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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80年传统历史和业绩的技术教育综合学园 

瓶井学园开设的京都日本语学校 

         

    瓶井学园日本语学校京都校成立于2019年4月，学校位于京都市山科区。京都是

一个有着140万人口，位于东，西，北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形的古老都市，虽然与东京

和大阪等繁华的城市不同，没有众多的高层建筑，却是以古建筑覆盖着整个都市，

故称为「古都」。同时也是日本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之一。继承着传统的花道艺术，茶

道等日本文化。近年来，在京都留学并学习的留学生不断地在增加， 瓶井学园日本

语学校京都校就在这个有着魅力的城市中，让您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城市里体验日本

的文化同时学习语言。 

    

                           

             



 

 

 

  

 京都「古都」自古以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独特的文化，如寺庙和神社，佛教雕像和禅宗花园等多样 

化艺术，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遗产。几乎每个月都可以观赏到京都历史的各类祭典。 

 京都不仅仅是个文明古都，同时它还有许多日本有名的大学，比如：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 

立命馆大学等等。拥有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根据学生自身的语学能力层次教学，小班化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讲师授课。 

 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的 4大技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 

 

  

 

 学校招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努力创建和多国家留学生交流的氛围。 

 瓶井学园每年都会举行学园祭等各种活动，建立与日本人以及学校周边居民的交流环境。 

 

 

              

 日本语学科毕业升入本学园专门学校学习的学生，享受免入学金，学费 40%减免（约 40万日元） 

的优惠政策。 

 本学园有汽车专业、机器人、动漫、电脑、医疗器械、医疗福祉等专业，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同时， 

可参观或者旁听专门学校的课程。专门学校毕业后的就职率都相当的高。 

 本校拥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教师，对于报考大学，大学院时所需的 JLPT以及 EJU考试（数学， 

综合科目等），可以免费根据学生的需求随时开班补课辅导。 

 

 

 

 为适应留学世界化，学校根据国籍专门为留学生安排了本土的老师进行生活指导。异国留学难免 

有诸多不安和担忧，有着丰富留学经验的教职员工会随时为学生解决各种困扰。生病就医时， 

有老师陪同，医药费也有补充保险，可以全额报销，真正实现学生的「0」负担。（仅牙科除外） 

 为保障学生的学习，出勤率等，出现问题时，及时与学生，家长等沟通也是指导的重中之重。 

全方位为留学生的安心生活保驾护航。 

 学校有自己的宿舍，住宿方便。备有简单的家具，生活便利。 

 学校将不定期举行打工说明会，为学生提供打工机会。 

 

感受京都文化的同时，让我们快乐的学习 

 

01 

所学所用，成为实现梦想的坚实一步 

 

02 

创建和来自世界各国留学生交流的学习氛围 

03 

升学支援和就职捷径 
04 

安心的留学生活             
05 



           长期课程                         短期留学课程 
       （2年、1.5年、1年 ）                          
 不仅仅是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 4大技能，        适合短期来日本体验学习的同学， 

 同时有优秀的教师为专门学校、大学及大学院升学      以留学以外的在留资格来日本学习。 

  的日语留学考试和日语能力考试等提供辅导。     学习时间为二周至三个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班会 词汇 词汇 词汇 语法 

2 语法 

 

综合日语 语法 

 

综合日语 综合日语 

 3 

4 记述 

 

听力 

（EJU 对策） 

阅读理解 

（EJU 对策） 

听力 

（JLPT 对策） 

阅读理解 

（JLPT 对策） 5 

入学时期  每年 4、10 月                    入学时期  随时 

招生时间  前一年 8 月至 11 月                  招生时间  随时 

上课时间  上午班/下午班     上课时间  上午班/下午班 

          25 小时/ 周        25 小时/ 周 

总学时    1800、1350、900 小时    授课日    每周一至周五 

授课日   每周一至周五                            

 

课程表（例）中级～高级 

 



 

    入学申请流程 学生     学校

   

 

 

 

 

 

 

 

 

 

日本语学科学费 

科目 金额 缴纳期限 

选考费              20,000日元  

入学金              60,000日元  

学费（1年）             660,000日元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批复后 

教材费（1年）              20,000日元 在本校指定期间内缴付 

校外教学费（1 年）              20,000日元  

学生医疗保险费（1 年）              16,000日元  

初年度学杂费             796,000日元  

入学金免除期至 2021年 3月 31日 

学生医疗保险费包含『灾害伤害综合补偿保险』费和体检费。 

『灾害伤害综合补偿保险』是可以让留学生安心在日本生活的保险。除了牙科以外的基本都可以 

得到补偿。

提交申请资料 

参加本校面试 

 

 

 

 

參加本校面試 

申请资料审核后提交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申请表格可以在学校官网上下载 

审核期约 2个月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 

邮寄在留资格认定书 

入学许可书等资料 

支付学费 

 

 

參加本校面試 

前往大使馆申请签证 

来日 

课程开始 

分班考入学说明会 

入学式 



   快乐充实的学习生活 
 

 

                                                                           

●开学典礼 ●健康体检 ●前期期中考试 

●入学说明会 ●前期校外授课 ●日本留学考试 

●前期课程开始 ●春季郊游活动 ●X线体检 

 

 

 

 

                                                              

●日本语能力测试 ●暑假 ●前期期末考试 

●七夕节 ●学生升学指导 ●秋假 

●结业式 ●暑假  

 

 

 

 

 

7 8 9 

4 5 6 



    快乐充实的学习生活

    

             

●10 月生入学式 ●日本留学考试 ●后期期中考试 

●后期课程开始 ●秋季校外学习 ●日语能力考试 

●学园节 ●文化节 ●结业式 

   

  
 

 

                                         

●春假 ●中国春节 ●毕业式 

●后期课程开始 ●后期期末考试 ●毕业生准备来校日 

 ●毕业发表会  

 

 

10 11 12 

1 2 3 



 

日本文化体验 茶道 ・和服 

    

祇園祭 

     

 

韩国大林大学文化交流 

 

USJ 课外活动 

  



 

从入学到毕业，本校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指导.（并接受来校前的各种咨询） 

 

 

个别指导                       升学指导                        打工／就业指导 

生活指导                       活动信息介绍                    打工信息介绍 

  

                                                          

 

      

                             

 主要内容 

个别指导  授课担当老师针对学生的学习，升学，就职， 

生活困扰等进行细心指导，尊重学生个人想法的同时，一对一

的形式给学生提供最优的建议，保证学生的最大优势能够发挥。 

升学指导  入学伊始，针对学生的升学志愿进行悉心指导，

从开始的选校，申请材料的填写，内容确认到升学考试内

容的辅导，模拟面试等等逐一进行指导，用心成就大家的

升学梦。 

升学考试信息   为保障学生的升学，担当老师随时关注并掌握 

日本的各类院校的升学动态，并通过升学考试信息栏供学生 

参考，及时有效的信息传达，为学生升学提供了安心和保障。 

打工生活信息  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种打工机会，并及时更新

相关信息，通过学校介绍工作的形式，使得学生的打工有了

安全保障，提供了最大便利的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课外 

生活。 



 

女子公寓        

1个房间 2～3 人合住        寮费：20,000日元/人          

 备品・设备： 桌、椅子、床、空调              

  厨房、冰箱、卫生间、浴室、洗衣机（公用）       

  房租中含水费和网费、个人负担电费、煤气费  

  
 

男子公寓 A 馆 B 馆      

    1个房间 2～3人合住        寮费：19,000日元/人 ～ 

    备品・设备： 桌、椅子、床、空调              

    厨房、冰箱、卫生间、浴室、洗衣机（公用）       

    房租中含水费和网费、个人负担电费、煤气费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山科区劝修寺东栗栖野町 81        

 位于距学校步行 1 份的位置，周边有业务超市、永旺超市和药妆店 



 

接待室  会议室 

                    

日本特色的活动大厅  明亮的教室 

          

悠闲的休息室  安静的图书室 

           

 

 

 

 



 

                      

        何同学 （国籍：香港）                          刘同学（国籍：中国） 

 

 

 

    

1、 请问你为什么想来日本留学？ 

因为一直很喜欢日本的文化，每年都會去日

本旅遊，所以在香港都有學日語，但沒有應

用的機會，日文一直都不太好，便決定到日

本留學，相信係日本留學會學得更快。而且

係日本的留學期間是可以半工半讀，更加能

體驗日本的文化。 

 

2、入校后你觉得学校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 

老師細心的教學，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課後

的時間查問，老師亦會針對學生的需要提供

練習，學校都有不同的活動參加，例如交流

會、校外活動等等。 

 

3、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現在在學習Ｎ３的課程，希望能在下年度能

考上Ｎ２。另外更希望能自己的日語能做到

與日本人交談順暢。 

 

4、 请你对将要来日本瓶井学园留学的学生写

几句话? 

學校的老師都很親切，所以有不明白的地方

放膽去問，多說多學，一定拿到很好的成績，

所以加油，剛到日本一定有不習慣的地方，

但很快你便會愛上這個地方。 

1、 请问你为什么想来日本留学？ 

我比较喜欢日本的文化和环境，作为亚洲的

发达国家，日本也拥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和良

好的教育环境和水平，这也是我选择日本留

学的主要理由。 

 

2、 入校后你觉得学校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 

学校的环境非常好，老师不管在学习上还是

生活上都对学生非常照顾也非常耐心。 

 

3、 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近期的理想就是考取一所日本名牌大学

继续深造。 

 

4、 请你对将要来日本瓶井学园留学的学生写

几句话? 

认真跟着老师学，你会发现即使学习语言非

常枯燥，但也会从中得到充实汲取快乐，你

也会拥有一个美好的留学生活。     

 



学校位置

 

   

 

 

 

 

 

 

 

 



 

 

 

  

     

 

 

 

 

 

              

 

 

 

 

 

 

 

 

 

 

 

 

 

 

 

 

 

学校于 1935年为培养电气工事技术人员而创立。作为学园内

最早成立的一所学校，已经走过了 80余年的历程，有着良好

的传统和升学及就业率。教学中重视实践，可以帮助每一个

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为满足各个领域企业的热切期望，每

年培养出众多人材。学校以[符合学生需要的细致教育]为理

念，向着培养能够为国际社会作贡献人才的目标前进。另外，

我们也期待通过大家接触不同的文化。 

 

 学科：汽车整备科 （2年制）留学生定员 20 名 

       培养能使用最新技术的整备士人员 

 汽车整备及应用学科 

 学科：建筑设计科 （2年制）留学生定员 20 名 

       使用计算机创造舒适的居住空间 

 CAD·CG 设计学科  

 建筑设计学科 

 空间设计学科 

 学科：情报网络科 （2年制）留学生定员 15 名 

 培养构筑网络世界的专业人员 

 网络情报系统学科 

 气象预报学科 

提高作为急速高度化的 ME 机器的医疗职员的资质的同

时，重点培养「临床工学技师」的国家考试合格作为目

标，培养广泛的医学和工学的知识力，技术力的优秀人

才。社会福祉士科・精神保健福祉士科培养能够理解福

祉之心的感性丰富、能够协作的人才。 

 

学科：临床工学技士 （3年制）留学生定员 20名 

       临床工学技士的资格取得，医院就职。 

 临床工学科   

学科：电气数码信息科 （2年制）留学生 

                            定员30名 

      取得电气工事士资格 

 电气工程及家电专业学科 

 电气主任技术人员学科 

 



 

 

 

                                                     

                                                     

 

 

 

 

 

 

在日本计算机专门学校中，可以学习到“Web设计”、“声

优”、“漫画”、“游戏”等最尖端的“智能手机应用”、“AI”、

“IOT”、“VR”等专业。日本计算机专门学校开课以来，

向世界输送了掌握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优秀人才。本

校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由昭和 59 年日本理工信息

专科学校、信息学部开始发展而成立的学校。在继承长久

的传统的同时，实施着高度现代信息化，社会所需求的实

践性课程。 

学科：CG·动漫科 （2年制）留学生定员 20名 

       日本动漫和漫画在留学生中很有人气 

 动漫学科  

 漫画学科 

 CG映像制作学科 

 

学科：网络开发科 （2年制）留学生定员 20名 

       网络未来世界，发展前景良好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学科   

 网络系统学科  

 网络商务学科 

 AI ・LoT学科 

学科：留学生大学・大学院进学科（1年制）定员 20名 

       良好的进学实绩 

 大学・大学院进学学科 

  
   

   https：//www.kamei.ac.jp/ 

   TEL：0081-6-6329-6553(代) 

   FAX：0081-6-6321-0861 

   地址：大阪市東淀川区大隅 1-1-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