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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国际课程履修生 

学生身分 

国际课程履修生是指不以获得学位为前提，在校期间履修日语课程以及学部开讲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在上智大学语言教育研究中

心（CLER）享有全日制学籍的外国留学生。 

 

基础课程： 

 Japanese Intensive Track 是针对选修日语集中讲座（JLIP）同学开设的。JLIP课程以学习日语为主，每周15小时，周一至

周五每天三小时（9:00-12:35）。最低要求日语能力考试（JLPT）N3水平或实用日本语能力测试（J-TEST）E级水平以上。 

 没有参加过JLPT和J-TEST的同学，需要参加上智大学指定的J-CAT日语能力考试，考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履修日语课程项目的学生合格后，根据能力水平进行分成３个班级。 

 日语集中讲座（JLIP）课程的学生隶属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https://fanyi.sogou.com/?keyword=autumn&fr=websearch_submit&from=en&to=zh-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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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课程一览请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 Japanese Intensive Track 的学生有意向履修学部课程日语授课课程的，要求日语能力考试N１以上并通过校内能力考试 

※ Japanese Intensive Track 的学生有意履修国际教养学部下设英文课程的，要求TOEFL,IELTS达到一定水平。 

※ 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在学学生需在保证日语学习的基础上，选择学部公共课程。 

※ 学部公共课程的设置为：4学分的学部课程每周两次授课，2学分学部课程每周一次授课，请根据自身能力选修。 

※ 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日语课程为绑定科目，不可拆开选课。 

 

 

履修他学部公开课的前提条件： 

※ 履修完一学期的 JPN310课程。 

※ 由于他学部的公开课要求的日语能力较高，所以有的课程需要授课老师的许可。 

学分认证 

所有课程均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认证，同时本校也被大学基准协会认可，所修学分受美国等其他主要国家高校承认。 

校历安排  

上智大学采用 2 学期制，春季学期 4 月开学，秋季学期 9 月开学。各学期含期末最终考试共 15 周。 

2019 年度秋学期： 新学期 2019 年 9 月 21 日开始，正式授课从 9 月下旬开始至次年 1 月下旬  

2020 年度春学期：  新学期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正式授课从 4 月上旬开始至 7 月下旬 

履修期间 

原则上履修期间为 1 学期（半年）或 2 学期（1 年）。 

在籍条件 

国际履修生必须最低修满 1 周 10 小时以上的课程。本课程所规定的授课时间数已满足授课时间要求。 

课程选择数如果低于前述情况或课程费用在指定期限内未交付的情况学生将失去在籍资格，请务必注意。 

2. 申请资格 

（1）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在学，2年级以上（含2年级）并且能够提供大学期间所有成绩者 

（2）大学毕业，拥有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并且能够提供大学期间所有成绩者 

（3）中国高等专科学校（大专）全日制学生，2年级以上（含2年级）并且能够提供大学期间所有成绩者 

（4）要求有至少半年以上在正规教育机关学习日语的经历 

 

3.  申请方法和手续 

详细申请方法和手续办理请咨询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 

 

4.  申请截止时间 

   

 

 

 

2019年度秋学期 (9月入学) 

申请截止时间：201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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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材料 

下述申请材料（A-E）请在指定日期之前邮寄至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 

注: 非日语、英语开具的证明书需要提供英语翻译件并且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 

    原件无法多次发行的资料，请复印后加盖校长署名提出即可。 

    申请材料一旦提交不再退还 

 

A. Application Form 

填写Application Form，提交800字左右的日文申请理由陈述。  

陈述时请围绕： 

A：为什么想学习日语 

B：具体介绍学习了日语之后将来的梦想或介绍为什么想来日本留学，在日本短期留学后将来的梦想是什么。 

 

B. 成绩证明 

所在大学或是毕业大学在读期间所有成绩证明。需要加盖学校有关部门公章，装入信封由校方严封。 

C. 语言能力证明                                  

提交日语与英语能力相关证明。日语能力证明必须是（JLPT）N3 以上或者 J-TEST 的合格证明书，其他机构或个人出具的日语能力

证明书不予受理。无上述成绩者，需要参加上智大学指定的 J-CAT 日语能力考试。 

D. 推荐信 2封（指定用纸） 

在读大学生请提供学校 2 名授课教师提供的推荐信。要求使用英语或者日语，装入空白信封严封，学生本人不得阅览，封口处要有

老师签章。 

 

E. 健康证明（指定用纸）                                                              

为了证明申请者的健康状态，需提供医院开具的过去 6 个月以内的健康证明。 

6.  选考方式:  书类选考 

7.  选考结果发表  

2019年5月22日  

选考结果将由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通知。 

合格通知和入学手续材料等将在合格后另行发送。 

注：电话，FAX，邮件均不接受关于是否合格等咨询。  

 

8.  学费 

需将相关材料和入学手续费用提交交付到上智大学中国联络处后，才能完成入学手续办理流程。具体费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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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本学费 

选考费 Application Fee 

教育充实费 Education Enhancement Fee 

境外收款手续费 Overseas Collection Fee 

课程费 Tuition Fee （每学分 33,800 円） 

35,000 円 

105,000 円 (每学期) 

6,500 円 

540,800 円（一年 16 学分）/270,400 円（半年 8 学分） 

合计 Total matriculation fees 792,300 円（一年）  /  416,900 円（半年） 

注：以上学费为每个学期 8 学分为主，学费为 2019 年春季入学标准，上智大学根据每年的情况有微调的可能性，具体

以大学公布的当年信息为准。 

 

B. 额外选课费用 (第二学期完成选课登录之后在日本现地支付) 

参考：2019年度的春季入学课程费用为33,800円/学分。课程费用将根据同学们实际选课登录情况来核算。 

9.  关于留学生的在留资格 

上智大学进行海外学习的留学生需要取得【留学】在留资格。而取得【留学】在留资格需确保一周有10小时以上的课程履修。关于

在留资格的手续办理入学审查合格之后另行通知。 

 

 

项目参加费 

项目参加费 Program Fee 387,200 日元（一年） / 326,700 日元（半年）  

合计 Total matriculation fees 387,200 日元（一年） / 326,700 日元（半年） 

注:接受境外汇款需要收取手续费，请同学汇款时在手续费承担一栏中勾选 [共同负担]。 

 

1）项目参加费用包括 

① 报名登录、 

② 材料制作、 

③ 签证指导、 

④ 国际邮寄、 

⑤ 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办理手续及保险费、 

⑥ 机场接送、 

⑦ 协助办理银行开户手续、 

⑧ 协助办理开通手机业务、 

⑨ 协助在当地区役所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 

⑩ 欢迎晚宴餐费、 

⑪ 在日生活指导 

 

2）报名截止之前需缴纳项目参加费，学费。未合格者扣除选考费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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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升学（进学塾）课程介绍 

报名资格 

升学（进学塾）课程为环球翔飞教育集团为参加上智大学国际履修项目的同学特别准备的升学辅导。面向在上智大学履修课程期间，

同时进修日本大学院升学课程的学生进行招募。 

 

硕士升学专业方向 

经济学/ERE，经营学/MBA，会计学，新闻传媒学，社会学 

 

课程介绍： 

 日语能力考试N1，N2集中讲座。每周平日两次，每次2.5小时（18:00-21:00）。 

 英语托福，托业集中讲座。每周平日一次，每次2.5小时（18:00-21:00）。 

 专业课定向，专业课讲座（经营 经济 社会等）。每周末一次，每次3.5小时（10:00-13:30）。 

 

注） ※专业定向课程来日后学生在一周前自行选择 

 

升学课程费： 

升学课程费 Education Fee 

境外收款手续费 Overseas Collection Fee 

550,000 日元 

6500 日元  

合计 Total matriculation fees 556,500 日元 

注:接受境外汇款需要收取手续费，由汇款方承担。 

 

1）升学课程费用包括 

① 日语 N1 培训、 

② 研究论文写作指导、 

③ 托福，托业培训、 

④ 专业课培训、 

⑤ 专业定向、 

⑥ 在日学习指导。 

 

2）咨询、申请方式 
 

咨询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友谊公寓 副楼  

咨询电话：027- 87557397 冷老师  

咨询 QQ 群：225491193（已满）； 612349096（2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