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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法人KCP学园］东京都知事认可校/文部科学大臣指定准备教育课程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认定校/东京入国管理局申请取次校

KCP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
KCP International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KCP,
Always by your side
KCP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
KCP International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追逐梦想
的同学们

1983年

KCP 成立

1988年

被法务省东京入国管理局认可成为第一所接收留学生的学校

1989年

新设立KCP韩国

1991年

出版《日语基础试题集6集》
（专门教育出版社）

1993年

新设立新宿校区（四谷四丁目）

1995年

新设立KCP美国

学校更名为KCP国际语学研修院
由日语教育复兴协会授予认可（在官报中通知）
与“日本富士国际学校”
  建立姐妹校
姐妹校“日本富士国际学校”
  由赤羽校区迁址到新宿校区
开始从清泉女子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KCP全力支持为了
实现梦想而努力的同学。

1996年

开始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1997年

开始与美国爱达荷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1998年

开始与美国林肯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1999 年

出版《一日15分汉字练习 初级～初中级 上·下》

2000年

新设立KCP中国
开始从东洋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2001年

开始 KCP日语教师培训项目
开始从圣学院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KCP的三个承诺

1
2

我们以雄厚的师资力量和顶级教学设施
作为后盾提供最高水平的日语教育。
我们会对每一名学生进行热心、细致、专
业的升学指导。

开始从明海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新校舍迁址到新宿一丁目
2002年

加盟到美国大学联盟CCIS
开始从学习院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开始运行助教项目

2003年

开始与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2004年

开始与爱达荷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2006年

开始与新泽西学院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新设立由“学校法人KCP学园”
认可的“KCP地球市民日本语学校”
（变更校名）
姐妹校的校名由“日本富士国际学校”
变更为“日本富士共生日语学校”

2007年

新设立 KCP马来西亚
新设立KCP台湾
出版 Virtual Hiragana Class in One Week—用DVD学片假名

3

开始从大东文化大学接收教育实习生

我们会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满足不同
学生的需求。

2008年

姐妹校的校名由“日本富士共生日本语学校”
变更为“KCP共生日本语学校”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指定的提供大学预备课程的学校之一
KCP池袋学生宿舍完工（建校25周年项目）

2009年

开始与伊丽莎白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开始与诺福克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开始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2010年

●董事长致辞

学校法人KCP学园
KCP地球市民日语学校
KCP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董事长：木下 卓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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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立KCP泰国

2011年

新设立KCP越南

  

出版出版《一日15分汉字练习 初级～初中级 上·下 泰语越南语对应版》
新设立综合日语课程大学院升学班

     “追逐梦想，不断进取”一直是KCP秉承的传统和精
神。我们时刻关心年轻人的未来，为实现大家的梦想服
务。
      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是一个更复杂，更国际化的时
代。要想在这样的世界舞台实现自己的梦想，增强外语能
力、深入了解异国文化、增加知识储备是首要任务。
      掌握复杂事物核心、关注世界问题，对于设立更高目
标同等重要。
      同学们要有勇气迎接挑战，不气馁、不言败，为实现
自己的梦想付出最大的努力。
        KCP承诺全力支持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同学！

                  新设置美术教室
2012年

新设置美术类大学、大学院升学课程
出版《一日15分汉字练习  中级 上·下》
开始于密苏里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2013 年

与长春外国语学校签订姐妹校
开始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合作学分交换项目

2014年

新校舍完工（建立30周年项目）
合并KCP地球市民日语学校与“KCP共生日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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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成就了KCP的领先地位?

1

培 养 出E

2

JU全 国 最 高 分

多国籍的课堂环境
培养跨文化意识

高质量的
日语教育

3

4

5

6

支持学生梦想的课程

优良的教学环境
学习效果最大化

参与文化体验
与世界接轨

值得信赖的教育机构

       在日语留学考试（EJU）中获

      国际社会需要的并不只是语言

      KCP开设有针对性的课程以满

       KCP配备有图书馆，电脑室，

       KCP组织各种日本传统活动、

       KCP是学校法人，公众认知度

得全国最高分的学生来自KCP。

能力。开拓新时代需要广阔的视野

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大学升学，美

美术室，升学辅导室以辅助学生提

学校活动和俱乐部活动等课外娱乐

高。为了满足在本国的教育不满12

KCP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以

和灵活的头脑。世界各地的学生聚

术类大学升学， 大学院升学的准备

高学习效率。茶室，日本庭院，学

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促进学生间的

年的学生，我们设置了由文部科学

提供高质量的日语教育为目标。

集到KCP，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培养

课程；还提供以专门学校升学或就

生交谈室等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休息

交流、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臣指定的“预备教育课程”。我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实现培养

职为目的日本语的课程。中级班开

娱乐。我们的校区在新宿御苑附

还可以使学生跟更深入的了解日

校长年以来与美国知名大学合作，

国际化视野的最终目标。

设选修课，有助于学生加速实现目

近，交通便利，环境清幽，是学习

本。

设置独特的日语教师培训项目，接

标。

和生活的首选。

与全球的进取青年一起挑战

KCP的新时代教育

以口语为重点的实践性英语教育
       成为国际化人才，英语能力必不可少。较强的日语和英语能力在将来的升学和就职中占有极大优势。
在KCP，学生们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英语学习。

外教教授的口语课程

收日本名牌大学的教育实习生。

内容丰富的在线练习

与英语为母语的教师
实践交流

       学生通过上课，在线练习和口语实践有效进行英语学习。也许你在国内并不擅长学英语，但在 KCP，
你可以发现新的学习方法。学习两种外语，扩大学生对未来的选择。

中文教育

计算机教育

       如今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讲中文。中文的需求

       KCP以学以致用为目标，强化学生运用计算机

量越来越大。在KCP，中文教育是主要语言教育之

的能力。用计算机输入日语、制作word文件、用

一。从基础到应用，外教给学生们提供高质量的辅

excel处理统计问题或制作表格、用powerpoint制

导。KCP以培养掌握多

作课堂展示幻灯片等。在

种语言的国际化人才为目

KCP学生们可以学习到升

标。

学和就职所需的计算机基
本技能。

( 注 ：课程内容会根据学生英语水平设定，授课条件等详情请参照招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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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Access
map

      KCP附近有东京著名的新宿御苑公园、小学、公共图书馆等文化设

2014年4月

施。学校周围的办公楼和住宅区环境清静、安宁。距离新宿最繁华的中
心地区步行10分钟，利于上学和购物。

      利于向大学或专门学校寄送志愿书。这里
也有外国人可以利用的日本邮政银行。

新校竣工！

     2015年9月预计完工的高
层建筑。这里将有大型超市，
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富久 Cross
     很受学生欢迎的百元店。在这里可以
用100日元买到面包，蔬菜和水果。

靖国路
●百元店

●吉野家

●便利店
邮局●

●
方便店

●东长寺

花园
东公园

长善寺
  ●

大木户板下
交叉点

●医院
花园路

●食其家

外苑西路

NEW
CAMPUS

距离学校最近的医院。从学校步行一
分钟。对于对日语交流有困难的学生，
KC P职 员会 陪同学生去医院帮助 翻
译。

便利店●

牛丼

药店

新宿御苑前
2号出口

●

FedEx
Kin ko's
国际fax●

●便利店

新宿路

K C P 崭 新 的 校 舍 具 有 更 舒 适 的 学 习 和 体 验 环 境 ！

●BANK

●便利店

文艺社●

新宿一丁目交叉点

●四谷区民中心

讲堂

图书馆

学生休息室·楼顶广场

升学指导室

用来举办典礼，开升学说
明会，发表会等。

全天开放，设备完善，并
配有语音室。自习室可容纳55
人。

可以在宽阔明亮的休息室
与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亦可
在楼顶广场尽情放松！

这里有很多大学，大学院
资料。指导教师会热情细致地
对学生进行升学指导。

      这里有很多有关日本文化和日语的
书籍。外国人也可以充分利用。

新宿御苑前
1号出口

四谷四丁目
交叉点
●国际交流基金JFIC展览室

         ●
新宿御苑
大木户门

●新宿御苑
      新宿御苑前是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站，步
行到KCP只需3分钟。距离每天客流量500多
万的新宿站仅有2站之隔。

打工·就职支援室

适合语言教育的教室

对于寻找打工或就职机会
的学生提供一对一帮助。

配备高质量的音响设备，
教室具有隔音功能。

      这里的7楼有图书馆，11楼有料理教室。我们
的料理课会使用这里的厨房。

茶室·日本庭院
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茶道，插花，日本琴的演奏等体验日本文化。

      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宽阔舒适的庭院。这里
是一所著名的樱花观赏地点，KCP每年都会在
樱花季节在这里举办樱花观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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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服务体系

School Life

我们热心的教育专家集团会全力支持您的留学生活

多种多样的活动将丰富您在日本期间的留学生活！

●年度活动安排

●俱乐部活动

      一年当中，KCP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学生会通过与同学

学习之余可以参加俱乐部活动，体验日本文化！

的交流适应日本的生活和习惯。

●茶道俱乐部

2013年度（例）

      可以体验日本传统文化的茶道，

4

●入学式
●开学说明会
●避难训练

5

●端午节
●期中考试
●户外烧烤

在每个学期末招待同学和老师开茶
会。

Apr

樱花观赏会

●日本琴俱乐部

May

       KCP老师亲自传授日本传统
乐器。有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也

6

KCP, Always by your side

7
8

●演讲比赛
●期中考试
●暑假

      新闻俱乐部一个月或两个月

9

●体检
●专门学校说明会
●期末考试

访，编辑文章，摄影去做新闻。

户外烧烤

Aug

想。
学习

家校

帮助

联系

●日本舞蹈俱乐部
       对于学生们，日本的传统舞
演讲比赛

Sep

蹈是个新鲜的体验。学生们还可
以在讲演比赛或毕业典礼上表

10

如果学生 对日语交流有困难，我们有精通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的教
师，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学习服务

●新闻俱乐部
一次发布KCP新闻。学生通过采

希望所有来到KCP的学生拥有充实而又意义的留学生活，实现自己的梦

       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中有任何困难可以随时访问KCP办公室寻求帮助。

●七夕节
●日语能力考试（第一次）
●大学升学说明会

Jul

       KCP的教师、职员是有个性、经验丰富、有责任感的专家团队。我们

切的个人指导。

会拜访老师继续学习。
端午节

Jun

KCP 一直在您身边，值得信赖。

       全体教师职员会共同协作，以学生的未来为己任，为学生提供热心亲

●日本留学考试（第一次）
●期末考试

演，很受欢迎啊！

●避难训练
●运动会

Oct

就职

生活
帮助

学生

帮助

11

●期中考试
●日本留学考试（第二次）

●志愿者俱乐部
运动会

       俱乐部有很多志愿者活动，
包括为灾区人民展开募捐活动，
为当地儿童捐赠预防针。

Nov

◆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习
      我们会针对学生在语法，发音，听力方面的弱项进行具体的指导。对于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根据学生个人情况建议跳级。
◆一对一交谈

打工
帮助

       每个学期，教师会对学生进行一对一交谈，确认学生已掌握的课程内容
和还需努力的方向。

家校联系
       如果家长希望收到学生定期考试的成绩单，我们会把成绩单、教师评价
和学生生活方面的情况一并汇报。我们希望家校双方共同配合帮助学生成
长。

生活帮助
      如遇到想购买手机、银行开户、生病看医生等诸如此类的困难，可以随
时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或教师联系。我们也会全力指导签证的更新。

升学
帮助

打工帮助  
      由于语言问题而得不到打工机会的学生，我们将提供循序渐进的面试指
导和打工机会介绍。在KCP，有很多学生通过此帮助得到了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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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能力考试（第二次）
●期末考试

Dec

大巴旅游

       在周日，喜欢足球的学生可
以聚集到一起组织比赛。学生也

1

●料理教室

2

●节分
●期中考试
●大巴旅游

可以参加留学生足球联赛。

Jan

节分

Feb

可以通过俱乐部活动交
到很多朋友。我们欢迎
新生的加入！

就职帮助
      希望在日本就职的学生，我们会在求职方法、履历的写法、邮件的写法
和模拟面试方面进行指导和帮助。

●足球俱乐部

3

●女儿节
●毕业典礼
●期末考试

Mar

毕业典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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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日语课程

●级别及课程内容

●2年课程
●1年9个月课程
●1年半课程

初级

KCP的日语教育得到了升学和就职

●日常会话
     本阶段课程通过学生间的采访，发表演讲，角色扮演等多种多样的有趣活动学习日常用语，同时进行发音和书写指导，使学生的
日语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的往届毕业生的高度认可。

       此类课程从日常对话开始，循序渐进，最终学习到升学就职所需要的高级日语水平。
      KCP的日语课程是教师从长年教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精华，经验丰富的教师会帮助学生在［听］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初级前期

初级后期

初中级

●从外国人口音的日语过渡到地道日语

中级

［说］［读］［写］方面及语言综合能力方面进行提升。

     在本阶段，学生将掌握更多日语词汇、语法和技巧，进一步理解新闻，小说或电视剧里的日语。通过每天在课堂上的一分钟
讲演或者通过讨论会反复实践练习，学会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们也会指导写作技巧，写作能力也是在日本社会生
活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部分。

    “KCP的日语课水平比大学上课水平都高”，“说实话，在校期间上课确实很辛苦，但是现在觉得KCP
的日语课确实值得一上”，我们经常收到这样的反馈。

●把日语学到母语水平

个人辅导

      从基础班一直到高级班，语音训练贯穿始终。通过与外教对话，讲解电视剧或

Level  5

中级前期

中级后期

●掌握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的日语

高级

杂志，学生可以学到地道的日常生活用语。

Level  4

       对于商务目的或探亲来到日本的学

      我们的课程不仅仅以报纸、新闻，小说的内容作为教材去了解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也会探讨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讨论，可以培养自己在国际化社会工作中所需要的思辨能力和社交能力。

生，考虑到时间调整有困难而不方便参加

●寓教于乐

正常班，KCP可以提供一对一辅导或小班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制作短节目、与日本人对话、发表演讲、课堂讨论等
活动学习日语。

授课。这样可以短期内有效地提高日语水
平。详情请个别联系学校。

●课外辅导

Level  7

高级前期

高级后期
※ 每三个月上升一个级别

企业培训

     在下课后，我们有单独的发音指导。教师会对每天的作业和作文进行详细的批
改。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另外，如果有
跟不上课程内容的学生，我们会在课外进行额外指导。

Level  6

       KCP提供企业培训项目。我们会根据

周一

请个别联系学校。

第一节

课节 / 时间

     虽然学生需求不同，比如说想通过日语能力考试、想就职、想深刻了解日本文
化，但同学们一定会在我们多种多样的课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合作企业

    课例：
●日本能力考试复习班 ●电视剧听力   ●新闻听解   ●商务日语   ●发音技巧   ●日本流行歌曲
●日本各地特色   ●身边的科学等

超高级
※  根据能力测试的结果，我们会依据个人能力分配班级。

●中高级班课表（例)

每个企业的需求安排课程内容。详细内容

●量身定做的课程

Level  8

  9 ：00 ～  9 ：45

第二节   9 ：45 ～ 10 ：30
第三节 10 ：45 ～ 11 ：30
第四节 11 ：30 ～ 12 ：15

●韩国大使馆 ● 俄罗斯大使馆   ● IBM
●Dong Bang Agro    ●大于 ●POSCO 等

第五节 12 ：30 ～ 13 ：15

周二

周三

日语
日语

周四

周五

日语
日语

选修课

周六
英语 / 日语

日语

（一周补讲）

选修课

英语或中文（自由选择）/ 俱乐部活动

※课表每个学期会有变化

学生留言：

Chanikarn
Lertsakwimarn
泰国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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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KCP感觉很好的是老师。一开始，刚

       KCP的老师、工作人员都很幽默，乐于帮助

        虽然我在韩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但

       KCP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说与当地日本

刚到日本的时候说不好日语，在课上跟朋友交流

学生。我从老师，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

是由于有想在日本升大学的想法，于是我决定辞

人的口语课，演讲比赛或运动会等。通过日本传

也有困难。当老师得知我的困难后，就为了我每

日语，而是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知识。我现在作为

职到日本留学。刚开始，我自身有很大压力，一

统文化课或茶会等活动，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日

天在下课后给我补习发音。通过跟老师的练习，

营业市场部长在越南的MICO集团工作。我们的集

度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真的值得。要不是KCP老

本的文化和习俗。在KCP ，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我可以表达自习的想法。大家也可以跟老师商量

团很多项目是有关石油，煤气和电力。日本是我

师的及时开导，我可能会一直这样消沉下去。我

能力测试，根据考试结果分班。这个方法可以有

有关未来的选择和生活方面的事情。KCP并不仅

们最大的投资对象之一。我们集团的贸易合作伙

的留学生活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参加了乒乓球俱

效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也可以结识新朋友。在

仅是一所语言学校，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来到

伴有很多是住友，日立和东芝等日本企业，所以

乐部，而且成为了俱乐部部长。通过与俱乐部成

我的班里，没有其他来自台湾的学生，我只能用

KCP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现在我回到了泰国

我在KCP学到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务礼节对我现

员积极互动，我自己的视野也扩大了，更重要的

日语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不知不觉自己的日

的大学学习日语，但是在将来我打算利用自己的

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越南人来说，日本

是我对自己更有自信了，学习效率也提高了。现

语水平也提高得很快。我也可以了解到其他国家

语言能力创业。能有这样的目标，也是因为通过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大家也要在KCP有效率

在我觉得我来日本留学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大

留学得到的。

Nguyen Quynh
Huong
越南出身

的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将来一起为祖国作贡献
吧。

Oh Sejung
韩国出身

家也来KCP提升自己吧！

张念慈
台湾出身

的文化。现在，我升学到糕点制作专门校。这里
有日本当地的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我能
够与他们交流并建立朋友关系也是因为我有了在
KCP学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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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升学课程

日本留学考试（EJU）
全国最高分的学生介绍

●2年课程
●1年半课程

日语课程和考试科目由升学专家提供指导

EJU

      2013年6月日本留学考试，升学班的两名学生在日语科目中
取得了全国最高分的好成绩”

张寒时 (左)           韩佩恂 (右)
［张寒时］         KCP的老师照顾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想法，为我们的挑战加油，所以我一定要        

     以升入到4年制大学为课程目标，除日语授课外，还提供日本留学考试的对应指导课程，及英语课程，

实现自己的目标作为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韩佩恂 ］       听力是我的弱项，但是我一边接受老师的辅导，一边坚持每天一个小时的听力练习。
关于写作方面，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了解到自己书写的错误，所以老师帮我修改作文。

大学面试技巧等科目。这些课程足以培养学生考上国公立大学大学以及名牌私立大学。从志愿选择到面试
考试到二次考试，我们的专业教师会对学生进行细致的升学指导。

                      两个人所在的升学最高班的EJU日语平均成绩是345分，这在全国也属于很高的分数。

●至大学入学的日程安排

●中级以上班级，理科时间表（例）

4月〜6月

7月〜9月

10月〜12月

1月〜3月

4月〜6月

7月〜9月

10月〜12月

1月〜3月

初级前期

初级后期

初中级

中级前期

中级后期

高级前期

高级后期

超高级

冲刺期

▲

▲

考学指导

课节

课节 / 时间

大学入学

应用能力强化期

国立大学开始报志愿
●

第二次日本留学考试
●

私立大学考试
●

)

基础强化期  

私立大学开始报志愿
●

)

第一次日本留学考试
●

  (年半班
1

考试讲座开始
●

(年班

入学

入学

2

4月

时间

周一

第一节

  9 ：00 ～  9 ：45

第二节

  9 ：45 ～ 10 ：30

第三节

10 ：45 ～ 11 ：30

第四节

11 ：30 ～ 12 ：15

第五节

12 ：30 ～ 13 ：15

第六节

13 ：30 ～ 14 ：15

第七节

14 ：15 ～ 15 ：00

第八节

15 ：15 ～ 16 ：00

第九节

16 ：00 ～ 16 ：45

周二

周三

周四

日语

周五

周六

日语

JLPT / EJU
对策讲座

日语

日语

日语
EJU 听力

EJU 写作

英语或中文（自由选择）/俱乐部活动
数学Ⅱ

托福
生物

数学Ⅱ
物理

升学指导

化学

※课表每个学期会有变化

职业规划

制作升学考试安排
收集资料

国立二次考试复习
小论文复习
志愿书制作
面试练习

日语基础

日语强化

日语升学考试冲刺

       对于大学升学班的学生，从入学后马上开始升学指导。举办校友演讲会和大学说明会等来给

日本留学考试的日语
强化词汇
强化听力

日本留学考试
听力 / 听力解读
阅读理解技巧

日本留学考试
听力训练 /听力解读
阅读理解技巧

学生提供有关大学生的信息，这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大学。同时，我们与学生一起制

考试科目

日语 / 考试复习

日本大学介绍

［理科］
［文系］
［英语］

数学、物理、化学
数学, 综合
普通英语、托福英语

文科理科考试科目冲刺
英语/ 数学国立二次考试复习
托福复习

老师的留言

作从入学到考试的升学安排表。因为每个大学的考试科目内容不同，我们战略性的建议学生选择
考试科目课程。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就是升学考试高峰期，我们会对学生细致指导并开始递交志愿
书，面试考试等准备工作。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Saori Anraku
大学升学课程指导教师

学生留言

~ 在本国教育不足12年的学生 ~

学生留言

特别升学课程2年班
特别升学课程1年半班
       在本国接受12年的教育是在日本升学的条件。KCP为
了接受不足12年教育的学生，准备了从文部科学大臣指定
的’特别升学课程（准备教育课程）。这个课程的毕业生
将得到大学升学资格。

      虽然KCP有很多娱乐活动和俱乐部活动，但是最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KCP具有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艰苦的是期末考试。如果成绩不好就不能升级，所以

的KCP学校。KCP跟大家的评价一样，有很完善的学生服务体

在这里，我可以接触到多角度的观点。最重要的是

我拼命地学习。但是我在语法和汉字考试中的成绩不

系，并具备先进的升学指导。尽管这里有很多学生，但老师们会

日本社会的结构和日本人的思考方式。留学的目的

够理想。虽然每天的考试很辛苦，但是我的日语水平

关心到每一个人，所以我的日语水平飞速提升，这样我升学的选

并不只是学习，而是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提升自

逐渐提高了。

择面就更广了。多亏我在KCP的学习帮助，我顺利考入关西名牌

己。比起知识来说，分享文化和价值观才是留学的

      考虑到父母的负担，我以升入学费低的国立大学

大学之一。

真谛。升学选修课，我主要学了日本史，世界史和

为目标。半工半读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我带着考不上

       在KCP除了可以学习日语，了解日本文化以外，还可以接触

数学。选修科目可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

国立大学就回国的想法，每天熬夜做题，写作文。我

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接触了不

所以也建议大家尝试。KCP的老师是有丰富知识和

最终考上了国立宇都宫大学和公立的首都大学。只要

同的文化，让我有了新的梦想。我的梦想是自己建立一家公司，

关西学院大学
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
菲律宾出身

Reyes Aila Marie Am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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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P是一所在真正意义上国际化的学校。因为
       我为了在日本的大学学习商务管理，选择了有准备教育课程

可以连结菲律宾、日本和世界。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帮助菲律宾和
世界贫困地区的儿童。我在大学挑战了好多事情，尽管有时遇到
挫折，但是我一直鼓励自己要坚持，不气馁，一定会成功！大家
也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啊！

(国立大学) 一桥大学
商学部

耿雨豪
中国出身

热心的老师，总会亲切聆听学生的想法，提供专家
意见。希望同学们能认识到自己，确立明确的目
标，向极限挑战。

(公立) 东京首都大学
都市教养学科

Chan Yeu Chang

努力，就会梦想成真。现在在大学我大部分的时间都
在上课，参加讨论班、做课题和报告。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得到了三年连续的全额奖学金。我要继续努
力，争取在日本赢得一份工作！

马来西亚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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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升学课程

美术类大学、大学院升学班

(综合日语课程)

(综 合 日 语 课 程 )

KCP独特的升学指导

对应每一位学生的优势进行“日本的美术类大
学”的定向美术技能指导和考研指导

     以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为对象，在提高日语综合能力的同时，为学生的入学考试做准备。由于学生申

      在此类课程中，除了日语课，学生还要学习美术类大学和大学院要求的素描、色彩结构、平面结构等

请的专业各异，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内容也会迥然不同。但是我们经验丰富的教师会依据每个人所申请不同

美术的基础能力。艺术教育因国而异，KCP培养学生日本美术大学所期望的“美感”。美术的范围广大，

的专业进行细致的辅导。

但是我们会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目标进行技能、论文、面试、研究计划书等方面的指导，与学生共同努力，
以考上著名美术大学，大学院为目标！

●在校生作品

为 希 望 在 短 期 内 升 入 大 学 院 的学 生

从入学到考试，KCP 会给每一个

提供特别课程

学生安排个人辅导教师！

(KCP的毕业生，日本顶级美术
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的专业
指导教师！)！

     我们为计划在短期内实现升学的学生进
行特别指导。从入学前三个月开始，通过

      个人辅导教师将指导学生如何选择大学院的
教授，与教授如何联系，指导学生写论文，美术

大学院升学课程教师

作品的制作方法，研究计划书的写法，各项资料

河岛  朝之  老师

电话或邮件等方式进行升学指导及准备。

●推荐KCP的美术类
大学，大学院升学
班！

这将有利于学生在短期内实现升学目标。

的准备及考研需要的手续。辅导教师会与学生反

      对于还没有明确自己研究课题的学

复进行面试练习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参加考试！

很多毕业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实现了

（详细内容请联系学校）

  劉 刘煐杲

生来说，考研貌似是艰辛而漫长。但是

       自1997年从KCP毕业之后，升
学到东京艺术大学就读硕士课程

升学的梦想。重要的是自信、勤奋、坚
持不懈。愿大家梦想成真!

（文化财产保存学日本画）。2003
年，在日本美术院展会上获得外务
大臣奖。现在，在东京艺术大学和
东京造型艺术大学授课。

●日程表（例）

       现在很多留学生在日本的美术大学读书，培养出来的年
轻外国艺术家将为日本美术界带来新生力量。但是外国学生

3月〜4月

5月〜6月

7月〜8月

9月〜10月

11月〜12月

1月〜3月

进入日本的美术大学会面临几个挑战。首先就是日语能力。

合格

达自己观点的口语能力。其次是技能。不仅需要技巧，还要
有能力把自己对美术的感觉和艺术灵感体现在作品上。入学
考试内容因校而异，出题倾向不同，KCP会根据每个学生的

合格

考试

报志愿
二期考试

不合格

考试

期考试报志愿
Ⅰ

制作研究计划书

确认考试内容

确定研究室

与研究室负责教授会面

找可以研究的研究室

决定研究课题

学生不仅要具备能理解大学课程的听力能力，还要具备能表

王仲远
中国出身

14

您推荐KCP。

毕业生留言

毕业生留言
(国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
工学研究科

志愿进行个别指导。从美术教师的立场上来讲，我诚恳地向

(国立) 东北大学大学院
信息科学研究科

冯燕芬
中国出身

(国立) 一桥大学大学院
语言社会学研究科

韩龙
中国出身

武藏野美术大学
造型学部日本画科

京都精华大学
漫画学部动漫学科

多摩美术大学大学院
美术研究科设计专业

李想

洪波

张依

中国出身

中国出身

中国出身

     日本的研究生考试跟中国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来

       到日本之前我就开始利用在线对话接受老师的升学

      我在来到日本一年先后考上了上智大学和一桥大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也很想去漫画大国日本

     与我朋友所在的其他日本语学校比起来，KCP

      我在国内的专业是视角传达，但是在日本选的

到日本的同学可能会不适应。老师给出的建议和考

指导。刚一开始，我很担心自己的日语水平，所以从对

学的研究院。现在回想当时我刚到KCP时，在很多

留学学习画画。KCP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学校。在这

的美术类升学班可以说覆盖了考试所需要的所有内

是交流设计。这是一个在中国还没有被确立的新专

试信息对我的升学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在KCP

话3天前就做准备，但是连老师说的一半都理解不了。

方面准备得都不充分。但KCP的老师指导我反复修

里，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日语，还可以同时学习美术技

容。不仅包括美术技能的指导，还有优良的日语教

业。我的考研准备有制做作品、对艺术作品的解析

我意识到礼节与礼貌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入学面试

这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我需要学习和提升的东西

改研究计划书。多亏老师的耐心辅导帮助我达到了

能，并随时利用专用教室画画。老师会在考前进行面

学。所以我可以有效率地为考试做准备。KCP的老

进行翻译，制作研究计划书。入学考试还包括1600

时，入学后与教授、学长等日本人建立关系时，我

太多了。老师细致地指导我如何写研究计划书，如何给

我理想的目标，并增强了自信心。KCP不仅为学生

试辅导，让我自信满满的参加考试。我选择学习日本

师无论自己多忙都会抽出时间辅导学生。这种敬业

字的论文和口头试问，所以对我来说不仅需要具备

学到的礼节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未来的梦想是

教授发邮件等。老师的热心帮助使我到日本一年后能够

提供了优良的日语教育和升学信息，还为学生提供

画作为我在大学的专业。现在，我每天都很充实，每

精神让我非常感动。现在我在大学不仅学习美术基

美术技能也需要一定的日语水平。我自己本来想尽

在我的时代可以实现我现在研究的新时代宇宙推进

顺利通过考试并升入大学院。KCP的老师对于研究生考

了舒适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这样的环境可以让

节课的知识量都很大。将来我的梦想是成为日本画艺

础技能，还学习各种理论。在上次的校园开放日，

快升学，但日语的提高和考试的准备需要足够的时

系统。大家加油吧！KCP的老师们会全力帮助你们

试非常有经验。大家要经常与老师探讨，听取老师的建

每个人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术家，我正在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

我还帮助了来参观访问的外国留学生。大家如果有

间和精力。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

的！

议，走上成功之路！

什么疑问可以找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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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知识

AIDA Engineering Inc 在职

RICOH IT Solutions Inc 在职

［Knowledge］

C ＝共生
［Coexistence］

P ＝平和

       KCP的教育理念是共同学习，共同生活。通过“主动学习”、“互相学

［Peace］

习”，促进学生个人成长。

Ng Joo Li

美国出身

马来西亚

       从KCP毕业之后，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电子工程。取得硕士学

       我现在在金属压缩机器制造公司担任海外营销和秘书的工作。

位之后，在日本的公司担任工程师。我们公司以国际贸易为主，所

我给客人沏茶时的相关礼节是我在KCP茶道俱乐部学到的，老师教

以英语和日语对我的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给我们的商务礼节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帮助。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参

      有关KCP印象深刻的是，不仅仅是老师们教我们日语，工作人

与经营。

员也很积极的帮助我们的日语学习。虽然我来到了我一直向往的日

        在KCP的一年，我参加了茶道俱乐部和北海道家庭生活体验

本，但是一开始还是感觉到了文化差异，很难适应在日本的生活。

等。我一直与美国，韩国，中国等很多国家的朋友保持联系，扩大

多亏了KCP老师的帮助，让我能够顺利度过难关，适应新生活。下

自己的视野。每学期的大巴旅游，运动会和讲演比赛等活动给学生

课后经常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去吃饭这件事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们提供了很多与外国人交流互动的机会。在KCP,我获得了成长，懂

我的日语在这个时候提高了不少（笑）。如果大家也想改变自己的

得了感恩。

世界观，来到KCP跟伙伴一起学习吧！（^_^）

KCP的精神无处不在
从初级到高级

Anthony Isaac

校友会和校友会会报

~ 日语水平与日俱增，您也可以成为榜样~

●高级班同学向新生介绍经验
      在新生说明会、入学典礼和初级日语课上举办的“日语学习
法”等课程并不是只由日语教师来讲课，我们学校的高级班学生
也会参加。高级班学生一边翻译教师的日语，一边把自己的经验
传达给新生，有助于新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kcp的毕业生，遍布在世界各地。为了便于同学们在这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分国界并可以一直持续，组织了校友会。同时，我们总结访问和联系KCP的毕业
生的情况作为校友会会报发行给校友们。
   

校友会

●参与组织学校活动

校友留言

re

Futu

ent

Pres

校友会会报

Past

●各国同学会
中国、 美国、 韩
国、马来西亚、 台
湾 、泰国 、越南

       上升到高级班的同学将有机会参与组织运动会或讲演比赛等
学校活动。对于第一次体验活动而对日语没有自信的学生来说，
学长的帮助至关重要。

校友们
现在是在
过怎样的生活呢

KCP毕业生的升学考试经验分享会
      对于刚入学的新生，疑虑最多的是自己能否顺利升入理想的
学校。比起教师的指导，实际经历过升学考试这一过程的毕业生
的建议一定会对新生有很大帮助。每年我们都会邀请升学成功的

伊藤忠商事

毕业生来KCP分享经验，使新同学对留学生活有明确的目标与准
备。

在职

校友会
合影

陈乐
中国出身

法政大学大学院
博士课程国际日本学研究院
（国派留学生）

Park Yu Kyung
韓国出身

奖学金制度

对于在KCP努力学习的学生，我们有由日本政府、其他集团提供的奖学金及KCP独自提供的“KCP 共生奖学金”。

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
学习奖励费支付制度
高山国际教育财团奖学金
共立维持奖学基金奖学金
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
学习奖励费支付预约制度
KCP 共生奖学金 (新生)
(每学期现场预约)
KCP 共生奖学金 (在校生)
(每年招2次)

月额48,000 日元
月額
月額
月額

50,000円
60,000円
48,000円

每年12人左右
（会有变动）
每年1名
每年1名
没有规定

对于预计升学到日本国内的大学，成绩和出勤率优秀，
可以作为其他学生榜样的学生支付一年。

支付给成绩出勤优秀，可以作为其他学生榜样的学生。
支付给在日本留学生考试考生中成绩优秀，升学到日本
大学的学生。

      KCP毕业后，我在庆应义塾大学学了4年，就职到综合商社的伊

      KCP毕业后，我升学到大学院硕士课程。当我需要在同学们面前

藤忠商事。现在想，大学升学和就职都不简单。但是，我能坚持

进行课堂展示时，如何用日语恰如其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是一个

到最后就是因为在KCP的两年学到的交际能力和自己坚韧不拔的毅

不小的挑战。入学后，我全力付出，没有耽误一节课，积极深入地

力。现在我在食品部门负责食品出口和管理。有时在与每个国家的

做研究，并决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幸运的是，我被选为国派留学

协商中会遇到难题，但是我凭着在KCP培养出来的挑战精神积极面

生，现在可以一边研究自己的课题，一边跟朝日新闻的韩语团队做

对这些问题。

翻译工作和电子书的制作等工作。我相信天道酬勤。在我遇到困难

      在KCP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很珍惜与老师们共同度

时，总会想起KCP曾经鼓励我的老师们，我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各

过的时光。他们不仅教授日语，还传递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我也

位同学，自信满满地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吧！

很珍惜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互相关心，互
30,000円～50,000円
50,000円

每年20名

支付给来日本前，在学业成绩各项都特别优秀的学生。

每年20名

支付给KCP在校期间，学习生活方面可以作为其他学生
的榜样的学生。

相鼓励，共同进步。在KCP，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讲演比赛。那是我
学生时代的第一次大挑战。即将来日本的同学们，一份耕耘，一分
收获。加油！

※根据每年情况，人数与金额会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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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
学分交换项目（US项目）
常春藤盟校和美国其它大学的大学生参
加了此项目并得到美国大学的成分认可

日语教师
培训课程
      自2001年设立此项目以来，我们就以“培养持续成长的日语教师”为目

      参加此项目的学生不仅可以学习日语，还可以参加文化体验。在KCP的学习可以在大学被换算成为大学学分。自1996
年立项以来，项目内容逐年更新。如今KCP已与3所赞助大学、8所协作大学、共计11所大学合作建立了学分交换项目。定
期视察的美国大学教授对我们的课程安排、教学设施、师资水平等方面评价很高。每年学校也接收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
大学的学生。学生中也不乏有反复参加此项目的学生。
★最佳学习日语的环境

KCP地球市民日语学校附设

标。至今为日语教育界培养出很多人才。很多毕业生已经成长为日本语教学
的专家。此项目中的课程能够满足教师的不同需求，从刚刚接触日语教育的
教师到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都能够从课程中获益，业务水平也会得到快
速提升。

●课程介绍

●大学教授点评

      KCP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国，在班级，日语是大家
的共通语言。学习日语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

西华盛顿大学

的文化和社会，同时审视学习者本国的文化。所有课

游佐  道子 （日本语和东亚学教授）

程全部用日语授课，以培养学生运用日语的能力。同

     我们从20年前开始向KCP输送学生，我们对于KCP的教育质量和在留学期间为学生提供的服务有着绝

时，为了初级到初中级的学生，学校提供英文辅助解

对的信赖。学成归来的学生日语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对于现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理

释语法，这样可以让学生完全理解课程内容。

解。学校安排的多种课外活动对于学生观察和理解具有多角度历史背景的日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初次接触日语教育的学员
●满420个小时的培训课程

在国外教日本语的学员或将来有此打算
的学员

     修完本课程后可以被认证具有日语教师的资格。学员将通过三个阶段

●海外日语教育培训

系统学习日语教育体系：日语教育概论、分级教法实践、课堂实习。同时

●赞助大学顾问点评

★日语以外的独特课程
      除了日语以外，US项目有独特的课程和课外活
动，例如：体验日本文化的旅游，传统艺能欣赏，与
日本的大学生的交流会和体验日本料理等。除了常规

与学习日语的学生接触，可以体验日语教育的现场，这也是日语学校附设
课程的优点。特别是在课堂实习阶段，学员会有很多机会进入正式课堂观

西华盛顿大学

察和分析有经验的日语教师讲课。在此过程中，学员会对教师角色有更深

Dan Lindeman 国际项目部，项目经理

的理解，同时通过训练和反馈增强自身的教学技能。

     对于希望可以集中学习日语的学生，我作为留学顾问强烈推荐KCP的项目。我一直与很多到KCP留学

择。（每个学期特别课程会有变动）

●培训时长：5天或5天以上
●课程（例）《日本语教学法》

的学生保持联系，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赞赏KCP的教育质量和工作人员的服务。

                          语音、文字、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等指导方法

的日语课，也有对话，汉字，日语能力考试复习和商
务日语等课程，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有目的地选

此培训项目针对在国外教日语的老师或将来打算在海外教学的学员。

爱荷达大学

Bob Neuenschwander     留学奖学金项目部，副主任
      爱达荷大学与最先进日语教育机关KCP有着17年的合作。我们以此为荣。KCP在

                         《日本语语法和词汇》

修完日语教师培训课程的学员
有实际教学经验的学员

                         《日本文化》
                         《实用教法》

著名的城市东京的中心。这个完美的地理位置也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习日本传统和文

★充实的服务体系

●教案课程

化！

      此项目的申请者可以选择住宿方式及相关住宿费
用。英语流利的工作人员会在学习、生活、日常事务
各方面提供细致的服务。

日程、课程灵活，满足不同需求

       此课程针对想提高组织课堂能力和编写教案能力的学员

我们会根据学员在日本的居留时间进行日程及课程的个别安排。

林肯大学

班级设置：初级班（小班授课）、中级基础班，高级基础班

      KCP的项目是学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最佳项目。林肯大学与KCP的合作关系已经长达

●实践课程 （教学技巧练习 +课堂实习）

15年，我们希望继续可以保持我们的关系。KCP是在林肯大学所在的CCIS（College

     学员通过大量的课堂设计和模拟课堂的反复练习积累实际教学经验，

      除课堂实习之外，学员可以参加文化活动、口语课、俱乐部活动等可以在

培养作为专业日语教师应具备的实践能力。对于已经具备教师资格或在大

海外讲堂实际运用的多种多样的课程。

Constance Lundy    留学项目部，项目经理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里面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周期短见效快的实用课程

学学过教学法，但对实际教课没有自信的学员，或希望提高自身的讲课水

毕业生留言

平的学员KCP也积极推荐这个项目。

●赞助大学
达美航空公司

Cortney Galanos
美国

西华盛顿大学

爱荷达大学

林肯大学

●合作大学

学生留言
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堂山分校
日本语教师

      修完KCP日语教师培训课程之后，我在美国教日语，今年已经第10年了。我在很多的日语教师培训课程中选
择KCP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项目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理论课上，我从经验
丰富的专业日语教师那里学到了日语教育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在实践课上，我参与了KCP地球市民日语学校的
初、中、高级各班的教学，并与KCP的老师一起去指导学生。通过实习，不仅自己的教学能力提升了，KCP老师

       我现在在日本至夏威夷航线的航班工作。当我用在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爱荷达州立大学

新泽西大学

伊丽莎白城市大学

KCP学到的日语与客人交流时，客人会很惊讶地说’你说

热心严谨指导学生的精神也感染了我，使我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教学中。
培训课程结束后，我有幸作为兼职教师在KCP地球市民日语学校工作，之后又报名参加了“KCP美国大学教师助

的日语很好啊’。我非常高兴。这次，我再次拜访KCP，

教项目“来到了美国。任教期满后我想留在美国继续教书，这次我再次得到了KCP的推荐，被华盛顿与李大学接

见到了教过我的老师们，想起了我在这里学习的时光。很

收为助教。后来我在爱荷华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高兴能够在KCP学习。

         对我来说，KCP是我的起点，使我的职业发展如虎添翼。希望大家也能在KCP向自己的梦想前进！
诺福克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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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下   芙美

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密苏里州立大学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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