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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 年度日语教育课程招生简章 

1、  项目宗旨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推动世界主要国家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培养国际化高端日语人

才，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特此开设日语教育课程，面向全球相关合作校招

生。 

学生可根据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将来的学习方向，选择不同的语言级别、技能种类

和学习主题的学习科目，作为正规科目履修生在早稻田大学进行集中、系统的综合日

语学习，并按规定取得规定的学分。具有一定语言水平的学生，作为结业必须条件，

还须在早稻田大学选修其他课程，以达到全面性、应用性学习的学习目标。 

    项目学生将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以及日本学生一起参加授课和课外活动，切

实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和异文化交流能力。 

    该项目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申请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奖学金申请结果预计将于

2014 年 3 月公布（以当年实际公布之间为准）。指定校学生通过奖学金申请，满足相应

成绩要求并通过早稻田大学的选考，将可获得月额 80,000 日元的奖学金。 

 

2、  报名资格 

1） 指定校正规在校学生 

2） 日语专业学生或辅修日语的其他专业学生 

3） 在校期间未受处分且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的学生 

4） 经合作院校推荐，准予赴日交换留学并可获得学分承认的学生 



	  

	  

3、  学期时间及报考 

1）  学期时间 

１年课程：  2014 年 9 月 21 日—2015 年 9 月 15 日 

半年课程：  2014 年 9 月 21 日—2015 年 3 月 15 日 

*期间寒暑假及短期假期根据校历安排为准（日本滞在期间参考：14 年 9 月初—15 年 8 月初） 

2）  报名方法及截止时间 

① 提交报名表至学校相关部门老师处 报名截点：3月 30 日 

② 报名审核通过后缴付项目参加费。 

③ 准备相应申请材料（具体材料负责老师另行通知） 

④ 合格发表  

⑤ 宿舍申请并交纳宿舍费用、在留材料准备 

⑥ 在留下达  

⑦ 签证办理 

⑧ 出发 

 

4、  课程费用 

① 课程费用明细 

② 报考费用           25,000 日元（未入取者全额退款） 

③ 1 年 ：900，400 日元 

半年：466，200 日元 

④ 项目参加费 

 



	  

	  

１年课程: 28000 元人民币 / 半年课程: 18000 元人民币 

包含：课程申请指导费、签证指导费、医疗保险、日本现地服务费、宿舍安置

费、国际邮寄费、课外活动费用； 

不含：国际机票费、日本签证费、在日住宿费、个人消费及以上“包含”中没

有涵盖的内容。 

 

     费用交纳相关 

各项费用需在规定时限之前汇入指定账户，并提供汇款凭证。 

 

5、 奖学金 

本课程由早稻田大学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申请奖学金，满足申请条件，并通过早稻田大

学选考的同学将获得每月 8 万日币的奖学金。（文部科学省预计将于 14 年 3 月公布奖

学金申请结果） 

1） 奖学金申请条件（皆为必要条件） 

① 指定校在学学生，且预定毕业时间不早于该项目结业时间 

② 项目完成后可回到所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者 

③ 在早稻田大学所获学分可回在籍学校完成学分转换 

④ 成绩优异，GPA 成绩 2.3 以上（3分满分）3.1 以上（4分满分） 

⑤ 必须提供至今所有大学成绩（分学期开具，英文或者日文版本） 

⑥ 必须提供所在大学 GPA 成绩评定标准（英文或者日文） 

 



	  

	  

 

2） 奖学金名额 

奖学金名额为入取总人数的 20%-30%（以早大每年最终评定结果为准） 

3） 奖学金额度 

一年课程：8万日元×10 个月＝80 万日元 

半年课程：8万日元×4个月＝32 万日元 

4） 奖学金通知及资格取消（以当年实际情况为准） 

① 通知时间 

预计于 14 年 3 月公布（根据往年参考） 

② 资格取消 

出席率未达到 85%以上者 

项目参加期间有违反校纪校规和违法犯罪者 

发现以虚假信息申请入学和奖学金者 

由指定校通知被取消推荐资格者 

 

6、 入学手续 

1） 自报名至顺利获得签证、宿舍申请等所有手续由报名中心指导完成。 

2） 入学后学生学籍属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学生证办理、课程选择等由

中心指导完成。 



	  

	  

 

二、 留学生活相关 

1、 宿舍 

本课程统一安排宿舍，合格发表后，宿舍申请指南将发送给合格者，指导办理宿

舍申请手续，签订宿舍入住协议，支付宿舍相关费用。 

注：费用以当年实际通知为准 

 

2、 学生待遇 

1） 校园待遇 

项目参加学生可使用包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校园网络、食堂以及其他相关教学

设施。 

2） 交通 

项目参加学生可持早稻田大学学生证购买学生票。 

3） 关于勤工俭学 

项目参加学生持【留学】签证，各项手续完备，可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进

行不高于 28 小时/周的勤工俭学，获得合法收入。但勤工俭学只应作为社会实践

和课堂学习的补充，所获收入不建议列入留学资金计划。 

 

三、  课程内容与设置 

1、  日语课程 

1）  【日语基础课程】分为 1-8 级 

      1 级为基础课程，对象为日语初学者 



	  

	  

8 级为高级课程，对象为日语能力考试 N1 级以上者 

入学后根据摸底考试成绩分班授课 

2）   【日语应用课程】 

      分为阅读、写作、口语、翻译，日语讲演等技能训练 

 

2、   相关课程学习 

      除日语课程学习外，项目参加学生还需选择其他课程。包括日本文化，历史，

经济，政治等早稻田大学超过 1000 多种的基础教育课程，皆向项目参加学生开

放。 

 

3、   学分规定 

1）   结业所需学分 

      作为结业条件，学生需在每学期获得 13 学分以上 

      可由日语课程 9学分和相关课程 4学分组成，也可 13 学分均为日语课程 

2）   最多可选学分 

      学生最多每学期可选择 18 学分 

      其中、日语课程应不高于 14 学分，相关课程应不高于 4学分 

3）   学分构成 

      日语基础课程和日语应用课程为每学期 1学分，课堂授课时间为 90 分钟/周 

      相关课程为每学期 2学分，课堂授课时间为 90 分钟/周 

 



	  

	  

 

四、   联系方式 

1、   关于报考、签证手续及日本留学生活指导，请咨询【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课程】

中国报名中心——日中文化交流中心： 

      咨询邮箱：waseda@japan-china.org.cn 

咨询电话： 

上海： 021-5566-1085 

       北京： 010-8230-1027 

       大连： 0411-8475-3162 

       广州： 020-3826-2404 

2、   关于院校推荐名额请咨询各指定校外事处、日语系或学校指定部门 

3、   关于项目构成以及学习内容请咨询 

      早稻田大学日本语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日本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 1-7-14  22 号馆 4F 

      电话：0081-3-3208-0477    传真：0081-3-3203-6405 

      周一~周五 8:00—16:00 

http://www.waseda.jp/cjl/index.html	 



	  

	  

五、   报名表 

2014 年度 日本語教育プログラム入学願書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2014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Waseda University 

◆＊印の項目は、該当するものに○印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Please circle the number for the item marked "＊". 

I-1 志願者 Applicant 

＊受講期間 1. 1 年 2. 半年 *入学時期 1.4 月  2. 9 月 

Period of Attending 
1.One-year 

2.Half-year 

Application 

 Method 

1.April 

2. September 

氏名 

Name 

  姓 Family 名 Given ミドル Middle   

ﾌﾘｶﾞﾅ 

Katakana 
    --  --  -- 

漢字 

Kanji 
      

英字 

English 
 --  --  -- 

＊性別 Sex 
1. 男(Male)  

2. 女(Female) 

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年齢 Age   

国籍 

Nationality 
中国 

国籍コード 

Nationality 

Code 

156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郵便番号 

 Postal Code 
  

現住所 

Present 

Address 

  電話番号 Tel   E-mail   

奨学金申請 
 1. 是 

2. 否 
未获得奖学金是否继续申请 

1. 继续申请 

2. 退出申请 

I-2 各種書類（選考結果通知・入学許可書）発送住所 

Address to receive "Notification of Screening Results" and "Certificate of Admission" etc. 

郵便番号 

Postal 

Code 

  住所 Address   

家长姓名  家长联系电话  家长年薪收入（税后）  

 

Ⅱ 学歴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小学校を含めた、通学したすべての学校を年代順に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Lis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schools attended (including primary school) 

カラー写真 

PHOTO (recent) 

4cm×3cm 

Print your name on the 

back of the photograph 



	  

	  

取得（見込）学位 

Diploma/Degree 

awarded 

学校名 

Name of institution 

所在地 

Location of 

institution 

在学期間 

Years attended 

(yyyy) (mm)�(yyyy) (mm) 

*卒業（見込）または在学中 

Graduate or Currently 

enrolled 

    年   月 �     年    月 卒業 

    年   月 �     年    月 卒業 

    年   月 �     年    月 卒業 

    年   月 �     年    月 卒業 

    年   月 �     年    月 卒業/在学中 

修学年数（小学校～最終学歴） 

Total Period of Education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 to the last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 

年 

Years 

最近两学期 GPA 成绩  

 

III 日本語教育プログラム終了後の計画  

Plans after completing study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1 
大学大学院で勉強する。 

I will study at university. 

大学名 

Name of university 
  

*課程 Course 

1.学部 Undergraduate 

2.大学院（修士課程）Graduate (Master) 

3.大学院（博士課程）Graduate (Doctor) 

専攻分野 

Field of study 
 

*2 
その他 

Others 
 

 

IV 日本語能力 Japanese proficiency 

●以下の試験を受験したことがある方は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Please write below if you have taken following tests. 

日本語能力試験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レベル Level 受験年 Year 得点 Score *合否結果 Result 

           級           年         点 
合 否 

Pass Fail 

 

V 志願者全員が記入すること Please read the statement below and provide your legal signature. 

上記に記載した内容および、入学試験に関わる申請書類はすべて正確であり、また、入学が許可された場合には、早稲田大学の規則に従うことを誓います。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application is complete and accurat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if admitted, I agree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Waseda University. 

署名／捺印： 

Signature 
  

署名年月日： 

Date 

年（yyyy）    月（㎜）    日（

d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