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研究所申請代辦 
服務指南 



了解日本研究所留學 



日本研究所(碩士)學士概要 

修業期限 

• 兩年為主(可延畢至四年) 

入學時間 

• 約開學2~8個月前(依各學校規定) 

申請時間 

 

申請條件 

 

• 已取得學士學位 

• 擁有足夠的外語能力 

• 父母皆為非日籍(有例外) 

 • 每年4或10月(一般為4月入學) 



學校 日本排名 
世界排名

(QS) 
相近台灣大學(QS) 

東京大學(東京) 1 23 

京都大學(京都)  2 35 

東京工業大學(東京)  3 58 

大阪大學(大阪) 4 67 

東北大學(仙台) 5 77 台灣大學(72) 

名古屋大學(名古屋) 6 111 

九州大學(福岡) 7 126 

北海道大學(札幌) 8 128 

慶應義塾大學(東京) 9 208 清華大學(163)、交通大學(208) 

早稻田大學(東京) 10 260 成功大學(234)、台灣科技大學(257) 

其他名校：神戶大學(352)、一橋大學(456)、橫濱市立大學(460)、千葉大學(464) 
上智大學(701-750)、青山學院大學・明治大學・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801-1000)等… 

日本大學排名  
※2019 QS University Rankings 

世界排名內前100名中5所，前200名中9所，前500名中16所為日本大學！ 



重點大學介紹 



東京大學為眾所皆知的日本最高學府。在世界大學排行中每年排名
都在20名左右，現在和香港大學並列為亞洲最頂尖的大學。中曾根
康弘和佐藤榮作等歷代總理大臣也都是東京大學出身。所有學群偏
差值(平均數值)有70以上，獲得諾貝爾獎的校友也非常多。本校也
常被小說或日劇做為創作題材，如「東京大學物語」、「龍櫻(東大
特訓班)」等，可說是名符其實的一流學校。大學一般給人很死板的
印象，但因近年教育和服務一同的觀念興盛，使得一般企業可到校
內發展，如星巴克、餐廳等。  

  

 
 
東京大學 

www.u-tokyo.ac.jp/ 網址: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ttp://www.u-tokyo.ac.jp/
http://www.u-tokyo.ac.jp/
http://www.u-tokyo.ac.jp/


北海道大學是1918年設置的舊帝國大學之一，是一所有名的國立大
學。在札幌農學院擔任第一任副校長的William Smith Clark博士，歸
國前夕在札幌附近的島松大喊「Boys, be ambitious.」(少年們，要胸
懷大志。)這一句話對日本人來說是無人不知曉。北海道大學的特色
就是積極培育女性研究員。女性研究員佔全體研究員的比率，在這
裡比其他學校都來得高，可說是女性研究員的一塊綠洲。此外，北
海道大學也重視與東北亞地區的合作聯繫，積極接納台灣留學生，
並定期派出青年海外協力隊（JICA），參與各項國際性活動。 

北海道大學 

https://www.hokudai.ac.jp/ 
 

網址: 

 
 
Hokkaido university 

https://www.hokudai.ac.jp/


慶應義塾大學同早稻田大學，為日本頂尖的私立大學之一。創辦者
為1萬日圓紙幣上的福澤諭吉。自1858年創立以來，福澤諭吉始終
貫徹他的理念─「成為社會的領導者」，培育可貢獻社會、獨立、
合作、生存能力及具有解決困難能力的人才。「義塾」的「義」為
幫助社會大眾行事之意，以「醫療」和「研究」為主。本校的課程
規劃融入最新的日本近代教育理念，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本校的
教育都是日本的最先端。本校將近有32萬以上的畢業生，現在皆活
躍在各個領域之中。 

慶應義塾大學 

Keio university 

網址: https://www.keio.ac.jp/ 
 

https://www.keio.ac.jp/


青山學院為明治時代初期，美國循道宗監督教會傳教士所設立的基
督教學校，也稱做”青學”。位於東京流行發源地的表參道，是流
行時尚學生最多的學校。這所學校環繞著優雅的氛圍，是與其他學
校的不同之處。在課程方面不會只限制在專門領域，而是遵循著青
山學院獨有的教育理念「青山準則」為主。此外還有專為培育「統
合市場」人才所開設的「經營學院市場學系」等課程。本校無論是
校風還是課程，在日本都相當有名。  

青山學院大學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網址: https://www.keio.ac.jp/ 
 

https://www.keio.ac.jp/


立教大學於1922年創立，為一所屬日本聖宮會的基督教學校，名列
名校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東京六大學之一，在東京池袋來說算
是評價不錯的學校。立教大學安排的課程主要是將學生培育成「跨
領域的優秀人才」而非「只有本科知識的專業人士」。因此本校非
常注重「共通科目」，選修科目也相當豐富多元。此外英語也是立
教大的語言課程裡其中一項評定標準，因此學校也特別安排只限8
名學生參與的討論、簡報等課程，讓學生能在課程中運用英語，是
本校的特色之一。在不同的科系、年級中，學校會讓學生們訂定一
個主題互相討論，練習與他人互動溝通，讓學生不只學會本科專業，

也能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   

 

立教大學 

https://www.rikkyo.ac.jp/ 
 

Rikkyo university 

網址: 

https://www.rikkyo.ac.jp/


同志社是位於日本古都京都的一所知名私立大學。關西四所有名的
私立大學通稱「關關同立」，其中的「同」指的就是同志社大學。
創立於1875年，擁有長久歷史，以基督教教義作為辦學精神。 同志
社的校名意涵為「志同道合者所創之社」。校區寬廣且美麗，周圍
被自然生態所環繞，春天有櫻花飛舞，夏天有綠樹成蔭，可以充分
感受到四季的變化。在教育面上最大的特徵是現今日本最前端的產
官學合作教育。開設全國第一個「企劃科目」，能和許多企業合作
各種企劃案。例如與TAKARA TOMY公司合作開發上市玩具，或是與
Benesse公司一同運用情感機器人，來培養小學生的創造力等企劃。 

同志社大學 

https://www.doshisha.ac.jp/ 
 

Doshisha university 

網址: 

https://www.doshisha.ac.jp/


大學科系類別 



一般學院 

全英文學院 

碩
士 

・日本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日本歷史 
・國際企管、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物流、 國際關係、行銷 
・飯店管理、餐飲管理、企劃管理  
・新聞傳播、廣告宣傳 
・建築工程、電子電器、汽車 等 

MBA、E-MBA 、 G-MBA 、 GSIS等 

研究生 在日語中，研究生不是指攻讀碩士並取得
學位，而是在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研究。 
反而是我們所認知的研究生，在日本是稱
為「大学院生」。 



如何申請日本研究所 



申請步驟&代辦程序 

【簽約】 

【文件】 

【報名】 

【放榜】 

1. 諮詢 
2. 決定學校&科系 
3. 簽約&支付代辦費 

1. 自傳、學習計畫、小論文輔導 
2. 相關文件公證 

1. 受理學校報名&獎學金申請(若有) 
2. 支付學校報名費、行政規費 
3. 收到准考證 

1. 面試通知 
2. 申請結果通知 
3. 其它服務(學費、簽證、住宿…) 

請務必於入學時間前7~8個月委託我們，以保有充足時間準備喔！ 



1. 入學申請表 

2. 自傳、學習計畫書 

3. 小論文、作品集等(依學校要求) 

4. 英語版大學畢業證書及成績單(公證所需文件) 

5.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日語授課:JLPT、 BJT成績 / 英語授課:雅思、
托福、GMAT 、GRE成績等) 

6. 本人及父母親的護照影本 

7. 英語版戶籍謄本 

8. 財力證明(三個月內開立) 

9. 推薦函1～2封(指導老師) 

10. 其他文件  

申請文件(參考) 

實際申請文件請務必參照各校簡章公布的內容！ 



JLPT檢定 英語檢定 其他文件 

 
 語言能力證明＆其他文件 

 
※具有N2以上資格
(N1尤佳)，並且能
在研究所的口試中
對答如流。 

 
• TOEFL iBT500↑ 
• IELTS 6.0 ↑ 
• TOEIC 700 ↑ 

 
※以國際教養大學日
本語教育実践領域為
例 
 

• 獎狀、活動紀錄
(Ex. 義工活動、
企業實習) 

• 其它檢定證明 
(Ex. 德文檢定、
微軟考試) 

• 個人作品 
  (Ex. 設計作品集、 
  自作歌曲)  

實際申請標準請務必參照各校簡章公布的內容！ 



審核標準 

30 
10 

30 

10 

20 20 

20 



TIP1：如果現在沒有語言能力(JLPT成績)的話…? 
  

         日本語學校→大學 

• 若日語能力不夠(或者沒有JLPT成績)，可先就讀日本語學校 

• 大學畢業後馬上去唸日本語學校，最快隔年4月可以進入研
究所 

• 日本語學校成績不一定可以取代JLPT成積，建議提早報考 

 

畢業 語校入學 學校申請 研究所入學 

2020.6 2020.7 2020末~21初 2021.4 
TIP2：出發前學習日語的方式 

1. 在學校或補習班上課 
2. 寒暑假參加短期課程 
3. 語言交換 
4. 自學 

 



本公司服務項目 

諮詢 

申請輔導 

日語、面試 
自傳、學習計畫、 
小論文輔導 

代理報名 考上後服務 



諮詢 申請文件輔導 

日語、面試、自

傳、學習計畫、

小論文輔導 

代理報名 考上後服務 

 
 

實際申請標準請務必參照各校簡章公布的內容！ 

- 建議適合的學校
&科系 
 
- 分析各校及科系
的優缺點 
 
- 分析上榜率 
 
- 申請前的相關建
議 

- 提供報名文件清
單 
 
- 輔導文件準備方
法(公證等) 
 
- 審查文件是否符
合學校規定 
 
- 學校官方資料解
說 
 
- 與學校溝通協調 

-日語課程 
 
-面試對策輔導 
 
-內容與寫法指導 
 
- 針對學習計畫題
目給予建議 
 
- 相關資訊收集及
上課 
 
- 內容修改與建議
(含文法) 

- 線上/書面報名 
 
- 資料填寫輔導 
 
- 報名費代繳 
 
- 索取准考證 
 
- 送件 
 
- 告知面試地點 
 
- 放榜通知 

- 學費代繳 
 
- 行前說明 
 
- 其 它 收 費 服 務 
(簽證、住宿、貸
款) 



費用評估 



 

以早稻田大學碩士(2年)為例↓ 

項目 預估金額(日幣) 備註 

註冊費 200,000 

學費 1,248,000 624,000/年 

學雜費 25,000 12,500/年 

住宿費 1,740,000 60,000/月(套房)＋初期費用300,000 

生活費 1,440,000 約60,000/月(含餐費、交通費…) 

其他 
240,000 約10,000/月(含健保費、文件辦理

費…) 

總計 4,893,000 約台幣163萬(匯率0.3) 

私立大學 

    獎學金依申請種類與項目不同，減免的金額也不同喔！ 



 

以千葉大學研究所(2年)為例↓ 

項目 預估金額(日幣) 備註 

註冊費 282,000 

學費 1,071,600 535,800/年 

學雜費 20,000 約10,000/年 

住宿費 1,372,000 53,000/月(共立宿舍)＋初期費用10萬 

生活費 720,000 約30,000/月(宿舍已含兩餐) 

其他 
240,000 約10,000/月(含健保費、文件辦理費…) 

總計 3,705,600 約台幣123萬(匯率0.3) 

國立大學 

    獎學金依申請種類與項目不同，減免的金額也不同喔！ 



項目 預估金額(日幣) 備註 

報名費 77,000 

學雑費 740,300 

住宿費 406,000 4人部屋28,000/月+初期費用7萬 

生活費 720,000 約60,000/月(含餐費、交通費…) 

其他 120,000 
約10,000/月(含健保費、文件辦理

費…) 

總計 2,063,300 約等於台幣 68萬(匯率0.3) 

日本語學校 

以綜合日語課程(1年)為例↓ 



 

【基本服務項目】 
• 代辦費：25,000台幣/所 (第二所打8折，第三所以上打6折) 

• 獎學金申請：3,000台幣～ 

• 各文件公證：8,000台幣～ 

• 翻譯(中翻英、中翻日)：2元/字 

  

【被錄取後的服務項目】 
• 被錄取到入學前的輔導：12,000台幣 

• 住宿安排：5,000台幣～  

• 學費貸款申請：5,000台幣～   

 

        

 

本公司代辦費 

以上費用皆未包含5%營業稅以及行政費用(學校申請費、匯款手續
費、郵寄費等) 



獎學金、助學金 



日本政府或民間提供之獎學金 
赴日本前申請的獎學金 

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 
(文部科學省) 
獎學金 ※1 

大使館推
薦 

研究留學生/教員研修留學生 ※2 參閱 

附近的駐外日本國大使館 
https://www.mofa.go.jp/mofaj/link/zaigai/index.html 
※在部分國家本國的政府機關為窗口。 

本科留學生/高等專門學校留學生/專修
學校留學生/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
生 

117,000日圓 

青年領袖課程(Young Leaders’ 
Program)留學生 

242,000日圓 

大學推薦 

 研究留學生 
  

※2 參閱 
 在學學校(本國) 

 日語・日本文化研修留學生  117,000日圓 

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
勵費(給付預約制度) 

 「日本留學試驗(EJU)」赴考生且獲大
學本科/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第3學
年以上)/專門學校接納的正規入學者 

 48,000日圓 
 JASSO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cholarship
s/brochure.html 

 海外留學支援制度(協定接收) 
 (對象為有大學間交流協定等的交換留
學生。 
留學期間為8天以上1年以內) 

 80,000日圓  在學學校(本國) 

自治體・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各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財團 

https://www.mofa.go.jp/mofaj/link/zaigai/index.html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cholarships/brochure.html
https://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scholarships/brochure.html


日本政府或民間提供之獎學金 
赴日本後申請的獎學金 

種類 對象 月費 詢問處 

日本政府 
(文部科學省) 
獎學金 ※1 

研究留學生 ※2 參閱 
 
 在學學校(日本) 

本科留學生 117,000日圓 

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
學生學習獎勵費 ※3 

研究所(大學院水平)/碩士課程/博士課程 

 48,000日圓 

 在學學校(日本) 

大學本科/短期大學/留學生別科/專攻科
/高等專門學校(第3學年以上)/專門學校/
準備教育課程 

日語教育機關 
 

30,000日圓 
 

地方自治體等獎學金 依各自治體・團體而異 ─ 
 各自治體・團體或在學學校(日本) 
 

民間團體獎學金 依民間團體而異 
 

─ 
 

各財團或在學學校(日本) 
 

校內獎學金 
學費減免・免除制度 

依各學校而異 
─ 

 
在學學校(日本) 



種類 對象 資助內容 備註 
私費外國人留學生授業料
減免奨學金 

250名左右(學士、碩士) 學費減免 依照成績減免比例不同 

大隈記念奨學金 學士:104名 / 碩博士45名 40萬日幣/年 

小野梓記念外國人留學生
奨學金 

學士:26名 / 碩博士41名 40萬日幣/年 

公認会計士稲門會奨學金 學士、碩博士(限亞洲學生) 50萬日幣/年 

獎學金申請須先經過學校審核，合格後才能領取！ 

學校獎學金..以早稲田大學為例 



項目 對象 資助內容 申請期間 審核方式 

留學甄試 
獎學金 

修讀博士 
(藝術、建築相關
領域或特殊生可
申請的碩士生) 

1.  一般生：1 萬 6 千美元。 
2.  特殊生：3 萬美 元。 

每年1月~2
月 

書面審核 

公費留學考試 

修讀博士 
(藝術、建築相關
領域或特殊生可
申請的碩士生) 

1. 學費： 
①人文類：4年學費總額上限為12萬美元 
②理工類：3年學費總額上限為9萬美元 
 
2.  生活費：12,000美元(日本) 

每年月7、8
月 

筆試、 
口試 

台灣政府提供之獎學金(105年度實施內容) 



 

 

 

 

 

 

 

項目 對象 條件 貸款總額 貸款期限 承辦銀行 

教育部補助 
  

修讀碩士學位者 
1.  留學生家庭年收
入數額為新臺幣145
萬元以下。 

 
2.  留學生本人及其
兄弟姊妹有2人以上
出國留學。 

新臺幣100萬元 
最長10年 

(貸款寬限期三年) 
臺灣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 修讀博士學位者 新臺幣200萬元 

最長16年 
(貸款寬限期五年) 

 

各銀行自辦 

修讀碩士學位者 

1.  申請資格為留學
生之父母 / 三親等
血親，或其他合格
且具財力之親友 ( 配
偶除外 ) 
2.  留學生必須為保
證人 
 

最高新臺幣250萬 
最長11年 

（無寬限期） 

中國信託 

修讀博士學位者 
 

最高新臺幣200萬 
最長9年 

（無寬限期） 

在台助學貸款 



前往日本後的住宿選擇 



學校宿舍 Student Dorm 

房間類型 

價格行情 

優點 

缺點 

1～6人房 
※依學校有不同的選擇。 

每月約2～8萬日幣(依照地區及房型不同) 

住客都是學生，安全又放心。 

有門禁等宿舍規定，行動自由的時間受限 



學生會館 

房間類型 

價格行情 

優點 

缺點 

以月為單位提供入住，房間皆為單人房。大約
4~5坪。居住者為東京各大學學生，住宿費用包
含早晚餐，提供學生美味且營養均衡的飲食。 

每月6~10萬日幣(依照地區及房間類型不同) 

價格優惠，可以認識日本學生及練習日語。 

有門禁等宿舍規定，行動自由的時間受限 

契約長度一般為一個月或三個月喔！ 



套房 Apartment 

房間類型 

價格行情 

優點 

缺點 

有月租套房~年租套房，大約5~10坪為主。設有
廚房及衛浴設備。 

房租：學生套房-每月3～15萬日幣左右 
            高級套房-每月20萬日幣以上 
其他：禮金、押金(房租1~2個月) 

有私人空間，空間寬廣，且大多公寓設有保全 

初期費用比較高 

契約長度一般為一年以上喔！ 



寄宿家庭 

房間類型 

價格行情 

優點 

缺點 

提供獨立的房間(大多為雅房)，供一～兩餐。 
能近距離體驗日本文化和家庭生活，且可以跟家
庭成員聊天說話、吃飯。 

80,000~150,000日幣/月 
5,000日幣左右/日 

可近距離體驗日本家庭生活和文化 

一定要遵守各個寄宿家庭的生活習慣 

契約長度一般為1周～3個月喔！ 



Share House 

房間類型 

價格行情 

優點 

缺點 

與來自各國的人一起生活，能國際交流的住宿型
態。通常是2~4人同一間房，客廳、廚房、衛浴
均為共用。日本學生與外國學生各占一半。 

每月3～6萬日幣 

可與室友交流聊天、精進日語 

缺少個人隱私、需與其他室友維持良好關係 

契約長度一般為一個月以上喔！ 



趴趴走遊學村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2號7F-1 

電話：02-2511-1415/0917892773 

E-mail：papago@onelinecst.com.tw 

公司網頁： 

http://lovelovekorea.com 

http://www.papago-study-village.com 
 

 

留遊學的專業諮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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