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

上野池袋

新宿吉祥寺八王子

涩谷

品川

御茶水

秋叶原
JR中央总武线

JR山手线

JR中央线

JR横滨线

京王线

饭田桥市谷东小金井西八王子

目白台

相原

Ichigaya 
Campus

Koganei Campus

Tama 
Campus

全日本约有800所大学。法政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优势在于学科涵盖文科、理科以及跨学
科，学习选择范围很广，以下的数字便是证明。

藏书量（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数据）

1,746,547
留学生人数（2015实绩）
※学院、研究生院和短期留学生
　课程合计

1,043

（截至2016年3月的数据）

合作大学数量为194所大学，

遍及32个国家和地区
※全日本的约800所大学中仅有37所大学入选
※1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掌握，
　在世界舞台展露身手所需的能力和学问的大学

入选文部科学省所

评出的“超级全球型
大学（※１）”

拥有

15 个院系
就过去10年的高考志愿填报人数而言，
法政大学的排名稳居日本大学的前五名。
每年大约有90,000人报考法政大学。
全日本约有800所大学。
每年很多考生都填报了法政大学。

学生人数
（截至2016年5月1日的数据）
人数规模之多在日本也是TOP10。

28,576

（2015年度实绩）

30

每3人就有1人
领取奖学金

％ 建校历史
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
私立大学之一。

136 年

个

向海外派送
留学生的数量

（“大学排行榜2016”
（朝日新闻出版发行））

小组活动及
俱乐部数量200

就业率
（截至2016年4月1日
的数据）

98.2

毕业生人数
（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数据）

459,205
人

超过

指的是从棒球联赛开始，现在仍在开展各项交流的6所大学
（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

东京六大学之一。

你为何决定来日本留学？

我从高中开始就是日语专业，一直学习日语。高中3年时间里我接触到很多日语和日

本文化，就想着什么时候一定要去日本留学。因为申请到了奖学金，所以我在2011年

来到日本学习。

你为何选择来法政大学上学？

选择大学的时候，我也曾非常烦恼。那个时候，我打工的店长向我推荐了法政大学。

他是法政大学经济学部的OB，向我介绍了很多大学的方方面面。他人很好，工作能

力又强，店里的员工以及老客户都很尊重他。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像店长这样的

人，所以选择了法政大学。

来法政大学学习后，你觉得哪些地方很棒？

我在进入法政大学学习前，先去日语学校学习了1年半的时间。我身边都是些外国朋友，总是和外国朋友沟通交流，所

以没觉得自己是在外国留学。所以在进入大学前，我有很多担心，比如我是否能够理解日语教学的内容，大学里面没有

和自己来自相同国家的留学生，不知道能不能交到朋友之类的。但是进入大学后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小组的学长们

人都很好。学长还帮我选课，课程没听明白的话朋友会借笔记给我看，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多亏了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我才能习惯自己的大学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进入法政大学学习真的是太棒了。

Hoang   经营学部4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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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TOKYO
法政大学创建于1880年，是一所拥有136年悠久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学科涵盖文科和理科各个领域，大学拥有15个院系38个学科，研究生院拥有15个

研究科，专职研究生院拥有2个研究科。迄今为止本校迎来了全球各地的众多学生，也向世界各地输送了优秀毕业生。

法政大学分别在本科和研究生院中设置了可通过英语进行学习并取得相应学位的课程。

私费留学的留学生可以享受学费减免制度。只要满足相应条件，即

可减免30%的学费。

另外法政大学还面向留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如“国际交流基金

（HIF）外国人学院留学生奖学金”等。

法政大学中约80%的留学生都享有某种奖学金制度。

※金额和奖学金的内容等参考了2017年度数据

生活费 ：约131,000日元/月

•住宿费 ：63,000日元/月

•餐费 ：27,000日元/月

•上学交通费 ：5,000日元/月

•电力/燃气/自来水 ：7,000日元/月

•保险、医疗费 ：2,000日元/月

•兴趣、娱乐费用 ：6,000日元/月

•杂费 ：21,000日元/月

※学费除外

本校依据《2013年私费外国人留学生生活实态调查》（JASSO）制

作而成

1年花销

生活费 ：1,572,000日元（131,000日元×12个月）

学费 ：1,196,000日元（经营·人类环境）

合计 ：2,768,000日元（≒＄23,067）

※入学年份需要缴纳240,000日元的入学金。

※2017年度学费

※详情请浏览主页

※学费减免制度、奖学金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动。

 院系 日元 $（1USD＝120JPY）

 经营学部·人类环境学部 1,196,000 8,470

 国际教养学部 1,272,000 10,600

接收留学生的
悠久历史
法政大学从建校时起便积极地接收留学生，并率先于1904年开设了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接收了来自中国的许多留学生。

学完该课程后，很多毕业生都回到了祖国，

此后他们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在法政大学的历史长河中，

一直闪耀着光彩。

这便是法政大学国际交流的“源泉”。

如今，法政大学内不仅有来自亚洲各国的留学生，

还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留学生。

现在依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大学——“法政大学”。

法政大学为外国人留学生提供了各种充实大学生活的设施和活动。

留学生顾问制度

法政大学设有留学生顾问制度，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提供生活／学习

上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烦恼。

G-Lounge（国际交流空间）

法政大学在３个校区开设了“Global Lounge”这一外语交流的空

间。在校内为外国人留学生与日本学生提供进行日常交流的机会。

这里还会定期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speech contest（演讲比赛）

法政大学的国际交流同好会举办留学生演讲比赛。比赛由日本人留

学生和外国人留学生一起准备、共同经营。参赛选手来自中国、韩

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比赛内容是以留学生活感悟等为主题的讲

演。

位于东京中心地区！

法政大学市谷校区位于日本东京的中心地区。

日本现在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发源地。其中最新潮的发源地便是东

京的秋叶原。法政大学市谷校区距离秋叶原仅3站地铁，能够接触最

新潮流的流行文化。

距离新宿、池袋、涩谷以及银座也很近，30分钟以内均可抵达。

在东京留学的附加价值

“提供各类学生支援服务。”

•轻松享用互联网和邮件的综合信息中心

•打工信息可通过打工信息网进行搜索

•随时都能自习的安静空间　学习室

•为不小心患病或受伤情况而准备的诊疗所

•价位合理、菜式丰富的学生食堂

•17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　

•3所集训设施（富士研究宿舍、白马山庄，以及有各种运动设施的

石冈综合体育馆）

•校园会员（Campus Members）可免费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

•还提供详尽的入境手续帮助

　作为外国留学生进入日本，需要有各国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发行

的签证（VISA）。学生不用担心签证申请事宜。对于最终完成法政

大学入学手续的学生，法政大学都将向其寄送“入学许可证”和“在

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发放申请。各位学生需要填好该“发放申请”

中的必填事项然后寄回法政大学。法政大学将代替各位学生向日

本国内的入境管理局申请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1 ～ 2个

月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将寄送到法政大学，再由法政大学

寄给各位学生。学生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只需带好自

己的护照、入学许可证以及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前往附近的日本

大使馆／领事馆申请签证即可。

充实的学生支援服务

生活费标准

学费和奖学金

就业支援

即使不擅长日语，也可以在日本学习。

法政大学正不断开设可以让学生使用英语学习，获取学分毕业并取得学位的课程。

研究生院

专职研究生院革新管理研究科专业全球MBA

信息科学与理工学研究科IIST（Institute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学部

国际教养学部GIS

经营学部GBP（Global Business Program。）

人类环境学部SCOPE（Sustainability Co-Creation 

Programme。）

丰富的英语学位课程

日本为世界带来了电动汽车、数码相机、光导纤维、人工心脏等众多

运用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的产品。而改变世界饮食生活的

方便面，以及卡拉OK等也都起源于日本。工艺考究、富有独创性的

商品制造文化已深深扎根于日本。

1

日本四面环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自然风光十分丰富。日本拥有称得

上日本象征的富士山，以及姬路城、

严岛神社等众多 世界遗产。

日本有“富士山”和“日本料理”等文化遗产，
以及“待客之道”的精神

2

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
日本以犯罪少、宜居的国家而闻名世界。

遗失物品大多数都能物归原主。 公共交通也能准时抵达和发车，并

将乘客安心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保险制度完善，所以即便生病也只需

承担较少的负担即可享受高度的医疗服务。日本对于因离开自己国

家而感到不安的留学生来说，是可以安心生活的国度。

宜居的环境，放心安全的基础设施3

来自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名留学生正在日本高等教育

机构等学习。通过接触日本以及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视野会变得很

宽广。另外，在日本宗教和思想自由受到宪法保护，是一个宽容的国

家。

（摘自JASSO网页）

来自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4

日本的魅力

国际交流

•学生宿舍位于距离学校搭乘电车40分钟的地方。入住者可享受

附带早晚2餐（周一～周六）的独立房间、网络连接服务及24小

时可使用的淋浴设备。另外，所有的宿舍都有宿舍长夫妻常驻，

为入住者提供支援服务，让入住者可以安心生活。宿舍还会举办

各种派对活动。

•法政大学每个校区附近都设

有３个专用宿舍和推荐宿舍。

专用宿舍仅供法政大学的学

生入住；而推荐宿舍也接纳

其他大学的学生入住。为法政

大学的留学生提供180个房

间。

住房

就业指导中心为希望在日本就职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完善的支持。

1年级学生即可利用，因此建议大家积极利用就业指导中心

（全部免费）。

•商务日语讲座

专门针对日本企业招聘时所重视的“商务日语”进行学习。

•面向外国留学生的辅导（多次）

辅导中会进行关于就职活动的注意事项、书面选拔对策及面试对

策的相关指导。

•个人面谈

有咨询师常驻，针对就职活动提供个别咨询服务。

 ※过去举办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