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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国际学院 2017 年度招生简章 
 

 招生对象: 各大专院校，高三在籍学生及毕业生/ 

      优秀初中毕业生，校长面试入学 

 招生条件: 大学毕业或高考成绩 450 分以上无日语要求 

            高中在读，初中毕业生要求日语最低资格。 

 入学时期: 4 月・7 月・10 月・1月 

 形    式:指定学校或留学中心推荐 

前言 

日本目前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急需吸收国外优秀，年轻的力量。特别是日本的企业严重缺

乏年轻有活力的新生力量，国内大专院校毕业或在日本的大学或研究生院毕业后就职前景非

常可观。如果在学期间能够拿到一个资格（最基础的即可），毕业后的就职率几乎是 100%！

与其在国内与同龄人辛苦竞争，不如飘洋过海，掌握一门外语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改变

人生命运。 

定    员：420 名 

招生人数: 中国区域每期限定 80 名 

优  势: 日本留学考试辅导 

日本语能力考试辅导 

优秀学生升学保送制度 

优秀毕业生就职推荐制度 

 

勤工俭学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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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国际学院（京都国際アカデミー）留学优势 

一、多国籍学生同堂学习，共通语为日语       

京都国际学院成立于 1987 年，是日本最早成立的日本语学校之一，是被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第一批

认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批得到中国驻日大使馆批准与中国留学中介合作校。 

京都国际学院建校以来一直坚持「以教育为本，让语言连接世界」！ 学院目前在籍学生分别来自世界

25 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大家相聚在学院，同堂学习，用日语交流各国文化。不仅有利于日语的学习，

同时浓厚的国际性氛围也会成为将来走向社会时一个良好的经验。 

二、优越的地理位置  

学院位于著名古都-京都市旅游最中心位置。在享有学问之神美誉的北野天满宫的北侧，与著名世界

文化遗产金阁寺为邻。2014 年以来京都连续 2年被世界旅游协会评为世界第一的观光旅游城市。 

 

三、日本文化体验课 

京都国际学院不仅仅教授日语，还特别重视传授日本文化及风俗习惯。是年中行事最多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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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中・专门学校・短大・大学本科・研究生院推荐*保送/就职推荐制度 

 来日本后在语言学校学习一到二年，日语程度达到 2 级以上水平后，学院可以根据本人

平时表现（例如 平时成绩・出勤率等）决定推荐或保送到日本的高中・专门学校・短大・

大学本科・研究生院学习。高校学习期间如果能够拿下一个资格（最基础的即可）。毕业

后就职成功率几乎是 100%。 

 持国内大专院校毕业证，且日语达到 N2 以上程度者，日语学校毕业后可直接推荐就职。 

 学院每年推荐 5名到 10 名优秀学生就职。成功率 100%。 

 

五、强大的教师阵容 

日本最有名的广岛大学日本语教育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在我校任教务处主任。其他教员分别毕

业于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等日本著名的国公立、

私立大学，并且全员持有日本语教师国家资格证。他们用丰富的教学及升学辅导经验给留学

生们提供升学・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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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学金制度 

为了让外国人留学生安心学习，学校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奖学金制度 

 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金 

 学院道真奖学金 

 毕业时优秀学生奖励金 

 学业全勤奖学金 

 留考成绩优秀者大学预约奖学金 

七、 升学与就业指导 

①升学指导 

  京都国际学院的日本语综合课程，除了日常的日本语课程以外，还特别设置日本留学考试・

日本语能力考试特别应试课程。另外还开设了艺术生升学指导及日本护师资格应试课程。 

 平成 27年度 11月日本留学考试京都国际学院学升学班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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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京都国际学院课程安排 

京都国际学院的日语课程为周一到周五每天 4

节课。上、下午二部制。综合日本语课程除每天

必上的四节日语课以外，还安排了以留学考试为

目标的特色课程。作为选修课，学生可根据个人

的需求选择授课科目。 

 人气课程介绍 

「奖学金充实的护师课程」 

A) 课程特征 

 工作介绍：可以介绍日本全国 30家以上的医院。 

 奖学金制度：通过医院的面试后、相当于语言    

学校一年的学费会以奖学金的形式返还给本人。 

 勤工俭学：学习日语期间，可以作为护士助手在医院工作。 

 高收入：被医院录取后、最初的基本工资为 20万日元～35万日元之间（初任工资由院方

根据个人综合素质评定） 

B) 招生人数：若干名 

 学习期间：6个月～2年 

 报名资格：*需要 15年以上的学历（大专以上学历者）。 

    *已经获得本国的护师资格及持有护师上岗证者。 

     *就职后在日本的医院至少工作 3年以上者优先。 

C) 特别学费全额减免制度 

  对已取得 N1资格者设有特别授课费全额减免制度。 

  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中经过校方面试，综合判断后决定是否获得全额奖学金。 

D) 从入学到就职 

I. 来日时，日语已过 1级者，一年之内就职可能。 

    
 
 
 
 
 
 
 
 
 

 
 
 
 
 

II. 来日时，没有Ｎ１资格者来校在最长 2年的日语学习过程中，取得Ｎ１资格后即可被推
荐医院面试，面试合格后医院会把大约相当于 1年的学费以奖学金的形式返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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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课程」 

A）课程特征 

 名师授课 升学率 100%！以升入日本的著名

艺术大学为目标，掌握专业课基本功和升学

技巧的同时，提高日语能力。 

 小班制个人指导。为升入日本的艺术类大学

或专门学校，在学习、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

做大学入试应试辅导。体验型短期课程也同

时开班。 

B)学习科目 

    动漫・漫画・设计・其他设计科目等。 

C)目标大学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京都精华大学 京都造型艺术大学 多摩美术大学 武藏野美术大学。 

D）大师班指导费 

13.8万日元／3个月 （学习期间 3个月～）  

「短期课程」 

A) 课程特征: 

 可以在短期 3个月的日语学习过程中，同时考虑申请长期留学签证。 

 短期留学签证如需校方担保出具资料者事先要商谈。 

申请形式： 指定学校或留学中心推荐 

 从申请到入学 

 填写短期入学申请表，以传真或邮件形式发到学校。 

 护照复印件（首页及有出入日本国记录页） 

 2寸照片 2张 

 学校短期留学担当老师安排现地或电话，视频面试。合格者发给入学许可证。 

 对于合格者发给 3个月的学费，寮费请求书。 

 学生收到请求书后将费用汇款至学校指定帐户。 

 学校会计确认汇款后会将 3个月的滞在计划，需要学校担保者，同时 邮去担保资料原件。 

 学生拿到入学许可，及担保资料后需去日本领事馆申请签证。 

 获得签证后要尽早通知学校担当老师，由老师具体安排来日接机及入寮事项。 

 3个月学费 （另外申请长期签证时免选考费 3万日元） 

 事务手续费 50,000日元 

 入学金  30,000日元 

 学费（3个月） 240,000日元 

 小计 320,000 日元 

3个月寮费 （入住学校宿舍需提前预约申请，满员的情况下不予安排） 

 入寮金 50,000日元 

 寮费 150,000日元 

 小计 200,000 日元 

 合计 520,00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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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留学费用别途参考。 

「假期游学课程」 

A) 课程特征 

期间限定课程 

指定留学中心或学校推荐(5 人以上受理) 

每年的 6月 25日到 7月 25日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大学都会来我校交换留学一个月。上午学习日语， 下          

午有专门的老师带领大家在京都・大阪等周边城市观光。在学习日语，观光京都的同时还能和美国学

生交流美式英语。有兴趣的同学欢迎咨询。 

B) 费用   

费用/1 个月 模式 A 模式 B 

 事务手续费 50,000 日元 50,000 日元 

 学费+观光费（含巴士及景点门票费） 200,000日元 200,000日元 

 入寮费 20,000 日元 20,000 日元 

 住宿费 A：3200/1 日 B：4700/1 日 96000（30日） 141000 日元（30日） 

 小计 366000 元 411,000 日元 

 *夏季 6月～9月 冬季 12月～3月 +＠200/日  

 升学班级课表例。 

上午课程安排 

     時間/曜日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午
前 

9:00～9:15 朗読 朗読 朗読 朗読 朗読 

 

9:15～10:00 

1 時限目 

 

上級文法 

 

 

上級漢字/

語彙 

 

上級文法 

 

上級漢字/語彙 

 

 

新聞読解 

10:10～10:55 

2時限目 

 

上級文法 

 

 

読解 

(JL対策) 

 

上級文法 

 

読解(JLPT 対策) 

 

 

新聞読解 

11:00～11:50 

3時限目 

聴解（JLPT対策） 

 

読解 

(EJU 対策) 

 

作文 

 

聴解（JLPT対策） 

 

 

プレゼンテ

ーション 

12:00～12:45 

4時限目 

 

聴解(EJU 対策) 

 

読解 

(EJU 対策) 

 

作文 

 

聴解（EJU対策) 

 

 

プレゼンテ

ーション 

注：（*）の科目は特定コースを選択した学生に限り受講可。 

   下午课程安排 

時間/曜日 月曜日 火曜日 水曜日 木曜日 金曜日 

午
後 

13:45～14：30 総合科目 数学 芸術コース 英語 芸術コース 

14:40～15：25 総合科目 数学 芸術コース 英語 芸術コース 

15:35～16：20 総合科目 数学 芸術コース 英語 芸術コース 

注：午後の科目は全て選択科目であり、学生個人のニーズに合わせて選択可。但し、受講時間

帯は上記の限りではありません、ご了承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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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7 年升学实绩 

国公立大学 

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东京外国语大学  东北大学 大阪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大阪教育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名古屋大学  京都府立大学  滋贺大学 

京都教育大学  奈良女子大学  神户大学 鸟取大学 广岛大学 宇都宫大学 名古屋市立大学     

私立大学 

早稻田大学  立命馆大学  同志社大学  关西大学 近畿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京都产业大学  

京都外国语大学 京都ノートルダム女子大学 同志社女子大学 上智大学 京都学園大学 

仏教大学 大阪产业大学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龙谷大学  京都产业大学  京都女子大学  

艺术类大学 

京都市立艺术大学  金泽市立美术工艺大学  多摩美术大学 武藏野美术大学 京都精华大学 

京都造形芸術大学  宝塚大学  京都嵯峨艺术大学   京都成安艺术大学   大阪艺术大学  

八、 推荐就职与指导 

① 优秀学生推荐就职部分公司介绍 

大型食品业连锁公司 

工作内容：翻译，现场管理职，外国人实习生日常管理等。 

工资待遇：初任工资：19万日元/月额。年 终 奖：有。年总收入 300万日元。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软件开发公司 

工作内容：软件开发，无经验者从基础培训。 

工资待遇：初任工资：20万日元/月额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大型免税店工作 

工作内容：面向外国人观光客售货工作，店长候补 

工资待遇：初任工资：20万日元/月额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大型自动车配件公司 

工作内容：现场管理 技术支持    

初任工资：21万日元/月额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世界 500 强 IT企业  

工作内容：  营销  售后服务 技术支持    

初任工资：22万日元/月额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大型综合医院 （护士） 

初任工资：22万日元～35万日元/月额 

奖金制度：有，年总收入 500 万日元～ 

调薪制度：一年一次。双休日制度・交通费全额支付・社会保险・雇佣保险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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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指导」 

原则上在本国大学毕业以上学历者，日本语学校毕业后，有资格在日本直接就职。学院为以

在日本就职为目标而入学的同学们们进行有针对性地就职支援，指导。 

 

内定为止的流程 

 查找工作单位。 

  根据大学的专业等决定将来的工作方向。 

 正确填写履历书。 

在老师的指导下，掌握就职履历书的正确写法。写出自己的特点、长处。 

 面试练习。 

学习作为社会人的一些常识，公司面试时的注意点。 

 参加企业面试会。 

注意实际面试时的仪表（比如服装，仪态等）。尽量给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 

 就职内定 

   就职内定后，更换就职签证手续。 

 

九、学费与勤工俭学 

1 年的学杂费+3 个月的宿舍费，留学反签证下来后需交费用为人民币 6 万元左右，第 2 年起

只需交学费及住宿费用。留学生来日后即日起打工可能，月工资为人民币 6千到 1万元左右，

日本政府允许留学生勤工俭学。京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旅游观光城市，而京都国际学院就

座落在京都市观光旅游的中心地带，学校周边有很多大型超市，商场，著名的神社，世界文

化遗产。学校周围随处可见招募小时工的信息，适合勤工俭学。 

*学费 单位：（日元） 

学費 第一年 第二年 

  出愿费 30,000日元 - 

  入学金 50,000日元 - 

  授業料（含教材费） 640,000日元 600,000日元 

  健康诊断・课外活動費等 29,000日元 - 

  国民健康保险预收金 10,000日元 - 

 留学生补偿制度共济保险 10,000日元 - 

小計   769000 日元 600,000日元              

 

3ヶ月寮費 模式 A 模式 B 模式 C 

 入寮費 50,000日元 50，000日元 50，000 日元 

 寮費 99000日元（含共益金） 144，000 日元（含共益金） 150，000日元（含共益金） 

小計  149000日元 194，000日元 200，000日元 

合計  918，000 日元 963,000 日元 969，000 日元 

*货币兑换 （2016/12/20日汇率）：918000 日元=54489 元人民币 

*全宿舍单人房间，空调，电视，冰箱，被服，网络等基础设施齐全，拎包可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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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为京都国际学院学生在校附近超市・便利店打工时所照 

 

毕业后的前景 

打好坚实地语言基础，进入大学后可竞争日本政府奖学金。优秀的学生甚至可以在大学期

间  全部享受奖学金待遇。 

日本目前经济急剧恢复中，严重缺乏人才，特别是年轻有为、会第三国语言的国际化人才。  

留学生的优势就是除了专业以外还多掌握一门外语，所以毕业后的就职前景远好过日本人，

只要你想留在日本，只要你肯努力，在日本就职前景可观。 

 

升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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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例 

 毕业生 王同学 京都国际学院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院，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富士

通公司。 

 毕业生 魏同学 在京都国际学院 留考日语成绩 352 分，毕业后被推荐指定大学学部，后

直接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学习。期间学习因成绩优秀，校内活动积极参加，被推荐得到米

山财团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后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职。 

 毕业生朱同学 在京都国际学院日语考过 1级后直接就职就职于日本大型连锁公司。 

 毕业生刘同学 在京都国国际学院看护课程毕业后推荐就职于京都的综合医院。 

 毕业生廖同学 在京都国际学院毕业后直接推荐就职于大阪地区软件开发公司。 

 

在校生的心声         

       リュウ トクガン（中国）           

  我来日本前虽然学习了 2 年日语，但是几乎不能说，听力也不好。到学校后，在老师们的

热情辅导，我在当年 11 月份举行的日本留学考试中一举取得了日语 412 分（满分为 450 分）

的成绩。这个成绩让我得到了大学预约奖学金。而 12 月的日语能力资格考试中，我又拿下了

1 级资格。这让我信心倍增。初来日本时的种种不安，现在都化成了力量，这一年的留学生

活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结果。我的目标是京都大学。我现

在正在努力学习，准备应试，希望能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我的老师和学校！ 

リュウ ロウシ（中国香港） 

京都是个美丽的观光城市，也因此吸引了世界上好多国家的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们中来自

来自欧美国家的学生居多，在这里除了可以学习日语外，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利用课余时间和

他们用英语夹杂日语来交流感想，体会。 

アンジェラ（俄罗斯） 

记得刚来学校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感觉做什么都难。比如乘车，去餐厅吃饭都闹了不少

笑话。但是每次由于不懂，用磕磕巴巴的日语问到日本人时，他们都会非常耐心地，一遍又

一遍地给我说明，让我感到了来自异国他乡的温暖。学校的日语课也非常有意思，老师们讲

课的时候不拘泥于教科书，而是用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来吸引我们，从而理解课本的内容。我

目前已经完全适应了日本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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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感言 

 

ウ ブンショウ（中国，京都精华大学合格） 

我来日本的最终目标就是考取京都精华大学的故事漫画学科。但是到日本后我才知道故事

漫画是精华大学最难考的学科，已经很多年没有留学生被录取。怀着特别不安的心情我参加

了我们学校森芳仁教授的艺术升学指导课。学到三个月的时候老师让我去试试。我也没抱太

大希望。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合格了！我特别感谢学校，感谢老师。 

 

ソウ カエイ（中国，大阪教育大学合格） 

 我本来是没有自信的人，这次能够顺利地考上国立大

学，得说我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我的班主任松本老

师在我的升学上给予了我无私地帮助。从查找学校，

指导入学愿书填写，到面试练习。可以说没有我的松

本老师就没有我今天所取得的成绩。 

 

チンギ（中国，大阪府立大学研究生院合格） 

 没来日本时考上日本的国立研究生院对我来说是可

望不可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日本后，

让我想不到的是，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就顺利地考取

了大学院，并且是人人羡慕的国立大学。这些都和老

师的指导与鼓励分不开。 

 

グェスアンファット（越南，食品业公司就职。） 

 「语言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就职」这是我来日本前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事情。来日本前我的

日语几乎是零基础，来学校后，我边打工边努力学习日语。在学期间出勤率一直保持在 98%

以上，并且在毕业前拿到了日语 2 级证书。由于我的努力，还有幸得到了学院推荐就职，做

现场管理及翻译工作。初任年薪为 300万日元。我对学校，对日本内心充满感恩。 

 

シュ レイ（翻译职位） 

我是大学毕业后来的日本，由于大学的专业是日语，来京都国际学院后很快就适应了学校

的学习和生活。本来计划语言学校毕业后报考研究生院，但和父母商量后，他们觉得女孩子

年龄大了，还是早点工作成家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学校事务所的老师商谈后，老师就开始帮

助我查询适合我的就职公司，并指导我做面试练习、履历书的写法。在我的不断努力下最后

我终于拿到了就职签证，是翻译工作。 

 

学生家长感言 

リ モウシュン 

我的孩子从小喜欢漫画，高中毕业后我送她去日本就是为了报考京都精华大学。送她去日

本时我还特意带她去京都精华大学问过，得知她要报考的专业是最难考的，并且已经连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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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都没有留学生被录取。我当时着实为孩子担心了。想不到她在参加学校的艺术课程仅 3 个

月后就考上了京都精华大学的故事漫画专业，我特别感谢学校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和指导。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エン カイエイ 

我的儿子性格有些内向，但是他很好学，在他大学毕业后我送他去了京都国际学院。用了

一年的时间他考下了日语 1 级资格。后，又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地通过了教授面试，成功

考取了研究生院。现在孩子性格也开朗了，对自己也有了信心。研究生院毕业后他准备留在

日本工作。我是真的为他高兴。 

 

十、学生宿舍 

学校共有 7 处学生宿舍，分别在距离学校徒步 2 分到 15 分的地方。全宿舍配有 wifi，基

础设备齐全，拎包可入住。下图为中国学生主要入住宿舍。（详细请参考附件的宿舍信息）。 

 

寮-1 研修中心 

   

寮-2 西陣寮 

 

寮-3 平野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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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入学手续 

◆入学申请时期 ・招生定员   （定员：420 名）    

入学时期 申请期间 学习期间 招生定员 

4月 前 1年的 9月～11月 1年～2年 120名（中国区域 80名） 

7月 当年的 1月～3月 1年 9 个月 120名（中国区域 80名） 

10月 当年的 4月～5月 1年 6 个月 100名（中国区域 80名） 

1月 前 1年的 7月～9月 1年 3 个月 30名（中国区域 15名） 

 

◆ 海外申请所需资料 

A．申请者本人（学生）所需资料     

① 事前入学愿书（学院指定格式） 

② 入学愿书 （学院指定格式） 

③ 履历书 （入国管理局指定格式） 

④ 留学理由书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写实际理由） 

⑤ 学历证明书  高中/初中毕业生：高中/初中毕业证，高中生需要高考成绩认证原件    

（直寄学院） 

高中/初中在读生：预毕业证明书原件 

大学在读生：高中毕业证原件，大学在学证明书原件，高考成绩认证

纸质报告原件（直寄学院）   

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证，学历认证报告（直寄学院） 

⑥ 日语能力证明书  

JLPT[N5]以上，J-test[F 级]以上或 NAT-TEST[5 级]以上的一项或多项的合格证书。  

未应试者需提交日语学习证明以及准考证复印件。     

⑦ 健康诊断书（当地医疗机关规定格式） 

⑧ 近三个月内拍摄的二寸照片 8张。照片背面要注明国名・姓名・生日 

⑨ 护照复印件  （申请时尚未取得护照者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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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费支付者所需资料 

① 经费支付书（入国管理局指定格式） 

② 经费支付人或申请人本人名义的银行存款证明书及其相应的存折复印件。 

③ 经费支付人名义的个体营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在职公司开具的在职证明。 

④ 经费支付人在职单位连续 3年的收入证明书。 

⑤ 亲属关系公证书（申请人与经费支付人的亲属关系公证） 

⑥ 由经费支付人书写的致本校校长的誓约书。 

◆ 京都国际学院课程设置 

 综合日本语课程  

1. 一般日本语 

2. 日本留学考试辅导 

3. 日本语能力考试  

4. 日本文化体验                         

   

      中文咨询：近江老师                                         

    电    话：+0081-75-4664881 

     Q Q 号码：2315990359  

      微    信：sakurako23 

 艺术课程 

1. 动漫 

2. 漫画 

3. 设计 

4. 其他设计科目 

  看护课程 

1. 看护用语 

2. 看护知识 

3. 医院礼仪 

4. 看护国家考试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