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

上野池袋

新宿吉祥寺八王子

涉谷

品川

御茶之水

秋葉原
JR中央；總武線

JR山手線

JR中央線

JR橫濱線

京王線

飯田橋市谷東小金井西八王子

目白台

相原

市谷校區

小金井校區

多摩校區

中国語繁体字版

ようこそ
日本へ

WHY HOSEI ?

出入途徑

法政大學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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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大學:

215 所大學 ，分佈於 

34 個國家和地區

書籍:

1,746,547 冊

社團和俱樂部:

200 個以上

學校歷史:

135 年以上

研究生人數:

459,205 人

學院數量:

15 所
在日本排名第3位

法政大學
學生就業率:

98.8 %
學生人數:

29,494 人
日本前10位

申請入學人數: 

排名第 2 位
（2017年） 

過去十年間，
申請入學人數排名保持

日本前5位

畢業後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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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學費減免系
統的學生百分比為:

79 %

全球頂尖大學:
由日本政府選拔

國際學生人數: 

1,097 人
攻讀大學部、研究所和

短期課程的國際學生總人數
(2016)



法政大學是日本歷史最悠久和最卓越的大學之一 。法政大學

為國際學生提供了廣泛的學術課程和豐富的課餘體驗 。

1 探索日本文化 、最新科技以及世界遺產 。

日本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提供很多有意思的事物給國際學生

體驗 。國際學生可在此探索體驗日本特有的流行文化 、最新

科技以及世界遺產 。

2 學在東京市中心

法政大學的市谷校區位

於東京市中心 。其他兩

個 校 區 也 位 於 東 京 市

內 。東京是世界上最繁

華的城市之一 。在東京

學習期間 ，您可以參觀

為數眾多的博物館 、感

受流行文化 、縱享購物和娛樂 ，這些都能夠豐富您的課餘體

驗 。從市谷校區乘坐電車前往新宿 、池袋 、秋葉原 、涉谷和

銀座僅需不到30分鐘即可到達 。

3 安全舒適的生活

日本為國際學生提供了

一個可專注於學業的安

全舒適的外部環境 。日

本以其犯罪率低 、基礎

設施先進和極為熱情好

客而聞名於世 。準時的

公共交通系統可以幫助

人們安全到達目的地 。完善的醫療保險制度能讓學生花很少

的錢即可獲得先進的醫療服務 。國際學生可以交到很多好朋

友並與他們愉快地互動 ，因為來自170多個國家的20萬名國

際學生正在日本的各大高等教育機構就讀 。（摘自日本學生支

援機構 (JASSO) 網站）許多外國大使館均位於東京市內 ，因

此國際學生可根據需要輕鬆前往 。

4 負擔得起的學費和多種多樣的財務支援

與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學費相比 ，日本的大學學費相對較低 。

對於在日本學習的國際學生的獎學金計畫和學費減免計畫比

其他國家的相應計畫覆蓋範圍更廣 。

歷史與傳統
1 擁有135年以上的悠久歷史

法政大學成立於1880年 ，現已將其文理學術領域劃分為15

個學院和38個科系 ，15個研究所以及2個專職研究所 。所有

教學計畫均已獲得日本政府的認可 。

2 全球化大學

法政大學早在1904年便已開始接受一些中國學生 ，為他們

制定了短期學習計畫 ，這一舉措遠遠早於其他大學 。如今 ，

法政大學已成為“全球頂尖大學計畫”*的一部分 ，並接受

1097名國際學生攻讀學位課程以及學生交流課程 。合作大

學的數量達到215所 ，分佈在34個國家/地區 。

*“全球頂尖大學計畫”是一個由政府發起的專案 ，為日本精選出的37所
大學提供優先支援和資助 。

國際學生的教育與支援
3 英語授課學位課程

法政大學開設了多個以英語授課的學位課程 。此外 ，攻讀這

些課程的國際學生在獲得英語學位同時 ，還可以學習日語 。

法政大學的英語教學課程包括：

大學部課程

-GIS（全球與跨學科研究）

全球與跨學科研究學院

-GBP（全球商業課程）

工商管理學院

-SCOPE（共創可持續發展課程）

可持續發展研究學院

-IGESS（全球經濟與社會科學研究）

研究所課程

-全球 MBA

創新管理商學院

網址：http://www.im.i.hosei.ac.jp/gmba/

-IIST（綜合科學技術研究所）

電腦與資訊科學 、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有關英語授課學位課程的更多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 
(QR Code) 。▶▶

日語課程 (JLP)

對於渴望學習日語的國際學生 ，法政大學專

門為母語非日語的非學位學生開設了日語課

程 (JLP) 。

有關JLP的更多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 (QR Code) 。▶▶

4 就業支援

法政大學國際學生可以利用就業中心提供的廣泛免費支援來

提高其就業能力 。

-商務日語課程使學生能夠提高商務日語能力 ，日本公司會在

招聘活動中優先考慮這種能力 。

-國際學生指導提供重要建議 ，以幫助學生進行資料審查和參

加招聘面試 。

-輔導員以個人 、一對一的方式提供求職諮詢 。

這些支援有助於學生在招聘活動中取得成功 。法政大學國際

學生在2017年已入職的日本知名公司包括：東麗株式會社 、

IHI株式會社 、新日鐵和住友化學株式會社 。

5 國際互動

法政大學為國際學生提供各種不同的教學設施和活動 ，旨在

豐富他們的校園體驗 。

-國際學生顧問和國際學生支援者可幫助國際學生適應在法政

大學和日本的學習生活 。

-國際交流空間 (G-Lounge) 分佈於三個校區 ，借助許多不同

類型的活動 ，為國際學生提供使用除日語之外的其他語言進

行溝通的機會 。國際學生和日本學生可以在校園內輕鬆交

談 ，結交朋友 。

-法政大學國際俱樂部與國際學生攜

手舉辦多種交流活動 ，例如日語演

講比賽（有很多國際學生參加）、

參加煙火表演 、觀看六強大學棒球

聯賽以及很多其他活動 。

6 住宿

從校外宿舍搭乘電車前往各個校區需要約40分鐘 。星期一至

星期六為住宿生提供早餐和晚餐；私人臥

室 、室內網路連接和淋浴均隨時可用 。

學生可以向宿舍管理員提出問題或顧慮 。他

們還可以在宿舍裡舉辦派對和其他活動 。

有關住宿的更多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 (QR Code) 。▶▶

7 其他支援和便利設施
• 電腦和網路中心 ，便於學生們上網和收發電子郵件
• 提供兼職工作的線上資訊
• 自習室 ，可讓學生們在安靜氛圍中學習
• 校內健康診所 ，可提供醫療服務
• 餐廳 ，以合理的價格提供各種菜餚
• 圖書館 ，擁有170萬冊書籍
• 兩處校外活動設施（富士研修中心和可進行各種體育運動

的石岡多功能體育

館）
• 校園會員成員計畫，

可為法政大學學生

提供多個博物館免

費入場券
• 全面協助移民手續

的辦理

學費 、獎學金和預估生活費
8 學費減免制度和獎學金

各年級符合條件的本科生獲得學費減免的額度如下所示：

一年級學生可獲得30%的學費減免 。

二 、三 、四年級學生可獲得20%至40%的學費減免 ，具體額

度取決於其學業表現 。

法政大學提供多種多樣的內部獎學金 ，包括法政大學國際基

金 (HIF) 國際學生獎學金 ，取得良好學術成

果的學生每年最高可獲得100萬日圓 。

有關獎學金/學費減免的更多資訊 ，請掃描二維碼 
(QR Code)▶▶
（請參閱《國際學生手冊》“第四章獎學金/學費減免”）

1. 說說看您對校園生活和學習情況的感受？
我很享受在日本的生活 。但最開始入學的時候 ，我感到很緊張 ，因為法政大學幾乎沒有越南學
生 ，而且我不會說日語 。幸運的是 ，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遇到了眾多優秀的老師（教授）。他
們教我日語 ，協助我的研究 ，幫助我找到工作 ，還給我提供了很多實用的建議 。我感覺自己是這
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現在我對在日本生活充滿信心。

2. 迄今為止 ，讓您印象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麼？
我在日本印象最深刻的體會是每個人都非常友善 、情感豐富並且極有禮貌 。人們都願意幫助您 ，

即使他們根本不認識您 。您無需擔心會丟東西或延誤時間 ，因為他們都很誠實 ，並且總是非常守
時 。

3. 您為什麼要向國際學生推薦法政大學？
日本的每一所大學都是國際學生的明智選擇 。但法政大學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 ，擁有現
代化學習環境以及悠久的歷史 ，並且就坐落於日本的首都 。我相信具備這些優勢的法政大學必
將成為國際學生學習和生活中最好的選擇 。

4. 給正在考慮進入法政大學深造的國際學生的話 。
如果您希望來法政大學學習深造 ，那麼您一定非常聰明睿智 ，因為您正在做出正確的決定 。法政大學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您在這裡
可以體驗到新鮮的事物 ，並從中獲益良多 。法政大學始終歡迎您的到來 ，並且我願意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我期待著能與您見面 。

學生們的心聲

來自越南的Huu Quan, Cap
碩士生
主修應用資訊學

學
在法政大學
日本有750多所大學 。為什麼要選擇法政大
學？法政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學生學習
深造的理想之所 ，原因如下:

在 日本東京學習
法政大學位於日本東京 。

為什麼要在日本和東京學習？

二維碼(QR Code)是DENSO WAVE INCORPORATED公司的註冊商標 。

生活費
學費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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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圓=110日圓

<年度花費> (日圓)

課程
一年級

二年級和更高年級

GIS
1,543,000
1,303,000

GBP
1,436,000
1,196,000

SCOPE IGESS

*金額會有所變動（2018年）
*一年級學費包含入學費（24萬日圓）

●學費 (日圓/年）

住宿
飲食
學校通勤
公共支出
保險和醫療 
興趣與娛樂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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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
131,000

*摘錄自JASSO的資料等等 。

●預估生活費 (日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