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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sa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KIEI) is supported by Kakehash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Japan) , has gentle and excellent teachers with 
high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has a dream to support the learners sincerely. 



       关西国际教育学院 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合格学校，日本法务省认定校，在中国、法国、泰国等国设
有分校及海外代表处，拥有资质优良的教师阵营和教学设施，以“求实勤勉、厚德感恩”为校训，勉励学子
努力学习，勤奋成才，日后用所学知识积极回报社会，为国际交流做出贡献。 
       学校设置有日语、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英语等多个学科，并与世界各地多所学校和企业有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现有专兼职教员３０多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5名，硕士学位者20多名，设有国际会馆、图书室
、保健室以及学生公寓。除招收日本学生以外，还常年招收世界各地留学生，累计接收和培养来自中国内地
及港澳台、美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数百名，所有学生均
获有奖学金，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神户大学等名牌国公立大学，受到学
生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1.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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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sa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関西国際教育学院 

课程名字             程度             课程内容 

          初级 上 
      

 日本语能力考试N4水平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 

 
      学习基本的日语知识，掌握基本对话、阅读和写作
能力。 

          初级 下 
      

 日本语能力考试N3水平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Ⅱ 

          中级 上 
 

 日本语能力考试N2水平 
「みんなの日本語」中級Ⅰ 

 
      学习中上级的日语知识，掌握日常生活中各种场景
下的会话能力和正规的写作能力。 

          中级 下 
 

 日本语能力考试N2-N1水平 
「みんなの日本語」中級Ⅱ 

          上级 上 
 

 日本语能力考试N1水平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学习高级日语知识，灵活掌握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
综合日语能力。 

          上级 下 
 

    大学考试水平 
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2.日本留学试验（EJU）对策讲座 
   为了帮助学生升入知名大学以及提高学生的综合知识水平，关西国际教育学院设置了我校特有的课程。以升入日本
国内知名大学或大学院为目的的EJU特别讲座，不仅有日语，同时教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综合知识，帮助学
生在入学考试中取得可以升入知名大学的录取高分。同时根据学生学习目的的不同我们还设置了应试英语、数学、小
论文写作、能力考试对策等多种多样的课程。 

3.办学特色 
·奖学金获得率高   ·大学研究生升学率100%   ·入学费用低   ·校内教学与校外实习综合培养模式   ·EJU辅导  
·留学生生活指导 



 

 

 

・短期留学奖学金  （5千-30万） 

・全勤奖学金         （1万-10万） 

・优秀学生奖学金  （1万-10万） 

・文部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金（60万） 

  · 日本留学考试奖学金 （约60万） 

 ・兵库县六甲奖学金（60万） 

 ・伊丹市奖学金 （27万-36万） 

                          ※ 货币单位：日元（YEN） 

长期留学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300,000日元 

二等奖学金 150,000日元 

三等奖学金 50,000日元 

努力奖学金 10,000日元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1月 
JAN 

2月 
FEB 

3月 
MAR 

四月期生入学式 

 日本留学試験 
中間試験 

日本語能力試験 

夏休み 

十月期生入学式 

忘年会 
冬休み 

大学院入試試験 

期末試験 
卒業式 
春休み 

 

校外活動 

夏の合宿 
期末試験 

 日本留学試験 

日本語能力試験 
中間試験 



    ① 3+1或3.5+0.5合作办学 
        主要以日语专业为主，指导学生完成日语专业的学习，获得原所在院校学位学历证书 
 

    ② 2+0.6+2或2+1+2等合作办学 
        在国内高校就读两年后，来本校语言培训半年至一年，考核合格后插班至日本大学相关专业大三或 
        大四，学分修满颁发我校毕业证明、日方大学学位证等 
   

          ③ 半年或一年带薪实习进修课程 
        由国内高校推荐来我校就读，在读期间推荐进入合作企事业单位带薪实习，考核合格者颁发单位实 
        习证明、我校毕业证明等 
 

    ④ 本科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导 
        持高中毕业证书者，在本校学习半年或一年，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进入日本大学或专科院校学习 
        持大专或本科毕业证者，在本校学习半年或一年，推荐考入日本大学就读硕士 
 

    ⑤ 讲座或课程 
        在合作院校开设一门相关课程（多为全校公共选修课），由本校资深教师主讲，其中部分学时可来 
        日本实地访学就读 
 

    ⑥ 短期游学 
        夏令营，冬令营，或利用节假日等时间段，自由选择，天数、价格、行程、课程等均可定制 
 

        ⑦ 交流访问及进修 
        安排教师、家长来校进行短期交流、访问、进修、考察等活动 

      我校与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罗马尼亚、新西兰、澳大利亚、波兰
等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如教师互派、国际研讨会、访学讲座，定期组织
夏令营、冬令营等国际游学活动，设置各类奖学金和鼓励制度，派遣师生至世界各合作院校，
扩宽学生视野，推动国际化教育教学。  



  
  本校提供优质的住宿环境： 
       宿舍内家具齐全、设施完善 
       长期留学住宿费用参考 
       标准（日元）如右： 
     

  初期礼金 月房租 合计（6个月） 

一室一厅 ￥50,000 ¥45,000 ¥320,000 

二室一厅 ￥50,000 ￥35,000 ¥260,000 

三室一厅 ￥50,000 ￥30,000 ¥230,000 

东京大学 

神户大学 

名古屋大学 

和歌山大学 

鸟取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早稻田大学 

同志社大学 

京都外国语大学 

天理大学 

奈良产业大学 

京都大学 

东北大学 

奈良女子大学 

滋贺大学 

广岛大学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兵库县立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立命馆大学 

近畿大学 

帝塚山大学 

大阪大学 

九州大学 

爱媛大学 

三重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 

奈良教育大学 

香川大学 

关西大学 

龙谷大学 

大阪成蹊大学 

大手前大学 

 

（等等……） 

 

    

Zhang   Yi            
   张       熠 

 
国  籍：中国 
出身院校：中国高等院校 
毕业去向：立教大学 

    

Ding   Wenlei            
丁   文磊 

 
国  籍：中国 
出身院校：中国高等院校 
毕业去向：大阪大学博士课程                 

    

Ouyang Liunian 
欧阳 刘念 

 
国  籍：中国 
出身院校：中国高等院校 
毕业去向：関西大学硕士课程 
                         

Liang JinJun           
梁 锦俊 

 
国  籍：中国 
出身院校：中国高等院校 
毕业去向：関西学院大学 

【中国】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职业大学 

武昌理工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 

安徽新华大学 

安徽三联学院 

运城学院 

海宁技师学院 

海宁市高级技工学校 

广西欧亚教育 

 

【其他国家】 

(泰国)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泰国)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泰国) Assumption University 

(印尼) Sanata Dharma University 

(法国) Institut Privé de Luxe et 

Management de l'Entreprise  

(法国) AUX CHAMPS SARL 

(澳洲) Ozstudy Solution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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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study is set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learn language courses in Japan.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o complete language courses in IIFLS, can attend Examination for Japanese University Ad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JU). College under-graduate who complete language courses in IIFLS, 
can attend graduate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4月入学/April Period 
（报名截止时间：前一年11月20日） 

  第1学年/1st Year  第2学年/2nd Year  

  前半期 后半期 前半期 后半期 
入学金 

Admission Fee 50,000       

学费 
Tuition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其他费用 
Others 100,000       

总额 
Total 45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入学资格： 
・ 12年以上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历、 满18周岁及以上、身心健康者 
・ 参加本校在当地面试合格者 、严格遵守日本法律及我校校规者 
・ 有经济能力（或经费支付人）支付在日学费及生活费者 
・  4 月入学者需通过J-TEST（F级）或JLPT（N5），或学习日语150学时以上 
     10月入学者需通过J-TEST（E级）或JLPT（N4），或学习日语380学时以上 
    

        申请材料： 
・入学志愿书、护照复印件 、最终学历毕业证及成绩单、日语学习证明、J-TEST或JLPT证书 
・经费支付人在职收入证明、亲属关系公证书、银行存款证明等 

签证类型：（G）AS COLLEGE STUDENT 

适用范围：超过90天的长期留学 

 

1、提交报名表、简历，约定面试时间 

2、面试合格后，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费 

3、申请在留资格，在留资格获批后后支付学费及住宿费 

4、寄回在留资格原件，递交日本使领馆申请留学签证 

5、来日留学，本校提供接机、安排住宿等 

10月入学/October Period 
（报名截止时间：当年5月20日）  

  第1学年/1st Year  第2学年/2nd Year  

  前半期 后半期 前半期 后半期 
入学金 

Admission Fee 50,000      

学费 
Tuition 300,000 300,000 300,000 

其他费用 
Others 80,000      

总额 
Total 430,000 300,000 300,000 

※货币：日元/YEN 

接收留学生来校学习语言课程，在本校学习后去向如下： 
 

 ・ 高中毕业者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或专门学校 
 ・ 大专及本科毕业者考研进入硕士阶段学习 
 ・ 大专及本科毕业者完成本校一年以上课程且日语能力考试N1合格可在日就业 
 ・ 大专或本科修完前两年课程者可参加编入考试插入日本本科大三进行学习 

Kansa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関 西 国 際 教 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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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study tour for Students have “Experiencing Japanese University Program”, “Experiencing 
Japanese Culture Program”, “Adolesc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gram”. During the study, 
We provid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apartment accommodation and language courses, arranging 
visits for University, civic center, Japanese companies,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al sites. 

    入学资格： 
 

・ 年龄、学历、职业、国籍等不限 
・ 无日语水平要求，零基础亦可 
・ 报名时间不限，随到随接 
・ 身体健康者、严格遵守日本法律及我校校规者 
・ 有经济能力（或经费支付人）支付在日费用者 
    

        申请材料： 
・护照及户口复印件、照片、简历、在读证明/在职证明 
・学校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参考收费标准（日元）如下：  

课程名称 
Course 

天数 
Days 

学时 
Class hour   

费用 
Fee 

A  15 36 108,000 

B 30 76 188,000 

C 60 152 288,000 

D 90 228 388,000  

E 定制/Customize 

 
签证类型：（V）AS TEMPORARY VISITOR 

适用范围：90天内短期游学、教师交流、商务访问等 
 
1、递交申请材料至本校 
2、本校审查合格后缴费，寄回入学通知书、邀请函、身元保证书 等 
3、递交材料至日本使领馆申请短期签证 
4、来日游学，本校提供接送机、安排住宿等 
 

15日(15 Days)      日本名校访问经典行程 /Jap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Da
y 

内容/Contents 课程/Course 

1 抵达日本/Arrived in Japan 

2 欢迎式（项目内容说明、集体合影）/Welcoming and program orientation 基础日语/Basic Japanese 
海外伦理与安全/Ethics and Safety 

3 伊丹市周游/Visiting  Itami 

4 大阪周游（大阪城、难波、梅田等）/Visiting Osaka (Osaka Castle Park, Nanba, Umeda, etc.) 

5 企业参观/Visiting Japanese companies 日本企业文化/Japanes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Management 

6 大阪大学、万博公园等/Osaka University, Expo Commemoration Park, etc. 

7 京都大学、祇园、清水寺等/Visiting Kyoto University, Gion, Kiyomizu-dera, etc. 日本民俗文化/Japanese culture 

8 自由活动（日本环球影城）/Free time (USJ) 

9 神户大学、六甲山/Kobe University, Rokkosan 基础日语/Basic Japanese 

10 神户周游（神户港、元町、南京街）/Visiting Kobe (Kobe port, Motomachi, Nankin-machi 

11 奈良周游（东大寺、春日神社）/Visiting Nara (Todai Temple, Kasuga Grand Shrine) 日本历史/History of Japan 

12 京都周游（岚山、金阁寺）/Visiting Kyoto (Arashiyama, Kinkakuji) 基础日语/Basic Japanese 

13 自由活动/Free time 

14 结业仪式/Graduation ceremony   

15 回国/Return home 

来校短期游学（90天以内），留学期间进行语言课程的学习，并安排访问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神户
大学等一流大学，提供市民中心、日本企业以及实习基地的实地考察和培训相关课程。 

Kansa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e 
関 西 国 際 教 育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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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min 

45min 

68分钟 

58min 

70min 

15min 

1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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