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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别科是2012年4月为希望进入福冈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院以及日

本国内其它大学或研究生院深造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的有

关知识，并为其在大学或研究生院的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而开设的教育

课程。

　　留学生别科的学生们不仅可以通过丰富的课程学习日语和各种日本

社会知识，而且因为地处大学校园内、环境优越，便于利用图书馆、食

堂等各种大学的设施。

　　此外，留学生别科还提供奖学金，对希望进入福冈大学学习者予以

指导，并为学生们斡旋既便宜又交通方便的留学生宿舍等，为了让学生

们的学生生活更有意义提供各种支援。

　　东京办事处业务如下：

　　（1）开展与各级政府部门及其他教育相关团体等有关的涉外活动。

　　（2）为支援我校学生的就业活动，工作人员访问东京地区的企业，

对招募信息和聘用动向进行调查，为学生们提供信息。另外，

提供介绍企业及团体的在职校友、为学生开展就业咨询等服

务。

　　（3）为加强在东京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我校毕业生之间的联系，在以

一般社团法人福冈大学同窗会“有信会”东京支部为中心构建

联系网络的活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作为海外办事处，我校于2009年8月设立了福冈大学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为黑龙江省省会，是辖有8个地区、4个县级市和7个县的地级

市，同时又被定为副省级市，地处流经黑龙江省中南部、向北注入黑龙

江的松花江畔。哈尔滨历史悠久，是中国金、清两朝的发祥地。人口自

19世纪末建设东清铁道开始急剧增加，拥有包括中国国内高水平的哈尔

滨工业大学以及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理科大学在内的多

所高等院校。

    作为我校推进国际化发展的一环，为了在我校招收留学生人数相对

较多的中国东北部进一步提高知名度，福冈大学哈尔滨办事处以哈尔滨

市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以便在各大学之间缔结交流协

定、确保优秀留学生生源，并促进双方教员及学生间开展教研交流活

动，努力使我校的国际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福冈大学的入学时间为每年4月。授课均以日语进行，所以必须有足够的日语能力。

报考需要多种资料，有的尚需在母国办理，所以请尽早索取申请书，提前做好准备。

招收学生的学院和系

入学考试日程

经济支援
    福冈大学为学业成绩优秀、希望学习但却因经济上的原因难以继续学业的本科留学生设有下列经济支援

制度，并以大学的名义向提供其它奖学金的各种财团等推荐。

1.福冈大学外国留学生授课费减免制度

　・对象学年：第一～第四学年（医学院医学系、药学院到第六学年）

　・内　　容：在学费等诸费用中，减免授课费的30%（对成绩优秀者追加减免20%）

　・甄　　选：根据出勤状况、学业成绩和经济状况等甄选授予对象。

2.福冈大学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对象学年：第一～第四学年（医学院医学系、药学院到第六学年）

　・奖励金额：每月20,000日元

　・奖励期间：1年

　・奖励人数：25名以内（其中1年级学生15名以内）

　・甄　　选：1年级学生根据本科留学生入学考试成绩、2年级以上则根据学业成绩（GPA），并结合人品和

经济状况等做出综合评价进行甄选。

3.福冈大学亚洲特定地区本科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对象学年：第一～第四学年（医学院医学系、药学院到第六学年）

　・奖励对象：持有东亚地区以外亚洲国家的国籍者

　・奖励金额：每月20,000日元

　・奖励期间：1年

　・奖励人数：3名以内

　・甄　　选：1年级学生根据本科留学生入学考试成绩、2年级以上则根据学业成绩（GPA），并结合人品和

经济状况等做出综合评价进行甄选。

学院

文化系
历史系
日语•日本文学系
教育•临床心理系
英语系
德语系
法语系
东亚地区语言系

人文学院

法学院

经济学院

商学院

法律系
经营法系

经济系
产业经济系

商学系
经营系
贸易系

学院 系

应用数学系
物理科学系
化学系
地球科学系

理学院

工学院

医学院

体育科学院

机械工程系
电气工程系
电子信息工程系
化学系统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
建筑系

医学系

药学院 药学系

体育科学系
健康运动科学系

学院 系

学院

申请受理期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截止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截止日期

人文•法学•经济•商学•理学•工学•医学（医）•药学•体育科学

2015年11月24日～12月4日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3月2日

2016年3月23日

留学生别科

东京办事处

哈尔滨办事处

留学生入学考试

联系单位　
※有关报考资格和学费等的详细情况请向下述部门咨询。
福冈大学国际中心事务室
〒814-0180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八丁目19-1
电话：092-871-6631（总机）
E-mail:kokusai@adm.fukuok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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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研究生的研究院和专业

研究生院

研究院 专业

人文科学研究院

史学专业（MA, PhD）

日语及日本文学专业（MA, PhD）

英语学及英美文学专业（MA, PhD）

德语学及德国文学专业（MA, PhD）

法语学及法国文学专业（MA, PhD）

社会•文化论专业（MA）

公共法专业（MA, PhD）

民事刑事法专业（MA, PhD）
法学研究院

经济学专业（MA, PhD）经济学研究院

商学专业（MA,PhD）商学研究院

人体生物专业（PhD）

生物控制专业（PhD）

病理结构专业（PhD）

病理机能专业（PhD）

社会医学专业（PhD）

尖端医疗科学专业（PhD）

医学研究院

应用数学专业（MS,PhD）

应用物理学专业（MS,PhD）

化学专业（MS,PhD）

地球科学专业（MS,PhD）

理学研究院

研究院 专业

机械工程专业（MS）

电气工程专业（MS）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MS）

化学系统工程专业（MS）

建设工程专业（MS）

能源•环境系统工程专业（PhD）

信息•控制系统工程专业（PhD）

资源循环•环境工程专业（MS）

工学研究院

体育健康科学专业（MS，PhD）
体育健康科学
研究院

人文科学研究院（MA）

法学研究院（MA）

经济学研究院（MA）

商学研究院（MA）

理学研究院（MS）

工学研究院（MS，PhD）

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MS,PhD）

■ 秋季入学考试(校内报考人员)

研究院 申请受理期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止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

2015年9月7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7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4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7日

校内报考人员

2015年7月21日

～

7月23日

2015年10月13日2015年9月24日 2016年3月23日

人文科学研究院（MA）

法学研究院（MA）

经济学研究院（MA）

商学研究院（MA）

理学研究院（MS）

工学研究院（MS）

医学研究院 (PhD)

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MS,PhD）

■ 春季入学考试(面向全部留学生)

研究院 申请受理期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止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4日

2016年2月24日

国外报考人员

至2015年10月13日为止

校内和国内报考人员

2015年12月8日

～

12月10日

2016年3月18日2016年3月10日 2016年3月23日

入学考试日程

经济支援
　　福冈大学为学业成绩优秀、希望学习但却因经济上的原因难以继续学业的留学生设有（1）福冈大学外

国留学生授课费减免制度和（2）福冈大学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等，而且还以大学的名义向提供其它奖学

金的各种财团等推荐。

联系单位　
※有关报考资格、学费等的详细情况请向下述部门咨询。
福冈大学研究生院事务科
〒814-0180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八丁目19-1
电话：092-871-6631（总机）
E-mail:gakuin@adm.fukuoka-u.ac.jp

研究院 专业

司法实务研究院 法务专业 (JD)

　　大学毕业（将要毕业）、并参加了本年度实施的司法实务研究院全国统一适应性测试者。

　　外国留学生想要参加考试时，在提交申请书之前，请务必先到司法实务研究院事务室报名。有时需要对

申请资格进行个别审查。

　　此外，即使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如在规定的日期之前不能满足规定的条件时，将取消入学许可。

■ 招收研究生的研究院和专业

■ 报考资格

■ 考试日程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至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日程 预审申请期限 正式报名时间

2015年9月5日

2015年10月17日

2015年1月30日

2015年9月18日

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2月12日

2015年9月28日

2015年11月6日

2015年2月19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2月29日

A 2015年7月17日

2015年9月4日

2015年11月27日

2015年8月17日～8月24日

2015年9月28日～10月5日

2015年1月12日～1月18日

S

B

联系单位
※详细情况请向下述部门咨询。
福冈大学司法实务研究院事务室
〒814-0180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八丁目19-1
电话：092-871-6631（总机）
E-mail:houka@adm.fukuoka-u.ac.jp

司法实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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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研究生的研究院和专业

研究生院

研究院 专业

人文科学研究院

史学专业（MA, PhD）

日语及日本文学专业（MA, PhD）

英语学及英美文学专业（MA, PhD）

德语学及德国文学专业（MA, PhD）

法语学及法国文学专业（MA, PhD）

社会•文化论专业（MA）

公共法专业（MA, PhD）

民事刑事法专业（MA, PhD）
法学研究院

经济学专业（MA, PhD）经济学研究院

商学专业（MA,PhD）商学研究院

人体生物专业（PhD）

生物控制专业（PhD）

病理结构专业（PhD）

病理机能专业（PhD）

社会医学专业（PhD）

尖端医疗科学专业（PhD）

医学研究院

应用数学专业（MS,PhD）

应用物理学专业（MS,PhD）

化学专业（MS,PhD）

地球科学专业（MS,PhD）

理学研究院

研究院 专业

机械工程专业（MS）

电气工程专业（MS）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MS）

化学系统工程专业（MS）

建设工程专业（MS）

能源•环境系统工程专业（PhD）

信息•控制系统工程专业（PhD）

资源循环•环境工程专业（MS）

工学研究院

体育健康科学专业（MS，PhD）
体育健康科学
研究院

人文科学研究院（MA）

法学研究院（MA）

经济学研究院（MA）

商学研究院（MA）

理学研究院（MS）

工学研究院（MS，PhD）

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MS,PhD）

■ 秋季入学考试(校内报考人员)

研究院 申请受理期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止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

2015年9月7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7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4日

2015年9月8日

2015年9月7日

校内报考人员

2015年7月21日

～

7月23日

2015年10月13日2015年9月24日 2016年3月23日

人文科学研究院（MA）

法学研究院（MA）

经济学研究院（MA）

商学研究院（MA）

理学研究院（MS）

工学研究院（MS）

医学研究院 (PhD)

体育健康科学研究院（MS,PhD）

■ 春季入学考试(面向全部留学生)

研究院 申请受理期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止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2日

2016年2月23日

2016年2月24日

2016年2月24日

国外报考人员

至2015年10月13日为止

校内和国内报考人员

2015年12月8日

～

12月10日

2016年3月18日2016年3月10日 2016年3月23日

入学考试日程

经济支援
　　福冈大学为学业成绩优秀、希望学习但却因经济上的原因难以继续学业的留学生设有（1）福冈大学外

国留学生授课费减免制度和（2）福冈大学自费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等，而且还以大学的名义向提供其它奖学

金的各种财团等推荐。

联系单位　
※有关报考资格、学费等的详细情况请向下述部门咨询。
福冈大学研究生院事务科
〒814-0180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八丁目19-1
电话：092-871-6631（总机）
E-mail:gakuin@adm.fukuoka-u.ac.jp

研究院 专业

司法实务研究院 法务专业 (JD)

　　大学毕业（将要毕业）、并参加了本年度实施的司法实务研究院全国统一适应性测试者。

　　外国留学生想要参加考试时，在提交申请书之前，请务必先到司法实务研究院事务室报名。有时需要对

申请资格进行个别审查。

　　此外，即使入学考试成绩合格，如在规定的日期之前不能满足规定的条件时，将取消入学许可。

■ 招收研究生的研究院和专业

■ 报考资格

■ 考试日程

考试日期 合格发表日期
缴纳入学申请费

截至日期
办理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日程 预审申请期限 正式报名时间

2015年9月5日

2015年10月17日

2015年1月30日

2015年9月18日

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2月12日

2015年9月28日

2015年11月6日

2015年2月19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2月29日

A 2015年7月17日

2015年9月4日

2015年11月27日

2015年8月17日～8月24日

2015年9月28日～10月5日

2015年1月12日～1月18日

S

B

联系单位
※详细情况请向下述部门咨询。
福冈大学司法实务研究院事务室
〒814-0180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八丁目19-1
电话：092-871-6631（总机）
E-mail:houka@adm.fukuoka-u.ac.jp

司法实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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