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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京福语学院
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指定适正校（优良校）



1.理事长寄语

早稻田京福语学院
理事长 中福甫易

作为文化与教育圣地的早稻田，不仅仅对于日本人，对于怀抱着梦想来到
日本的留学生来说这里也是适合治学的令人憧憬之地。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的
梦想并立志走向世界的年轻人聚集在此，同时希望成为连接世界和日本之间的
桥梁，带着这样的期许， 2009年早稻田京福语学院于早稻田夏目坂这片圣地
上成立了。

「立志在日本、放眼于世界、追求真善美、造福于人類」

这是我想传达给所有留学生的信息。
意思是「在日本学习，放眼于世界（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数字化而导

致追求便利的今天）
追求真善美，重视文化，成为能够为普罗大众做出贡献的具有深度的人」

留学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它需要你自主选择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并
不断挑战。

不扔掉旧的东西就没法得到新的东西。
为了获得新的东西，你必须有扔掉其它东西的觉悟。
对于带着这种觉悟和向上心来日本求学的富有勇气的同学，我们会全力支

持你们。



早稻田京福语学院一直致力于鼓励和帮助留学
生考取知名大学、大学院和专门学校。我们的课堂
设有“前途规划研究“的教学环节，通过提问学
生”将来想要做什么？”“想要致力于什么事业？
“等问题，从不同的切入点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
趣所在，引导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前途规划。

在学生初步确立未来构想后，我们会根据学生
将来想要从事的工作、以及学生感兴趣的领域，协
助学生收集能够进行相关专业学习的各类学校的信
息。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学生参加的外部考试的成
绩，引导学生完善未来规划，我们不止对学生进行
包括入学志愿理由书、个人简历在内的各类日语文
章的写作指导，面试领导等，还会针对学生从入学
到毕业后的人生规划，为每一位学生提供相应指导。

●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升学指导方案

早稻田京福语学院特别注重帮助学生理解及遵守

日本的各种规章制度、礼仪规范、道德准则。为此，
我们要求学生上课时严格遵守学校制定的《学生10
则》。

新生入学时举办的入学说明会上，我们会以《学

生手册》为依据，对学生进行日本相关规章制度、学
校相关规定的说明。为了让学生们更早适应留学生活，
事务局和教务科两个部门会尽力为学生们提供全方位
的帮助。

●制定《学生10则》

当今时代，日本的大学、大学院（包括研究生
院、博士生院）和专门学校在招收留学生时，对报
考学生的日语口语表达能力有着不同程度的要求。
为此，我校在授课时，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表达自我以及理解信息的能力。

为了给学生们营造一个能够与其他同学轻松对
话的氛围，我校采用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课上
我们将学生分为5~6人一组的“岛屿式”（我们称之
为“爱兰岛式”）座位布局。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授课方式，让学生们在养
成积极表达自我的习惯的同时，学会倾听他人的意
见，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将学生们培养成能够活跃
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才。

●重视培养学生交流协作能力的授课方式

2.办学特色



3.入学流程

〆期限
2021/11/15（一）

2022/02/24（四）

• 如有入学意向,首先咨询中介或我校,我校
职员会进行答疑。

• 确认希望入学年月和需要提交的材料。

• 提交所有申请材料。
• 合格者的材料送至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 确认学费汇款后，邮寄入学许可书和在留
资格认定书。

• 安排住宿（可选择学生宿舍或租房等）
• 在所属地管辖的日本驻华领事馆办理留学

签证。
• 提前预约办理手机。

2021/09/01（三）
～2021/10/25（一）

2022/02/25（五）
～2022/04/04（一）

2022/04/04（一）
为止

材料申请

准备赴日

二次审查

初次审查

• 首先提交带有☆标记的材料。
• 初审，在日职员微信面试或中国事务

局职员面试。
• 面试结果的通知。

结果通知 • 得到在留資格认定的申请结果通知。

赴日 • 确认赴日日期，准备行李。

2021/09/08（三）
～2021/10/25（一）



4.申请材料①

1. 入学愿书（本校格式）… ☆

2. 履历书和留学理由书（本校格式） … ☆

3. 最终学历毕业证书原件

（高三在读者只需要提交在学证明，但其中必须写明预计毕业的年月。短大、大专、
大学、硕士在读者除在学证明外,还需要提供最终学历的毕业证原件）

4. 学历认证（以下①或②其中一份）

①最终学历为高中者请通过以下网址获取高考或会考成绩认证报告书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

②最终学历为大专以上者请通过以下网址获取申请学历认证报告书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

5. 日语能力考试证书（日本认可的等级考试，以下其中一份）

①JLPT（N5以上） ②J.TEST（F级以上 ）③J-cert（准中级以上 ）

④NAT-TEST（5级以上）⑤TOPJ（初級A以上）⑥JLCT （JCT 1-5级都可）

⑦PCJ Bridge （A+,A-,B+,B-,C+,C-都可） ⑧BJT・JLRT （300分以上）

⑨标准商务日语考试（350分以上） ⑩JPT （315分以上）

6. 日语学习证明书(150小时以上)

7. 彩色照片 8 张（尺寸为 横 3cm x 竖 4cm）

8. 护照复印件

9. 户口本复印件

10.可确认到现居住地相关资料(如:身份证,暂住证)

11.誓约书

学校相关材料可在以下网站下载:https://www.kfla.co.jp/china/

●申請者本人相关資料
※除毕业证和日语能力考试证书之外，所交材料原则上一律不予返还。
※带有☆标记的材料必须在初次审查时提交。
※不带☆标记的材料请尽量于二次审查时提交。
学校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一提交学生申请材料后，根据审查官判断可能需
要提交补充材料。
若未按时向我校提交下列材料，导致学生因材料不足被拒签，我校概不负责。

http://www.cdgdc.edu.cn/


5.申请材料②

1. 经费支付书（本校格式） …☆

2. 银行存款证明及存单复印件（定期3个月以上，20万人民币以上）

3. 资金形成过程（如：近1年银行流水账）

4. 证明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资料（如：出生证明，亲属公证书）

5. 在职证明 ※向所在单位申请

6. 收入证明 ※向所在单位申请(写明最近1年的税前税后收入)

7. 家庭全员的户口本复印件

8. 可确认到现居住地相关资料(如:身份证,暂住证)

Ⅰ．居住在日本以外的经费担保人

Ⅱ．居住在日本的经费担保人

1. 经费支付书（本校格式） …☆

2. 銀行存款证明（300万日元以上）

3. 资金形成过程（如：近1年银行流水账）

4. 证明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资料（如：出生证明，亲属公证书）

5. 在职证明 ※向所在单位申请

6. 最近1年的课税证明书 ※向区/市役所申请

7. 住民票（要记载家族全员关系）

8. 在留卡复印件(外国人对象者)

●经费担保人资料
※经费担保人须为父母或3代以内直系亲属
※带有☆标记的材料必须在初审时提交。
※不带☆标记的材料请尽量于二审时提交。
学校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一提交学生申请材料后，根据审查官判断可能需
要提交补充材料。
若未按时向我校提交下列材料，导致学生因材料不足被拒签，我校概不负责。



6.招生时期・学杂费・退费规定

项目 第1年

第2年

4月入学 7月入学 10月入学 1月入学

入学费 50,000 ― ― ― ―

学费 660,000 660,000 495,000 330,000 165,000

杂费 8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合计 790,000 740,000 555,000 370,000 185,000

①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以下统称入管）不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的情况下，报名费不予退还。

②入管已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但签证未获当地大使馆批准的情况

下，必须先向我校退还《入学许可书》原件并提供被大使馆拒签的相关证明。

收到文件后，学校将返还除报名费和入学金以外的费用。※国际汇款手续费

均由申请者承担。

③因个人原因需取消入学的情况下，请迅速与我校联络。同时，请务必在规

定期限内提交《入学辞退书》。已缴纳费用原则上不予退还。

●退费规定

●学杂费 单位：日元（含税）

●招生时期

课程 入学时期 申请截止日期 毕业时间

2年制 2022年4月 2021年11月左右 2024年3月

1.9年制 2022年7月 2022年2月左右 2024年3月

1.6年制 2022年10月 2022年5月左右 2024年3月

1.3年制 2023年1月 2022年8月左右 2024年3月

※报名时需另外缴纳20,000日元的报名费。
※杂费中包括校内设施使用费、校内水电等费用。
※教科书费用需另外支付。
※第一年学费的国际汇款手续费5000日元需另外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