大学
日本有750多所大学。为什么要选择法政大
学？法政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留学生学习深
造的理想之地，原因如下：

在 日本东京学习
法政大学位于日本东京。
为什么要在日本东京学习？

二维码 (QR Code) 是DENSO WAVE INCORPORATED公司的注册商标。

生活费
学费
合计

1,572,000 (131,000×12个月) (约合14,291美元)
1,196,000～1,543,000 (约合10,873～14,028美元)
2,768,000～3,115,000 (约合25,164～28,318美元)

*1美元=110日元

<年度花费> (日元)

课程
第一年

第二年以及更高年级

GIS
1,543,000
1,303,000

GBP
1,436,000
1,196,000

SCOPE IGESS

*金额会有所变动（2018年）
*第一年学费包含入学费（24万日元）

●学费 (日元/年）

住宿
饮食
通学交通费
公共支出
保险与医疗
兴趣与娱乐
其他
合计

63,000
27,000
5,000
7,000
2,000
6,000

21,000
131,000

*摘录自JASSO资料等

●预估生活费 (日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