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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全球化社会的现在，能自由自在地用运用外语、能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人才

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以培养具备高度的日语能力，在京都居住的同时强化国

际感觉，将来可以在世界各领域展翅翱翔的有志青年为目的，为他们顺利升入

日本的各大学或大学院深造而于2006年4月创立了京都励学国际学院。自创立

以来，本学院升学课程的同学几乎都在半年以后两年以内考入了理想的大学

院、大学、或者专门学校。我们殷切期望那些为实现自己梦想而努力的年轻

人，能够在本学院迈出自己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校长 门中 正一郎  

▼问候语 ▼教育理念 ▼三个特色 

通过日语教育实现“ふれあう” 

本学院的日语教育目标为：学习者用日语进行自主思考，自主行动，寻找并发现自身的

无限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如果学习者无法直接接触日本式的思考方法的话，这

个目标就很难实现。也就是说：单纯地通过能力考试取得高分，并不代表可以用日语自

由自在地表现自己以及与他人无障碍地交流。所以本学院教育方针为：通过每一天的校

内活动、升学指导、校外学习、以及各种活动来强化狭义的日语能力；除此以外，着重

培育人与人之间交流所必需的广义的交流能力。  

もんなか しょういちろう 

教育 
理念  

学院介绍  

三个特色  

对应学习者的真正需要  高效地进行日语学习  丰富多彩的体验学习  

► 根据学习者的各种实际需要，

编制[日本留学考试应对班][大

学院升学班][日语能力考试N1

班]等各种不同目的的班级。  

► 针对学习者随时变化的实际需

要，不停地丰富与发展各课程

内容。  

► 本学院每学年分为春夏秋冬四

期，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情况

灵活调整入学时期。  

► 各学期均根据学生日语水平编

成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班级，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自由

选择适合自己的班级进行学

习。  

► 学院每年春秋两季实施校外学

习；暑假前举办演讲比赛；秋冬

两季举办七夕节与圣诞节派对；

春节举办饺子宴；并积极筹措与

日本大学生的友好交流会。另外

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参观日本不同

的场所，并强化学生与教职员、

其他的在校生、以及普通的日本

市民之间的交流。  



环境与设施 ▼周边环境  ▼学院设施  

伏见  

古都京都于1994年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伏见坐落在京都

文化遗产群之中，于桃山时代（16世纪末）就已成为繁华

之地。作为“城下街”，在丘陵上建造的桃山城下生活着

众多的市民和诸侯，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就很发达。当中央

政权从丰臣家族转移至德川家族的时候，虽然代表丰臣家

族繁荣昌盛的众多文化财被转移至其他地方，但作为江户

时代的水上运输要地，伏见的各种传统产业已经非常发

达。现在，只要提到伏见，日本人的脑海中就会联想到日

本酒，因为这里的造酒藏酒产业自古以来享誉日本。随便

在学校周边散步，你即可以在这刻印着特殊历史烙印的地

方找寻到很多奇妙的发现。  

学院设施  

位于历史气氛浓郁，环境幽静的住宅群中的本学院  

距离本学院最近的丹波桥站，是京阪和近铁两大日本私营铁路的交汇点，距离号称

京都大门的京都车站大约9分钟车程，距离京都繁华街的祉园与四条大约8分钟车

程。这里不仅到京都市中心方便，到大阪与奈良也非常便利，所以学院周围是居住

人口密集地区。本学院位于这样的住宅区中间，学生们在这种环境幽静交通便利的

地方可以专心完成学业。  

1楼  这里设置了学生休息
室，并配备了电冰箱、烤炉、
微波炉，以及各种报纸和留学
生杂志、收纳大学与专门学校
资料的书架以便师生随时阅读

利用。  

2楼  入学典礼及毕业典礼
等各种仪式、校内演讲大会、
派对等课外活动、模拟考试会
场等都会用到位于2楼的大教
室。除此以外，2楼还设置了
保健室，自习室等设施。  

3楼  学院日常授课大都在
3楼进行，这里设置了5间授课
教室。  

▲正门入口附近  ▲学生休息室 ▲教职员办公室  

▲大教室  ▲201教室 ▲自习室  

▲302教室 ▲303教室  ▲305教室 



课程介绍  ▼升学课程的3个支柱  

3个 
支柱 

升学课程的3个支柱 

所谓升学课程，是指为升学至日本的大学、大学院、专门学校，在取得留学签证后于本

院进行日语学习的学生所设置的课程。本课程的内容为：  

► 培养升学所必需具备的日语基础能力 

► 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目标提供最合适的升学指导 

► 创造学生可以专心学习的学习环境 

以5人～20人为基准编制成小班，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进行日语

运用能力均衡强化教学指导。并且用听说读写4项能力进行评价，对未跟

上进度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另外，授课所使用的文本与课后作业将上传

至学院官方网站，学生可以自由下载复习利用。此外，期末考试成绩未达

到评价基准分数线的同学将不可以升入更高级课程。 

读、写、听、说等各项能力均衡强化  

自费留学生想考上大学，一般情况下首先需要参加日本留学考试

（EJU）。本课程在2年级以后会相应增加针对留学考试的教学内容，根

据实际需要进行“数学”“理科”“综合科目”的特别指导。并根据实际

需要，参考过去考试问题库，对报考不同专业的同学提供个别面试指导。 

充实的考试对策、细心的升学指导 

本学院教职员均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海外教学经验，深刻理解留学生的各

种感受与愿望，可以站在留学生的角度对留学生提供最好的援助与服务。

而且本学院为学生提供从入学到毕业都可以居住、经济适用的学生宿舍，

并且设立了独自的奖学金制度，对达到规定条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援。  

创造可以安心专心学习的学习环境 



课程介绍 ▼学习内容与期间（不同层次的日语班）  

以培养升学至日本的大学院、大学、专门学校所必需具备的日语基础能力为目的，此各层班级制度构成了升学

课程的核心部分。共分5个不同的层次，学生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日语水平的班级，均衡地提高日语能力。入

学最初年度首先以日语能力考试N2合格为目标，目标达成以后，下个目标设定为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科目获得

高分、或者是日语能力考试N1合格。 

层次 （学习期间） 学习内容  教科书  

初级（3个月） 

从假名的读写复习开始，对基本发音及标记进行指导。此外，以基

本句型及语法为中心进行日常简短会话和短文书写练习，以此均衡

地掌握日语基础知识。本层次以日语能力考试N4合格为目标。 

 

初中级（3个月） 

学习有一定难度的句型与语法的同时，强化普通书面语的读写能

力。并且设定不同场景进行会话练习以加强会话能力，并提供演说

指导，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意见表达和演讲能力。本层次以日语能力

考试N3合格为目标。 

 

中级（6个月） 

利用教科书学习更高难度的句型和语法。以社会问题及时事问题为

中心，练习提取要点及理论说明能力，以此提高综合日语能力。本

层次以日语能力考试N2合格为目标。 

 

中上级（6个月） 

进行有一定难度的专业句型与高度的书写语法学习。利用教科书练

习各种文章的阅读与写作，并针对其内容进行讨论，培养升入日本

大学等高教机关所必须具备的日语能力。本层次以日语能力考试N1

合格及日本留学考试获得高分为目标。 

 

上级（6个月） 

以报纸，新闻，论文，统计资料等实际资料作为教材，培养专业内

容的阅读理解与听写能力。学生对特定题目进行独自调查与资料汇

总，并做课题研究报告。通过小论文写作与课题报告，培养专业性

综合听说读写能力。本层次以具备升入大学等高教机关所必须的日

 

不同层次的日语班  



▼多目的班级概要 

大学院升学班 

本班级是指：针对在本国已经大学毕业，以考入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为目的而

留学日本的学生所设立的班级。在本班学习，原则上需具备日语能力考试N1以上

的日语能力。通过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当然重要，但升学以后能顺利地进行学术

研究之能力也同样不容忽视。所以本层次的班级以研究生院研究小组的方式授

课，强化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对话能力”，培养升学后可以顺利进行研究所需的

各项能力为目标。学习期间为9个月至1年。 

针对以就职或参加资格考试为理由来日本，希望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1的学生所设立的班级。于此班级学习原则

上须具备日语能力考试N2水平。本班虽然和上级班使用相同教材并教授同样内容，但在时间分配上更倾向于日

语能力考试相对应的技能训练。学习期间为9个月至1年。 

课程介绍 

科目区分 学习内容 教科书 

共通科目 

► 通过日语演习以及教科书学习完成以下内容：①用对话的

形式通读相关文章，锻炼思考问题能力、②把自己的想法

用对话的形式表达，锻炼表达能力、③通过讨论的形式，

强化合作与协调能力 

► 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论证法） 

► 研究计划书的写作 

 

选修科目 

► 由各专业的学者进行特殊授课，通过对不同专业的文献精

读，熟悉掌握相关专业的理论、研究方法、专门术语。 

► 统计学方法、数理模型的理解 

► 研究生院考试出题倾向与对策（含英日互译） 

 

N1考试对策班 



体验学习 ▼课外活动 ▼校外学习 

课外 
活动 

校外 
学习 

每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深化交流 

以进行更深入的相互交流为目的，本学院将每天授课以外的活动称之为课外活动。

此类活动由参加者自主进行角色分担，以自由地开展活动为目标。 

▲校内演讲大会（7月） ▲圣诞节派对（12月） ▲饺子宴会（春节） 

深入接触日本的自然与文化 

学院作为教育的一环，每年春秋2次举行校外学习活动， 旨在通过实际接触日本的

自然与文化，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日本。原则上学院负担所有费用（原地解散后回程

的交通费、自由活动时的饮食费和购物费由个人负担）。 

伏见散策 为欢迎新生所组织的京都伏见周边观光活

动，旨在熟悉学院周边的历史、文化、街头景致。 

京都探访 参观访问京都独有的景观，深入了解日本

古都的文化与自然。 

关西探访 参观访问关西各地的旅游名胜，为留学生

活留下美好回忆。 

自由参加 根据学生愿望于学校假日组织小范围自由

活动。费用由参加者负担。 



学习和升学 ▼学习流程 

希望 

4月入学者 

在国内学习日语、报名 

日语能力考试

N5合格 

希望 

7月入学者 

希望 

10月入学者 

希望 

1月入学者 

日语能力考试

N4合格 

日语能力考试

N5合格 

日语能力考试

N4合格 

入学 

初级 

初中级 

中级 

中上级 

上级 

初级 

初中级 

中级 

中上级 

目的别班级 

◗ 日本留学考试对
策班 

◗ N1考试对策班 

◗ 大学院升学班 

4月 

7月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毕业（升学或就职） 

学习流程 

本学院的升学课程所属几乎所有学生，都在经过半年至2年之间的学习之

后升入理想的大学院、大学、或者专门学校。在课程学习中，我们制定了

与每个学生的日语水平相对应，与不同的目的相对应的教学计划，提供切

合实际的学习指导与升学指导。 



学习与升学 

升学、就业实绩 

▼升学就业实绩 ▼毕业生的心声 

以下是本学院学生的主要升学、就业实绩。2011年度以后，在中国国内已经取得护士资格证，在本学院N1对策

班学习并参加日本国家看护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学生，可以直接在日本各医院工作。 

大学院 

京都大学大学院；滋贺大学大学院；和歌山大学大学院；山形大学大学院；名古屋大学大学

院；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九州大学大学院；同志社大学大学院；立命馆大学大学院；龙谷

大学大学院；关西大学大学院；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日本大学大学院等等。 

升学 大学 

广岛大学；滋贺县立大学；龙谷大学；京都产业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花园大学；平安女学

院大学；关西学院大学；近畿大学；大阪产业大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阪南大学；大阪成蹊

大学；帝塚山大学；奈良产业大学；长滨バイオ大学；拓殖大学等等。  

专门学校 ECC国际外国语专门学校；大阪バイオメディカル专门学校等等。 

就职 
医院 

（看护师） 

京都九条病院；なぎ辻病院；洛和会丸太町病院；洛和会音羽病院；医仁会武田综合病院；十

条武田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病院；京都きず川病院；原田病院；田边中央病院；京都南病院等

等。 

毕业生的心声 

齐欢  2013年度毕业生，广岛大学法学部升学 

我叫齐欢，2年以前来到日本。我最初到日本的时候日语水平很低，内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京都

励学国际学院在进行日语教育的同时也有专业教育，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指导，

这一点给我了莫大的帮助。在学校的帮助下我参加留学考试并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而且在报考第

1志愿的广岛大学以前，共有3名老师分别对我单独指导，使我很自信地踏上考场并顺利地拿到

录取通知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们！ 

李采宜  2013年度毕业生，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经营管理研究科升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李采宜。2012年4月来到京都励学国际学院学习。在此一年半

的学习生活中我得到了许多恩师的帮助，校长门中老师，帮助我进学的赤桐老师，教会我经营

学知识的孙老师，扩充我经济学知识的姜老师等等。我认为来到日本留学最重要的是，明确的

目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不会被求学的压力和留学辛苦的生活所压倒，保有

一颗坚定地心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吧！我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 

曾亚运  2013年度毕业生， 京都九条病院就职 

大家好！我是京都九条病院看护师曾亚运，是在国内取得了日语能力考试2级资格证以后到京都

励学国际学院留学的。学校的老师们都非常亲切，教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知识，至今仍从心底里

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教诲。此外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使我们的留学生活过得非常快乐。

我到日本1年以后参加了日语能力1级资格考试和看护师国家资格考试，并都顺利通过，今后会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 



入学手续  ▼报名时期 ▼报名资格 ▼报名材料 ▼缴纳费用 

课程名 报名期间 入学时期 学习期间 招生名额 

升学课程Ⅰ 9月1日-11月30日 次年4月 2年 

40名 

升学课程Ⅲ 1月1日-3月31日 同年7月 1年9个月 

升学课程Ⅱ 3月1日-5月31日 同年10月 1年6个月 

40名 

升学课程Ⅳ 7月1日-9月30日 次年1月 1年3个月 

报名时期 

报名资格 

1. 在日本以外完成12年以上全日制学校教育、或者到入学时为止预定完成12年以上全日制学校教育 

2. 原则上最终学校毕业后5年以内 

3. 日语能力考试N5以上、或参加同水准的日语考试并具备同等日语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 

4. 经费支付人对留学预定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学费、生活费）有充分的支付能力。（在学预定期间为1年的学

生需提供日元180万以上的支付能力证明；1年6个月的学生需提供日元240万以上的支付能力证明；2年的学

生需提供日元300万以上的支付能力证明） 

缴纳费用 

在学期间 报名费 入学金 授课费 设施费 杂费 合计 

1年 ¥20,000 ¥50,000 ¥570,000 ¥60,000 ¥20,000 ¥720,000 

1年3个月 ¥20,000 ¥50,000 ¥712,500 ¥75,000 ¥25,000 ¥882,500 

1年6个月 ¥20,000 ¥50,000 ¥855,000 ¥90,000 ¥30,000 ¥1,045,000 

1年9个月 ¥20,000 ¥50,000 ¥997,500 ¥105,000 ¥35,000 ¥1,207,500 

2年 ¥20,000 ¥50,000 ¥1,140,000 ¥120,000 ¥40,000 ¥1,370,000 

报名材料 

请参照《升学课程招生简章》，确认需提交的详细材料 



其他说明 

 交通方式 

► 近铁“伏见车站”出检票口后往南步行约8分钟 

► 近铁“丹波桥车站”出检票口后通过联络通道，从京阪

“丹波桥车站”西出口往西北方向步行约9分钟 

► 京阪“丹波桥车站”北出口往西北方向步行约8分钟 

 奖学金制度 

► 文部科学省自费留学生学习奖励费（无需偿还）  

年额576,000日元（月额48,000日元） 

每年名额为1人左右 

▼学生宿舍 ▼交通方式 ▼奖学金制度   

学生宿舍 

从到达日本开始到毕业为止，本学院为学生安排了既经济实用又安心舒适的学生宿舍。所有的宿舍都配备生活必备物品，

厨房、浴室、微波炉、电冰箱、空调、床、被褥、学习桌椅等一应俱全。并且所有宿舍都位于学院周边骑自行车3分钟至15

分钟距离之内，没有必要利用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名称  户型 
费用 

备考  
入居费 租金/月 

第7洛西桃山ハイツ 2人间 

¥70,000  

 

\25,000  メゾン伏见 单人间 洗衣机为公用 

野田寮 单人间 厨房、浴室、厕所、洗衣机为公用 



（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認定校 

日本語教育を通じて「ふれあう」 

TEL: +81-75-602-0339 

FAX: +81-75-602-8333 

URL: http://reigaku.jp 

E-MAIL: info@reigaku.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