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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的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為了解開大家的疑惑，我們對學長們的學生生活作了一番窺探。讓我們

來聽聽為夢想而努力奮鬥的留學生的心聲吧 !

東京工業大學　

工學院機械科學科四年級

Nguyen Phu Thang 先生

（出身國・地區／越南）

我從高中時開始就夢想能到日本留學。在

DONG DU日語學校的幫助下，終於在2006
年3月實現了夢想。在陌生國家的留學生活

很辛苦，一邊面對的是語言和文化的巨大

障礙，一邊又不得不兼顧學習與兼職打

工。但是，我知道能夠在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日本的大學學習最先進的技術，離自

己的下一個夢想越來越近，因此，不僅沒

覺得辛苦，甚至感到很幸福，每天加油努

力著。我終於進入了大學，如願以償地在

課堂上獲取最新的技術信息，這讓我感到

很快樂。並且，能與日本優秀的大學生們

一起學習，對我來說，也是很好的激勵。

不經意間，自己已經快本科畢業了。今

後，還有2年的碩士課程，為了實現成為一

名對社會有用之人的理想，我正滿懷激情

地繼續努力。

5:00　起床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學校放假，我參加的大

學汽車俱樂部為了迎戰明天的「惠比壽超級耐

力賽」，今天一早就出發，到福島縣的現場練

習比賽（賽車的駕駛）和後勤維修（賽車的整

備）。

6:00　就要出發了！

這可不是在玩，路上，我們在車裡召開戰略會

議！

11:00　到達現場

我們迅速地安裝維修站。午飯後，開始賽前的

練習。駕駛是大家輪流進行，後勤維修由剩餘

的所有人員配合完成。安全是第一位的，並

且，準確、迅速也是關鍵，不僅駕駛，後勤維

修也很重要。雖然之前也進行了大量的練習，

但是，今天是「動真格的演練」！

18:00　很累了！

到了收拾整理、吃飯和洗澡的時間。在宿舍總

結反省與開完戰略會議後，可以放鬆一下了。

好好休息，準備明天正式上場！

上智大學研究所
文學研究科新聞學專業　

博士後期課程二年級

Raymond Tan 先生

（出身國・地區／馬來西亞）

我之所以選擇到日本寫博士論文是因為，

首先日本是個資訊大國，能夠輕鬆地獲取

研究所需的資料。例如：藏書量堪稱日本

第一的國立國會圖書館，留學生只要簡單

地進行用戶登錄即可免費地利用。同時，

在我所研究的憲法與媒體領域，還可以獲

得作為專家的導師的最佳指導。此外，能

夠獲得經濟上的援助也是我選擇到日本留

學的一個原因。為了使留學生能夠安心地

學習，除了各大學減免學費外，日本文部

科學省及民間獎學財團還設有多項獎學

金。我目前也是「綿貫國際獎學財團」的

獎學金獲得者。並且，能夠在日本體驗各

種各樣的事情也是日本留學的一大魅力。

目前，我一邊學習茶道，一邊與日本小學

生進行著國際交流，還配合電視台的採

訪，就於世界時事闡述一名馬來西亞人的

立場。我希望通過這些活動能夠有助促進

國際間的理解。

7:00　新一天的開始

用熱可可茶開始幸福的一天…　淋浴後，乘電

車去學校。

11:00　溝通論特別研究

這是學習有關社會調查方法的課程。能與中國

和韓國的留學生一起上課，開心極了！

12:30　午餐時間

為了下午的課，好好地補充一下能量吧！

我喜歡吃的是吉野家的牛肉蓋飯和Subway的

三明治。

13:30　多媒體論特別研究

這堂課常讓我感覺很緊張。之所以這樣說，是

因為課堂上要發表自己的研究，並接受老師嚴

格的指點。

18:00　到富士電視台錄製節目

用完簡單的晚餐後，我就前往富士電視台。為

了錄製節目。在每週六播放的「MEZAMASHI 
SATURDAY Japan Nanda Wonder」中就世界時

事闡述自己的意見。

21:00　有效地利用時間

淋浴後，抓緊時間寫博士論文！

23:30　今天一天辛苦了

為了明天的學習，今晚也好好睡一覺！　

Z Z Z z z z…

（所屬・學年至2012年1月止）

我在日本成人了 !

在東京國際交流會館快樂開展國際交流！

Chapter2

認清
流程

■
■
■
■
■

日本的教育制度

留學計劃

選擇學校

流程表

收集資訊

P.10

P.11

P.12

P.14

P.16

JASSO_tobira02



認
清
流
程

Chapter

2
認
清
流
程

Chapter

2

日本的教育制度 留學計劃

留
學
計
劃

日
本
的
教
育
制
度

何時啟程 ?
何時開始？

需要多長的準備時間？

需要多少錢 ?
出國費？　生活費？

住宿費？　膳食費？

儲蓄足夠嗎？　

家族的匯款？　

課外兼職？　獎學金？

When
何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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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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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參閱P14・15的「流程表」制定一個計劃！

↓

不妨參閲P39～44算算看！

↓↓

?

↓

Q
A

日本的高等教育是從完成初等教育（國小6年）及中等教育（國中3年、高中3年）的12年教育後才

開始的。留學生可以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可分為：①高等專門學校、②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專

門學校、③短期大學、④大學、⑤研究所（大學院）等5種。其中又有國立、公立、私立等區分。

日本的高等教育機構始於每年4月，至到翌年3月結束。大部分的課程為前期（4月～9月）、後期（10月～3月）的兩學

期制。也有施行秋季入學制（9月或10月入學制）的學校。通常每年有三個長假，分別為：暑假（7月下旬～9月上

旬）、寒假（12月下旬～1月上旬）、春假（2月～ 3月）。

資料提供  文部科學省2011年學校基本調查　　※私立大學包括放送大學在內

◉國公私立別
　高等教育機構數

國立 公立 私立 合計

高等專門學校 51 3 3 57

專門學校 9 188 2,918 3,115

短期大學 − 24 363 387

大學 86 95 599 780

研究所 (大學院) 86 75 457 618

＊印表示專攻科。

於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所認定的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畢業，並通過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的審查合格，

即可取得「學士」學位。詳細資訊請向欲報考之學校確認。

日本の教育制度　フローチャート　ヨコ174mm×タテ1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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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可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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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前教育

6歳～12歳
初等教育

12歳～18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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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那裡開始才好？
策劃留學計劃

需要多長的

學習時間？

應該選擇哪一類

教育機構呢？

留學的目的是甚麼？

為了將來要投身你所期待的
職業，須要具備甚麼資格、
能力？

要學習些甚麼？

專攻・專門領域
作一清楚區分吧 !

1　學位・
稱號

學士學位 ▶ 大學 ▶ 4年 （※部分6年） ▶
經濟？　

醫學？　

農學？　

設計？　

教育？

情報工學？　

動畫設計？

碩士學位 ▶ 研究所（大學院） ▶ 2年～ ▶

博士學位 ▶ 研究所（大學院） ▶ 3年～ ▶

短期大學士 ▶ 短期大學 ▶ 2年 （※部分3年） ▶

專門士 ▶ 專門學校 ▶ 2年～3年 ▶

高等專門士 ▶ 專門學校 ▶ 4年 ▶

2　短期學
     習體驗

短期留學 ▶ 日語學校、
大學的短期課程

▶ 數月～1年 ▶ 日語？　

日本文化？　

比較文化？交換留學 ▶ 大學 ▶ 1年以内 ▶

3　學習
     日語

語文學習 ▶ 日語學校 ▶ ～2年 ▶
日語升學課程？

日語會話？

商業日語？升學
▶ 日語學校 ▶ ～2年 ▶

▶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 ▶ 1年～2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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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呢？

在選擇心目中的學校時，不要因為「哪裡都無所謂，考上大學再說 !」，而作草率的決定。入學後，「這所

學校不理想」，「不能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 !」「如果在選擇學校前 , 能作好調查該多好…」經常會聽到諸如

此類的埋怨。選擇了錯誤的學校，不但會造成許多體力、時間、金錢的浪費，精神上也會受影響。選擇學

校時要慎重並須注意以下事項。

Q
A

有大學排名榜的存在嗎？

日本的大學間，沒有公認的排名榜。

日本高中生報考大學的偏差值被當作入學難易度指標，這種情

況只能反映日本高中生報考時被錄取的難易度高低而已，並不

反映學校的素質與水準。

有些出版社或報館曾經以獨自的基準發表過日本的大學排名

榜。實際上，由於設定基準的方法的差異，造成在排名上有很

大的偏差。不如根據各人不同的需求去設定獨自的基準， 來衡

量並找出最符合本身期望的大學，不是更妥當嗎？

為甚麼留學生都集中在東京或大阪等大都市周邊？

集中在都市，大都是因為學校多、交通發達、買東西方便、娛樂多、兼職容易、朋友也多的緣故吧 ! 但

是大都市以外之地區的留學體驗者都體驗過郊外留學的優點， 如物價、房租都比大都市便宜，並且可以

參加由少人數組成且具有特色的課程，更有機會與當地人作深入的交流，並能享受豐富的大自然環境，清

新的水源和空氣，以及生活在充滿傳統文化氛圍中等的優點。所以選擇學校時不要只局限於東京及大

阪等大都市周邊，應將眼光擴大至日本全國各地。

Q
A

Q
A

★　 想學習的領域・・・・・ 你想學習甚麼？確實能在所選的學校裡學到嗎？請仔細調查教學內容。

★ 　 自己的能力・・・・・・ 掌握自己的實力， 從適合自己程度的多所學校裡，選擇要報考的學校。根據入學

考試的結果，也有可能進不了期望進入的學校，多報考幾所較保險。

★　 將來的就業或出路・・・是否能掌握得到就業或出路所必要的知識及技術・資格的學校，須先做好

　　　　　　　　　　　調查。

★　 有名的學校並不代表它適合你！請小心調查各學校的特徵或特色。

列出優先的順序，哪一項是你重視的?

① 教學・研究內容   是否有提供自己想學習的教學內容及想做的研究？

②  課程
與日本人一樣的學位課程？有否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學位課程？
學習日語或日本文化的短期課程？

③  研究設施 研究上的設備是否充足？

④接受留學生的實績・
　留學生的支援體制

是否有日語補習教學？是否有支援學生的工作人員，或給予學習、
生活上幫助的指導員？

⑤ 住宿 有否學校宿舍設備？有否介紹民間公寓？

⑥ 入學考試
是否設有赴日前的入學許可制度？有甚麼考試科目？
是自己擅長的科目？

⑦ 學費、其他必要經費  學費多少錢？是否能在畢業前攤付？

⑧  獎學金與經濟援助 是否設有校內獎學金制度或學費減免・免除制度？能獲得的機率？
可否在赴日前申請？

⑨ 校址的環境 學校是否設立適合讀書和生活的環境？位於市中心或郊區？

①課程的期間、內容
 一般課程？ 大學升學課程？ 研究所升學課程？ 專門學校升學課
程？ 商業日語課程？ 短期課程？ 個人授課？
注： 只修讀10～11年初等‧中等教育的升學者，必須選讀「大學入學準備教育課程」（參閱 P22）

②班級編制 有否根據學生的日語能力來分級？一個班級的人數？

③基礎學科
有否為準備報考大學的學生而設的基礎科目（英語、數學、物理、
化學、社會等） 的課程？

④總上課時數 總上課時數或各科目的上課時數？

⑤教育環境校址 與居所來往間的交通是否方便？

⑥住宿 有否學校宿舍設備？有否介紹民間公寓？ 

⑦升學與生活指導諮詢服務 有否提供升學與生活指導諮詢的服務？

⑧畢業生的出路 學長們的升學去向？能否進入期望的學校？

⑨教育水準 學長們的日本留學試驗（EJU）或日本語能力試驗的成績如何？

⑩教員人數 學生人數與教員人數的比例如何？ 

⑪學費 以授課時數、教員人數、設備等來估算是否合理？

⑫入學考試
只限資料審查？有否與保證人或在日聯絡人的面試？有在日本國
外舉辦入學審查考試？

⑬學生的出身國比例
來自漢字圈的學生較多？
對非漢字圈的學生有否另作安排？

列出優先的順序，哪一項是你重視的?

大學　選擇的要點　　 日語學校　選擇的要點　　　

參考：試試利用網頁來調查

日本的學校介紹（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chinfo.html
大學檢索網頁（英文） http://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univ_search/
大學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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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呢？

在選擇心目中的學校時，不要因為「哪裡都無所謂，考上大學再說 !」，而作草率的決定。入學後，「這所

學校不理想」，「不能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 !」「如果在選擇學校前 , 能作好調查該多好…」經常會聽到諸如

此類的埋怨。選擇了錯誤的學校，不但會造成許多體力、時間、金錢的浪費，精神上也會受影響。選擇學

校時要慎重並須注意以下事項。

Q
A

有大學排名榜的存在嗎？

日本的大學間，沒有公認的排名榜。

日本高中生報考大學的偏差值被當作入學難易度指標，這種情

況只能反映日本高中生報考時被錄取的難易度高低而已，並不

反映學校的素質與水準。

有些出版社或報館曾經以獨自的基準發表過日本的大學排名

榜。實際上，由於設定基準的方法的差異，造成在排名上有很

大的偏差。不如根據各人不同的需求去設定獨自的基準， 來衡

量並找出最符合本身期望的大學，不是更妥當嗎？

為甚麼留學生都集中在東京或大阪等大都市周邊？

集中在都市，大都是因為學校多、交通發達、買東西方便、娛樂多、兼職容易、朋友也多的緣故吧 ! 但

是大都市以外之地區的留學體驗者都體驗過郊外留學的優點， 如物價、房租都比大都市便宜，並且可以

參加由少人數組成且具有特色的課程，更有機會與當地人作深入的交流，並能享受豐富的大自然環境，清

新的水源和空氣，以及生活在充滿傳統文化氛圍中等的優點。所以選擇學校時不要只局限於東京及大

阪等大都市周邊，應將眼光擴大至日本全國各地。

Q
A

Q
A

★　 想學習的領域・・・・・ 你想學習甚麼？確實能在所選的學校裡學到嗎？請仔細調查教學內容。

★ 　 自己的能力・・・・・・ 掌握自己的實力， 從適合自己程度的多所學校裡，選擇要報考的學校。根據入學

考試的結果，也有可能進不了期望進入的學校，多報考幾所較保險。

★　 將來的就業或出路・・・是否能掌握得到就業或出路所必要的知識及技術・資格的學校，須先做好

　　　　　　　　　　　調查。

★　 有名的學校並不代表它適合你！請小心調查各學校的特徵或特色。

列出優先的順序，哪一項是你重視的?

① 教學・研究內容   是否有提供自己想學習的教學內容及想做的研究？

②  課程
與日本人一樣的學位課程？有否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學位課程？
學習日語或日本文化的短期課程？

③  研究設施 研究上的設備是否充足？

④接受留學生的實績・
　留學生的支援體制

是否有日語補習教學？是否有支援學生的工作人員，或給予學習、
生活上幫助的指導員？

⑤ 住宿 有否學校宿舍設備？有否介紹民間公寓？

⑥ 入學考試
是否設有赴日前的入學許可制度？有甚麼考試科目？
是自己擅長的科目？

⑦ 學費、其他必要經費  學費多少錢？是否能在畢業前攤付？

⑧  獎學金與經濟援助 是否設有校內獎學金制度或學費減免・免除制度？能獲得的機率？
可否在赴日前申請？

⑨ 校址的環境 學校是否設立適合讀書和生活的環境？位於市中心或郊區？

①課程的期間、內容
 一般課程？ 大學升學課程？ 研究所升學課程？ 專門學校升學課
程？ 商業日語課程？ 短期課程？ 個人授課？
注： 只修讀10～11年初等‧中等教育的升學者，必須選讀「大學入學準備教育課程」（參閱 P22）

②班級編制 有否根據學生的日語能力來分級？一個班級的人數？

③基礎學科
有否為準備報考大學的學生而設的基礎科目（英語、數學、物理、
化學、社會等） 的課程？

④總上課時數 總上課時數或各科目的上課時數？

⑤教育環境校址 與居所來往間的交通是否方便？

⑥住宿 有否學校宿舍設備？有否介紹民間公寓？ 

⑦升學與生活指導諮詢服務 有否提供升學與生活指導諮詢的服務？

⑧畢業生的出路 學長們的升學去向？能否進入期望的學校？

⑨教育水準 學長們的日本留學試驗（EJU）或日本語能力試驗的成績如何？

⑩教員人數 學生人數與教員人數的比例如何？ 

⑪學費 以授課時數、教員人數、設備等來估算是否合理？

⑫入學考試
只限資料審查？有否與保證人或在日聯絡人的面試？有在日本國
外舉辦入學審查考試？

⑬學生的出身國比例
來自漢字圈的學生較多？
對非漢字圈的學生有否另作安排？

列出優先的順序，哪一項是你重視的?

大學　選擇的要點　　 日語學校　選擇的要點　　　

參考：試試利用網頁來調查

日本的學校介紹（JASSO） http://www.jasso.go.jp/study_j/schinfo.html
大學檢索網頁（英文） http://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univ_search/
大學檢索（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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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步驟 相關頁數 時間 行動

開始!! 開始!! 開始!! 　1 計劃及收集資料
P11、

16・17 明確化、具體化留學的目的

　2 索取日語學校的資料 P22・23 4 ～ 6月 10 ～ 12月 索取幾所欲報考的學校指南・入學申請表格等資料

i i 　3 選擇學校 P12・13 ～ 9月 ～ 2月 根據學校指南等資料精選欲報考的學校

　4 提出申請 P22・23 9 ～ 11月 2 ～ 4月 寄送入學申請表格、必要資料至欲報考的學校

i i 　5 取得入學許可

1月

〜

3月

7月

〜

9月

取得入學許可書

i i 　6 辦理入國手續 P36 ～ 38 領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簽證

i i 　7 留學準備 繳交學費等，尋找房子

　8 辦理出國手續・出發 訂購機票・保險

i i 　9 辦理入學手續

i i 　� 入學・學習開始
日語學校入學

4月（1年・2年課程） 10月（1年半課程）

　� 索取大學・專門學校的資料 P24 ～ 34 4 ～ 5月 索取幾所欲報考的學校指南・入學申請表格等資料

i i 　� 選擇學校 P12 ～ 6月 根據學校指南等資料精選欲報考的學校

i i 　� 日本留學試驗（EJU） 提出申請
　　　（視情況而定） P27 ～ 29 7月 向日本留學試驗（EJU）提出申請

i i 　� 提出申請 P24 ～ 34 8月 ～ 10月 寄送入學申請表格、必要資料至欲報考的學校

　� 參加考試 11月 ～ 2月
資料審查、日本留學試驗（EJU）考試、參加欲
報考學校的入學考試等

i i 　� 取得入學許可

1月

〜

3月

取得入學許可書

i 　� 辦理入國手續 P36 ～ 38 領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簽證

i i 　� 留學準備 繳交學費等，尋找房子

i 　� 辦理居留資格更換手續　

　� 辦理出國手續・出發　 訂購機票・保險

i i 　� 辦理入學手續　

日語學校 日語學校
　� 修完日語學校課程　

完成!! 完成!!

大學・專門學校 　� 入學　
大學・專門學校入學学 ＊也有部份秋季入學（9月或10月）的學校。

4月

　　完成!! 　� 畢業　 3月

— 14 — — 15 —

是否已經制定好留學計劃了？
接著應如何進行準備，讓我們來看一看大體的流程表。

  計劃至日本留學前

i＝在本國處理的手續

i＝在日本處理的手續

純粹為學日語者

1～8在本國作準備，9在日本作準備，�日語學校

入學。

有意從本國直接進入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
校升學者
已具備充分日語能力的你，準備接受以英語教授課程的

你…。

2～�省略，�從索取資料開始，如考試及格可續辦手

續，�大學、專門學校入學。

修讀日語後，欲再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升
學者

1～8在本國作準備，9在日本作準備，�日語學校入

學。在日本的日語學校修讀中作�～�的準備，�修

完。�大學、專門學校入學。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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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步驟 相關頁數 時間 行動

開始!! 開始!! 開始!! 　1 計劃及收集資料
P11、

16・17 明確化、具體化留學的目的

　2 索取日語學校的資料 P22・23 4 ～ 6月 10 ～ 12月 索取幾所欲報考的學校指南・入學申請表格等資料

i i 　3 選擇學校 P12・13 ～ 9月 ～ 2月 根據學校指南等資料精選欲報考的學校

　4 提出申請 P22・23 9 ～ 11月 2 ～ 4月 寄送入學申請表格、必要資料至欲報考的學校

i i 　5 取得入學許可

1月

〜

3月

7月

〜

9月

取得入學許可書

i i 　6 辦理入國手續 P36 ～ 38 領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簽證

i i 　7 留學準備 繳交學費等，尋找房子

　8 辦理出國手續・出發 訂購機票・保險

i i 　9 辦理入學手續

i i 　� 入學・學習開始
日語學校入學

4月（1年・2年課程） 10月（1年半課程）

　� 索取大學・專門學校的資料 P24 ～ 34 4 ～ 5月 索取幾所欲報考的學校指南・入學申請表格等資料

i i 　� 選擇學校 P12 ～ 6月 根據學校指南等資料精選欲報考的學校

i i 　� 日本留學試驗（EJU） 提出申請
　　　（視情況而定） P27 ～ 29 7月 向日本留學試驗（EJU）提出申請

i i 　� 提出申請 P24 ～ 34 8月 ～ 10月 寄送入學申請表格、必要資料至欲報考的學校

　� 參加考試 11月 ～ 2月
資料審查、日本留學試驗（EJU）考試、參加欲
報考學校的入學考試等

i i 　� 取得入學許可

1月

〜

3月

取得入學許可書

i 　� 辦理入國手續 P36 ～ 38 領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簽證

i i 　� 留學準備 繳交學費等，尋找房子

i 　� 辦理居留資格更換手續　

　� 辦理出國手續・出發　 訂購機票・保險

i i 　� 辦理入學手續　

日語學校 日語學校
　� 修完日語學校課程　

完成!! 完成!!

大學・專門學校 　� 入學　
大學・專門學校入學学 ＊也有部份秋季入學（9月或10月）的學校。

4月

　　完成!! 　� 畢業　 3月

— 14 — — 15 —

是否已經制定好留學計劃了？
接著應如何進行準備，讓我們來看一看大體的流程表。

  計劃至日本留學前

i＝在本國處理的手續

i＝在日本處理的手續

純粹為學日語者

1～8在本國作準備，9在日本作準備，�日語學校

入學。

有意從本國直接進入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
校升學者
已具備充分日語能力的你，準備接受以英語教授課程的

你…。

2～�省略，�從索取資料開始，如考試及格可續辦手

續，�大學、專門學校入學。

修讀日語後，欲再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升
學者

1～8在本國作準備，9在日本作準備，�日語學校入

學。在日本的日語學校修讀中作�～�的準備，�修

完。�大學、專門學校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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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資料的收集工作
在決定報讀留學的學校時，以自己具體詳細的學習研究計劃為基礎，盡可能多地參考各種資料。因為預先調查不

足將會發生入學後不能學習自己所期望的課程，或耗費了比預計更多的費用等情況出現。所以收集正確且最新的

資料，在留學準備中是不可缺少的。

◇ 大學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專門學校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聯合會会
●職業教育網站　

http://www.shokugyoukyouiku.net/sk_index.cgi
◇ 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http://www.tsk.or.jp/
●查索學科・課程　 http://from-now.jp/

◇ 日語學校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http://www.nisshinkyo.org/

◇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bekka.pdf

◇ 大學入學準備教育課程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junbi.pdf

◇ JASSO 海外事務所（後封面）
日本國際教育交流資訊中心
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電郵・面談・電話・書信諮詢　　
●閱覽學校指南・學校要覽、日本留學參考書
●參加當地說明會

◇ 日本留學展・日本留學說明會
実實施國‧地區（2012年度預定）

●留學展（JASSO主辦　諸大學等參與）
北美、台灣、韓國、歐州、泰國、印度尼西亞、中國、越南、

馬來西亞

● 說明會（JASSO、日本留學生校友會、日本國大使館主辦）
蒙古、孟加拉、尼泊爾、緬甸、中國等

<日本留學展・日本留學説明會的詳細資訊 >

http://www.jasso.go.jp/study_j/event.html

◇ 日本國大使館・總領事館（駐外日本國公館）
提供有關留學的資料及必要的資訊。
部分還提供留學諮詢服務。
●駐外公館一覽

 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
zaigai/list

◇ 日本留學經驗者
     （前留學生）
應該可以從曾經到日本留學者，
獲得有關實際體驗的詳細資訊。
雖然，國情有別 , 一般上，留學
日本的校友會（日本留學生校
友會）都會提供有關資訊。

●校友會（日本留學生校友會）聯絡處

http://www.studyjapan.go.jp/jp/ath/
     ath0201j.html

◇ 本國的教育部
根據不同國情，部分本國政府的教育部、提
供留學資訊的機構，也會提供有關資訊。

◇ JASSO 網頁
http://www.jasso.go.jp/ryugaku/

◇ 日本留學門戶網站
http://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

有豐富的日本留學基本資訊！
●學校資訊　　　　●獎學金資訊　　●日本留學試驗（EJU）　　

●在日本的生活　　●日本留學展　　●日本留學指南

◇ Study in Japan
http://www.studyjapan.go.jp/

有豐富的日本留學基本資訊！
●日本政府獎學金　　●活動資訊　　
●日本留學生校友會　●日本留學經驗者的意見
有日、英、韓、中、泰、印度尼西亞、越南、法、
西班牙、俄羅斯、阿拉伯語版

◇ 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

● 生活資訊　● 學校檢索　● 獎學金檢索　● 入學考試資訊
有日、英、韓、中文版

※ 學校指南、招生要項、申請資料

等從學校網頁下載的趨勢越來越

多，但有些是需要付費的。向學

校索取資料時請遵循隨信附上國

際回信郵票等學校的指示。

◇ 國際化據點整備事業
　 （Global 30）網站
這是介紹被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化據點整備事
業」採納的13所大學的各種舉措的網站。

http://www.uni.international.mext. 
　 go.jp/
●提供可僅通過接受英語授課來取得學位的課程
　資訊。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專用
大學入學指南
包含針對各大學‧短期大學的外國學生的入學

考試內容、留學生考試合格人數等重要資訊的

指南手冊。

詳細情況請參閱網頁。
編輯：亞細亞學生文化協會会

收集

一般的資料
（入學資格、手續方法、費用等）

收集

日本教育機構
一覽表

收集

有興趣的
教育機構的
學校指南

◇ 促進赴日留學資訊處
請利用附近的場所。（P18・19）
●閱覽學校指南・學校要覽、日本留學參考書

 http://www.jasso.go.jp/study_j/info_
open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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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資料的收集工作
在決定報讀留學的學校時，以自己具體詳細的學習研究計劃為基礎，盡可能多地參考各種資料。因為預先調查不

足將會發生入學後不能學習自己所期望的課程，或耗費了比預計更多的費用等情況出現。所以收集正確且最新的

資料，在留學準備中是不可缺少的。

◇ 大學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專門學校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聯合會会
●職業教育網站　

http://www.shokugyoukyouiku.net/sk_index.cgi
◇ 東京都專修學校各種學校協會

http://www.tsk.or.jp/
●查索學科・課程　 http://from-now.jp/

◇ 日語學校
●大學指南　　●招生要項　　●學校網頁

最重要且正確的資訊來源，可直接向學校索取。

◇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
http://www.nisshinkyo.org/

◇ 私立大學留學生別科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bekka.pdf

◇ 大學入學準備教育課程
http://www.jasso.go.jp/study_j/documents/junbi.pdf

◇ JASSO 海外事務所（後封面）
日本國際教育交流資訊中心
印度尼西亞、韓國、泰國、馬來西亞

●電郵・面談・電話・書信諮詢　　
●閱覽學校指南・學校要覽、日本留學參考書
●參加當地說明會

◇ 日本留學展・日本留學說明會
実實施國‧地區（2012年度預定）

●留學展（JASSO主辦　諸大學等參與）
北美、台灣、韓國、歐州、泰國、印度尼西亞、中國、越南、

馬來西亞

● 說明會（JASSO、日本留學生校友會、日本國大使館主辦）
蒙古、孟加拉、尼泊爾、緬甸、中國等

<日本留學展・日本留學説明會的詳細資訊 >

http://www.jasso.go.jp/study_j/event.html

◇ 日本國大使館・總領事館（駐外日本國公館）
提供有關留學的資料及必要的資訊。
部分還提供留學諮詢服務。
●駐外公館一覽

 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
zaigai/list

◇ 日本留學經驗者
     （前留學生）
應該可以從曾經到日本留學者，
獲得有關實際體驗的詳細資訊。
雖然，國情有別 , 一般上，留學
日本的校友會（日本留學生校
友會）都會提供有關資訊。

●校友會（日本留學生校友會）聯絡處

http://www.studyjapan.go.jp/jp/ath/
     ath0201j.html

◇ 本國的教育部
根據不同國情，部分本國政府的教育部、提
供留學資訊的機構，也會提供有關資訊。

◇ JASSO 網頁
http://www.jasso.go.jp/ryugaku/

◇ 日本留學門戶網站
http://www.g-studyinjapan.jasso.go.jp

有豐富的日本留學基本資訊！
●學校資訊　　　　●獎學金資訊　　●日本留學試驗（EJU）　　

●在日本的生活　　●日本留學展　　●日本留學指南

◇ Study in Japan
http://www.studyjapan.go.jp/

有豐富的日本留學基本資訊！
●日本政府獎學金　　●活動資訊　　
●日本留學生校友會　●日本留學經驗者的意見
有日、英、韓、中、泰、印度尼西亞、越南、法、
西班牙、俄羅斯、阿拉伯語版

◇ Japan Study Support
http://www.jpss.jp/

● 生活資訊　● 學校檢索　● 獎學金檢索　● 入學考試資訊
有日、英、韓、中文版

※ 學校指南、招生要項、申請資料

等從學校網頁下載的趨勢越來越

多，但有些是需要付費的。向學

校索取資料時請遵循隨信附上國

際回信郵票等學校的指示。

◇ 國際化據點整備事業
　 （Global 30）網站
這是介紹被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化據點整備事
業」採納的13所大學的各種舉措的網站。

http://www.uni.international.mext. 
　 go.jp/
●提供可僅通過接受英語授課來取得學位的課程
　資訊。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專用
大學入學指南
包含針對各大學‧短期大學的外國學生的入學

考試內容、留學生考試合格人數等重要資訊的

指南手冊。

詳細情況請參閱網頁。
編輯：亞細亞學生文化協會会

收集

一般的資料
（入學資格、手續方法、費用等）

收集

日本教育機構
一覽表

收集

有興趣的
教育機構的
學校指南

◇ 促進赴日留學資訊處
請利用附近的場所。（P18・19）
●閱覽學校指南・學校要覽、日本留學參考書

 http://www.jasso.go.jp/study_j/info_
openb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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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地區（城市名稱）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中國（長春） 中國赴日本國留學生預備學校 中國吉林省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淨月校區 +86-431-8453-6137

2 中國（瀋陽） 日本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廣報文化室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14緯路50號 +86-24-2385-0042

3 中國（大連） 日本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常駐大連辦事處
中國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147號
森茂大廈3樓

+86-411-8370-4077

4 中國（大連） 大連外國語學院 中國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旅順南路西段6號 +86-411-8611-1050

5 中國（北京）
日本國駐華大使館
廣報文化中心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東街1號 +86-10-6532-5847

6 中國（北京） 中國留學服務中心　國際合作處 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15號 +86-10-8236-1061

7 中國（濟南） 山東省圖書館 中國山東省濟南市二環東路2912號 +86-531-8559-0778

8 中國（上海）
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廣報文化中心

中國上海市樓萬山路8號 +86-21-6219-5923

9 中國（上海） 上海圖書館　國際交流處 中國上海市淮海中路1555號
+86-21-6445-5555

（分機 4309）

10 中國（廣州） 廣州留學人員服務管理中心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小北路266號
北秀大廈6樓

+86-20-8355-0306

11 中國（香港）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68號
海天廣場7字樓701-2室

+852-2866-9991

12 韓國（仁川） 仁荷大學校　定石學術資訊館 韓國仁川廣域市南區邵城路31 +82-32-860-9025

13 韓國（大田） 韓南大學校　國際交流隊 韓國大田廣域市大德區韓南路70 +82-42-629-7923

14 韓國（大田） 培材大學校　國際交流課 韓國大田廣域市西區培材路155-40 +82-42-520-5672

15 韓國（天安）
檀國大學校　栗谷紀念館圖書館 　
日語留學資訊中心

韓國忠南天安市東南區安棲洞山29 +82-41-550-1620

16 韓國（天安） 祥明大學校　International Lounge 韓國忠南天安市東南區祥明大路31
祥明大學校　語文大學　E001 +82-41-550-5121

17 韓國（釜山） 日本國駐釜山總領事館 韓國釜山廣域市東區古館路18 +82-51-469-3508

18 韓國（釜山） 社團法人釜山韓日交流中心
韓國釜山廣域市釜山鎮區東川路116
韓信 VAN O/T 1501-2號

+82-51-811-1717

19 韓國（光州） 光州大學校　日本資訊中心 韓國光州廣域市南區孝德路277 +82-62-670-2252

20 台灣（台北）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所文化閱覽室 台灣台北市慶城街28號
+886-2-2713-8000

（分機 2320）

21 台灣（台北） 台北市立圖書館留學資料中心 台灣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125號3樓 +886-2-2707-1008

22 台灣（台中） 國立台中圖書館留學資料參考室 台灣台中市南區402王權南路100號号
+886-4-2226-1105 

（分機 762）

23 台灣（高雄）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高雄事務所 台灣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樓
+886-7-771-4008

（分機 41）

24 台灣（高雄） 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 台灣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4樓 +886-7-395-0813

25 台灣（澎湖） 澎湖縣圖書館 台灣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 +886-6-926-1141
（分機 181）

26 蒙古
（烏蘭巴托）

蒙古日本人材開發中心（圖書室）
Mongolia-Japan Center Building, P.O.BOX 
46A-190 Ulaanbaatar, MONGOLIA +976-11-310879

27 新加坡       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JUGAS）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4-108 Hong 
Lim Complex,  Singapore, 051531 
SINGAPORE

+65-6534-0854

28 印度尼西亞
（日惹）

University Islam Indonesia Jl. Demangan Baru 24, Yogyakarta, 55281 
INDONESIA +62-274-540255

29 印度尼西亞
（日惹）

Atmajaya University Jl. Babarsari No. 6, Yogyakarta, 55281 
INDONESIA

+62-274-487711
（分機 4222）

國家及地區（城市名稱）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30 印度尼西亞
（泗水）

泗水大學
The International Village Office Building,
University of Surabaya, Raya Kalirungkut, 
Surabaya, 60293 INDONESIA

+62-31-298-1300
+62-31-298-1303

31 印度尼西亞
（泗水）

Japanese Studies on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Indonesia (JASMINE)

Jl. Kalidami No. 14-16, Surabaya, 60285 
INDONESIA +62-31-596-7010

32 印度尼西亞
（西爪哇）

Padjadjaran University  文學院日語日本文學系
Jl. Raya Jatinangor KM, 21, Sumedang, Jawa 
Barat, 40600 INDONESIA +62-22-779-6388 

33 印度尼西亞
（瑪琅）

Merdeka University Jl. Bandung No.1 Malang, East Java, 
INDONESIA +62-341-580303

34 緬甸（仰光） 緬甸原日本留學生協會（MAJA）
Room #707, Pearl Condominium, Kaba Aye 
Pagoda Road, Baha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95-1-534348
+95-9-8612151
+95-9-8613848

35 泰國（清邁） 泰國原日本留學生協會北部支部
3/3 Samlarn Road, Tambol Phra Sing,  Muang 
District,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66-53-814-550

36 菲律賓
（馬尼拉）

日本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廣報文化中心
（附設圖書館）

2627 Roxas Boulevard, Pasay City, Metro 
Manila, 1300 PHILIPPINES +63-2-551-5710

37 柬埔寨（金邊） 柬埔寨日本人材開發中心（CJCC）
RUPP-CJCC, Blvd. Confederation of Russia, 
Khan Tuol Kork, Phnom Penh, CAMBODIA +855-92-600-177

38 竂國（永珍） 竂國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c/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Dongdok 
Campus, Vientiane, LAO P.D.R. +856-21-720156

39 越南（河內） 越南日本人材協力中心（VJCC）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No.91 Chua Lang 
Street, Dong Da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4-3775-1278
（分機 111）

40 越南
（胡志明市） 

越南日本人材協力中心圖書館
（VJCC-HCMC）

15, D5 Road, Van Thanh Bac, Ward 25, Binh 
Thanh District,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512-2151

41 越南
（胡志明市）    

櫻花日語學校
228 Nam ky Khoi Nghia Street, Ward 6, 
District 3,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932-0749 

42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社會科學人文大學
10-12 Dinh Tien Hoang Street,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822-1910

43 印度（新德里） 印度教育部留學生協會（MOSAI） 1210-1211(12F), New Delhi House, 27, 
Barakhamba Road, New Delhi, 110001 INDIA +91-11-23752964

44 孟加拉（達卡） 孟加拉日本留學同窗生協會（JUAAB）
26, India road(2F) Shuvastu Chirontoni Tower, 
Farmgate, Dhaka-1215, BANGLADESH +880-2-914-5288

45 尼泊爾
（加德滿都）

尼泊爾日本留學同窗會（JUAAN） P.O. Box 25265, Jammal, Kathmandu, NEPAL +977-1-4426680

46 哈薩克斯坦
（阿拉木圖）

哈薩克斯坦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55 Jandosov Street, Almaty, 480035 
KAZAKHSTAN +7-727-221-0611

47 吉爾吉斯
（比斯凱克）

吉爾吉斯共和國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KNU, Building 7, 2F 109, Turusbekov Street, 
Bishkek, 720033 KYRGYZ +996-312-906580

48 烏茲別克斯坦
（塔什干）

烏茲別克斯坦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6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 107-B, Amir 
Temur Street, Tashkent, 100084 UZBEKISTAN

+998-71-120-7394
+998-71-120-7395

49 俄羅斯
（莫斯科）

莫斯科國立大學內日本中心
Building 1/52, Vorobyovy Gory, Moscow 
119234 RUSSIA +7-495-626-5032

50 俄羅斯
（聖彼德堡）

聖彼德堡日本中心
Office 34N, 3F, Bld.V., 69-71, Marata St., 
St. Petersburg, 119191 RUSSIA

+7-812-326-2550
+7-812-326-2553

51 俄羅斯
（下諾夫哥羅德）

下諾夫哥羅德日本中心
Room 1101, Gorkogo St. 117, Nizhny 
Novgorod, 603000, RUSSIA +7-831-296-0915

52 俄羅斯
（哈巴羅夫斯克）

哈巴羅夫斯克日本中心
UI. Moskovskaya 7, Khabarovsk, 680000 
RUSSIA +7-4212-22-7460

53 俄羅斯
（薩哈林）

薩哈林日本中心
3F, Lenin str. 234, Yuzhno-sakhalinsk, 
693000 RUSSIA +7-4242-72-7028

54 俄羅斯
（海參崴）

海參崴日本中心
3F, 37, Okeansky Prospect,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42-4260

55 烏克蘭
（基輔）

烏克蘭日本中心
37 Peremohy Avenue, Library NTUU "KPI" 
4F, Kyiv, 03056 UKRAINE +380-44-406-8166

促進赴日留學資訊處

JASSO為了讓希望留日的同學們能夠隨時閱讀有關日本留學資訊，特別寄贈有關留學日本的資料至以下機構。（截至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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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地區（城市名稱）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1 中國（長春） 中國赴日本國留學生預備學校 中國吉林省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淨月校區 +86-431-8453-6137

2 中國（瀋陽） 日本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廣報文化室 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和平區14緯路50號 +86-24-2385-0042

3 中國（大連） 日本國駐瀋陽總領事館常駐大連辦事處
中國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中山路147號
森茂大廈3樓

+86-411-8370-4077

4 中國（大連） 大連外國語學院 中國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旅順南路西段6號 +86-411-8611-1050

5 中國（北京）
日本國駐華大使館
廣報文化中心　

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東街1號 +86-10-6532-5847

6 中國（北京） 中國留學服務中心　國際合作處 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學院路15號 +86-10-8236-1061

7 中國（濟南） 山東省圖書館 中國山東省濟南市二環東路2912號 +86-531-8559-0778

8 中國（上海）
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館
廣報文化中心

中國上海市樓萬山路8號 +86-21-6219-5923

9 中國（上海） 上海圖書館　國際交流處 中國上海市淮海中路1555號
+86-21-6445-5555

（分機 4309）

10 中國（廣州） 廣州留學人員服務管理中心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小北路266號
北秀大廈6樓

+86-20-8355-0306

11 中國（香港） 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
香港筲箕灣興民街68號
海天廣場7字樓701-2室

+852-2866-9991

12 韓國（仁川） 仁荷大學校　定石學術資訊館 韓國仁川廣域市南區邵城路31 +82-32-860-9025

13 韓國（大田） 韓南大學校　國際交流隊 韓國大田廣域市大德區韓南路70 +82-42-629-7923

14 韓國（大田） 培材大學校　國際交流課 韓國大田廣域市西區培材路155-40 +82-42-520-5672

15 韓國（天安）
檀國大學校　栗谷紀念館圖書館 　
日語留學資訊中心

韓國忠南天安市東南區安棲洞山29 +82-41-550-1620

16 韓國（天安） 祥明大學校　International Lounge 韓國忠南天安市東南區祥明大路31
祥明大學校　語文大學　E001 +82-41-550-5121

17 韓國（釜山） 日本國駐釜山總領事館 韓國釜山廣域市東區古館路18 +82-51-469-3508

18 韓國（釜山） 社團法人釜山韓日交流中心
韓國釜山廣域市釜山鎮區東川路116
韓信 VAN O/T 1501-2號

+82-51-811-1717

19 韓國（光州） 光州大學校　日本資訊中心 韓國光州廣域市南區孝德路277 +82-62-670-2252

20 台灣（台北）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所文化閱覽室 台灣台北市慶城街28號
+886-2-2713-8000

（分機 2320）

21 台灣（台北） 台北市立圖書館留學資料中心 台灣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125號3樓 +886-2-2707-1008

22 台灣（台中） 國立台中圖書館留學資料參考室 台灣台中市南區402王權南路100號号
+886-4-2226-1105 

（分機 762）

23 台灣（高雄）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高雄事務所 台灣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9樓
+886-7-771-4008

（分機 41）

24 台灣（高雄） 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 台灣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4樓 +886-7-395-0813

25 台灣（澎湖） 澎湖縣圖書館 台灣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6-1 +886-6-926-1141
（分機 181）

26 蒙古
（烏蘭巴托）

蒙古日本人材開發中心（圖書室）
Mongolia-Japan Center Building, P.O.BOX 
46A-190 Ulaanbaatar, MONGOLIA +976-11-310879

27 新加坡       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JUGAS）
Blk 531 Upper Cross Street, #04-108 Hong 
Lim Complex,  Singapore, 051531 
SINGAPORE

+65-6534-0854

28 印度尼西亞
（日惹）

University Islam Indonesia Jl. Demangan Baru 24, Yogyakarta, 55281 
INDONESIA +62-274-540255

29 印度尼西亞
（日惹）

Atmajaya University Jl. Babarsari No. 6, Yogyakarta, 55281 
INDONESIA

+62-274-487711
（分機 4222）

國家及地區（城市名稱） 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30 印度尼西亞
（泗水）

泗水大學
The International Village Office Building,
University of Surabaya, Raya Kalirungkut, 
Surabaya, 60293 INDONESIA

+62-31-298-1300
+62-31-298-1303

31 印度尼西亞
（泗水）

Japanese Studies on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Indonesia (JASMINE)

Jl. Kalidami No. 14-16, Surabaya, 60285 
INDONESIA +62-31-596-7010

32 印度尼西亞
（西爪哇）

Padjadjaran University  文學院日語日本文學系
Jl. Raya Jatinangor KM, 21, Sumedang, Jawa 
Barat, 40600 INDONESIA +62-22-779-6388 

33 印度尼西亞
（瑪琅）

Merdeka University Jl. Bandung No.1 Malang, East Java, 
INDONESIA +62-341-580303

34 緬甸（仰光） 緬甸原日本留學生協會（MAJA）
Room #707, Pearl Condominium, Kaba Aye 
Pagoda Road, Bahan Township, Yangon, 
MYANMAR

+95-1-534348
+95-9-8612151
+95-9-8613848

35 泰國（清邁） 泰國原日本留學生協會北部支部
3/3 Samlarn Road, Tambol Phra Sing,  Muang 
District, Chiang Mai, 50200 THAILAND +66-53-814-550

36 菲律賓
（馬尼拉）

日本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廣報文化中心
（附設圖書館）

2627 Roxas Boulevard, Pasay City, Metro 
Manila, 1300 PHILIPPINES +63-2-551-5710

37 柬埔寨（金邊） 柬埔寨日本人材開發中心（CJCC）
RUPP-CJCC, Blvd. Confederation of Russia, 
Khan Tuol Kork, Phnom Penh, CAMBODIA +855-92-600-177

38 竂國（永珍） 竂國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c/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Dongdok 
Campus, Vientiane, LAO P.D.R. +856-21-720156

39 越南（河內） 越南日本人材協力中心（VJCC）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No.91 Chua Lang 
Street, Dong Da District, Hanoi, VIETNAM

+84-4-3775-1278
（分機 111）

40 越南
（胡志明市） 

越南日本人材協力中心圖書館
（VJCC-HCMC）

15, D5 Road, Van Thanh Bac, Ward 25, Binh 
Thanh District,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512-2151

41 越南
（胡志明市）    

櫻花日語學校
228 Nam ky Khoi Nghia Street, Ward 6, 
District 3,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932-0749 

42 越南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社會科學人文大學
10-12 Dinh Tien Hoang Street,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84-8-3822-1910

43 印度（新德里） 印度教育部留學生協會（MOSAI） 1210-1211(12F), New Delhi House, 27, 
Barakhamba Road, New Delhi, 110001 INDIA +91-11-23752964

44 孟加拉（達卡） 孟加拉日本留學同窗生協會（JUAAB）
26, India road(2F) Shuvastu Chirontoni Tower, 
Farmgate, Dhaka-1215, BANGLADESH +880-2-914-5288

45 尼泊爾
（加德滿都）

尼泊爾日本留學同窗會（JUAAN） P.O. Box 25265, Jammal, Kathmandu, NEPAL +977-1-4426680

46 哈薩克斯坦
（阿拉木圖）

哈薩克斯坦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55 Jandosov Street, Almaty, 480035 
KAZAKHSTAN +7-727-221-0611

47 吉爾吉斯
（比斯凱克）

吉爾吉斯共和國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KNU, Building 7, 2F 109, Turusbekov Street, 
Bishkek, 720033 KYRGYZ +996-312-906580

48 烏茲別克斯坦
（塔什干）

烏茲別克斯坦日本人材開發中心
6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er, 107-B, Amir 
Temur Street, Tashkent, 100084 UZBEKISTAN

+998-71-120-7394
+998-71-120-7395

49 俄羅斯
（莫斯科）

莫斯科國立大學內日本中心
Building 1/52, Vorobyovy Gory, Moscow 
119234 RUSSIA +7-495-626-5032

50 俄羅斯
（聖彼德堡）

聖彼德堡日本中心
Office 34N, 3F, Bld.V., 69-71, Marata St., 
St. Petersburg, 119191 RUSSIA

+7-812-326-2550
+7-812-326-2553

51 俄羅斯
（下諾夫哥羅德）

下諾夫哥羅德日本中心
Room 1101, Gorkogo St. 117, Nizhny 
Novgorod, 603000, RUSSIA +7-831-296-0915

52 俄羅斯
（哈巴羅夫斯克）

哈巴羅夫斯克日本中心
UI. Moskovskaya 7, Khabarovsk, 680000 
RUSSIA +7-4212-22-7460

53 俄羅斯
（薩哈林）

薩哈林日本中心
3F, Lenin str. 234, Yuzhno-sakhalinsk, 
693000 RUSSIA +7-4242-72-7028

54 俄羅斯
（海參崴）

海參崴日本中心
3F, 37, Okeansky Prospect, Vladivostok, 
690091 RUSSIA +7-4232-42-4260

55 烏克蘭
（基輔）

烏克蘭日本中心
37 Peremohy Avenue, Library NTUU "KPI" 
4F, Kyiv, 03056 UKRAINE +380-44-406-8166

促進赴日留學資訊處

JASSO為了讓希望留日的同學們能夠隨時閱讀有關日本留學資訊，特別寄贈有關留學日本的資料至以下機構。（截至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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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学

亞洲太平洋學院二年級

Iesha Milford 小姐

（出身國・地區／美國）

在日本，不僅生活所需的購物活動，上課、

打工及課外活動也都主要用日語，因此，

感覺有點辛苦。但是，對於我來說，每天

的生活都充滿了新的挑戰，能夠從中學到

東西。在上課、學習、運動及兼職打工中

充實地度過每一天。日語課每天都有，而

其他課程每天都不同，重點均與「人類研

究」有關。我一直都很自立，也經常從事一

些簡單的體力勞動，年少時就學會了在困

難中成長。經濟能力有限可能會感覺很難，

但是，如果有機會到國外深造，請大家暫

且不要考慮費用問題，出去試一試。不出

國留學可能無法真正瞭解自己的能力。出國

的經歷很寶貴，為了深入瞭解自己，使自

己得到全面的發展，請把握機會，不要留

下遺憾。請不要錯過讓自己成長、發展的

機會。

留學生的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為了解開大家的疑惑，我們對學長們的學生生活作了一番窺探。讓我們

來聽聽為夢想而努力奮鬥的留學生的心聲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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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兼職打工的日子】

東京日本語教育中心

Otog Nansalmaa 小姐

（出身國・地域／蒙古）

我在蒙古的高中學過日語。以前就對日本

這個國家很感興趣，一直希望能到先進國

的日本學習理工。終於有一天，我打聽到

日本文部科學省的日本留學計劃，並且很

幸運地通過了考試，來到了日本。當確定

能到日本留學時，我真的非常開心。現在，

我在東京日本語教育中心學習日語。每天

學習很多漢字、語法、詞彙，雖然感覺有

點難，但由於是到自己非常喜歡的國家留

學，因此，並沒有感覺太辛苦。我帶著對

周圍一切事物的好奇心，每天努力著。日

本是個安全的國家，並且，這裡的人們很

親切，我從日本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除了學習外，我希望通過這次留學，能更

深入地瞭解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想法及

日本與我們國家的共同點和差異等，拓展

自己的視野。並且，我想充分利用在日本

學到的技術，今後為祖國的發展貢獻力量。

7:00　起床

早晨起床，準備早餐，用早餐。
由於每天都有漢字的小測試，因此，接下來，
複習漢字。

9:10　開始上日語課

上午都是日語課。為了提高自己的日語能力，在
休息時間，與來自各國的同學用日語交談。

11:45　快樂用午餐

在宿舍樓自己的房間裡，一邊聽著日本或蒙古
的音樂，一邊吃午餐。我很喜歡日本的音樂。

12:45　日語與基礎科目課

下午有日語課、數學及物理等基礎科目課。幸
虧有這麼好的老師，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16:15　下課

我回來啦！回到房間喝茶。然後，和朋友一起
打乒乓球或逛街購物。

18:30　用晚餐

由於宿舍的廚房是公用的，因此，在做晚餐時，
有機會吃到其他國家的料理。

20:00　做作業及複習的時間

複習當天日語課學習的內容，如果有作業，就
做作業。

22:00　我最開心的時間

每晚，通過網路與家人通話，還瀏覽Facebook
和新聞。

24:00　已經到休息的時間了

（所屬・學年至2012年1月止）

校 園 日 記 ⑵
學長們的

第一次賞櫻花，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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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10:30
12:25
14:00~
16:00~
21:00
22:00
22:30
23:00

7:00

8:00
10:40
12:25
14:00~
18:00
19:30
~20:30
22:00

起床，早餐吃香蕉，

準備上學校

上第1課時課

用午餐

上第3課時課

到圖書館學習

到健身房踢足球、打拳擊

回家

晚餐

淋浴

就寢

起床，早餐吃香蕉，

準備上學校

兼職打工

去大學

上第3課時課

兼職打工

回家

晚餐

學習

就寢

【兼職打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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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每天迎接
不同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