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SEDA University 



簡介-Overview- 

No.1 for 外籍學生人數 

 4,985／56,156 

來自103個國家・地區 

⇒來自臺灣的學生：385名 



日語授課課程 

法學部 

教育學部 

商學部 

文化構想學部 

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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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學部 

英語授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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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幹理工學部 

創造理工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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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 Undergraduate Programs - 

⇒ 英語授課課程 9月入學 

    ※國際教養學部亦接受 4月入學 



早稻田大學畢業校友- Waseda Alumni - 

7 Prime Ministers of Japan ／ 7 位日本首相 

Masaru IBUKA / 井深大
Founder 

Tadashi YANAI / 柳井正 
CEO 

Haruki MURAKAMI / 村上春樹 
Author Nori AOKI  / 青木 宜親 

MLB  Player(SF Gi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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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澀谷 

新宿 

池袋 上野 

秋葉原 

東京 

早稻田
WAS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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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留學項目 

660所合作大學 
70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 

交換留學    

雙學位課程 

http://machi-photo.net/photo/0/00174.JPG


學生宿舍 
-Dormitory- 

早稻田大學為留學生們準備了 很多處宿舍！ 

【租金】（毎月） 

  61,000 日圓（約 15,800 臺幣） 

      *含括早、晚兩餐 

【位置】不在校園內 

（車程約30分鐘～1個小時） 

【房間】都配有家具和空調 



國際學生宿舍WISH 
Waseda International Student House 

2014年3月正式啟用。 

約可收容900名學生，其中半數 為外籍留學生。 

前往學校的交通也非常便捷。 



學生生活–Student Life- 

國際交流中心(ICC) 異文化交流活動 
 

可以跨越國籍、學部和大學院的藩籬，結交到許多朋友。 

體育活動 

棒球、橄欖球等歷史悠久的體育社團 

1,000個以上的社團 

70%以上的在校生參加 

http://www.wasedaweekly.jp/upload/385/（加工済）表紙_野球優勝-(2).JPG


學生生活 –Student Life- 

不用擔心！學長姐可適時地提供協助 



日語教育-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lementary 

Intermediate 

Advanced 

Native Speaker 

用英語修習正規課程的同時，也可選修日語課（日語中心提供的語言課） 

 
將根據每位學生的程度進行編班 
 
亦可於畢業前習得高級日語（相當於日語檢定N1級） 
 



學雜費等 (1年的費用) -Tuition- 

理科 
 

1,150,000臺幣 
┃ 

1,200,000臺幣 

文科 
 

935,000臺幣 
┃ 

1,150,000臺幣 

學生宿舍 
 

270,000臺幣 
┃ 

420,000臺幣 

房租 
 

420,000臺幣 
┃ 

600,000臺幣 

理科 
 
 

450,000臺幣 
 

文科 
 

332,000臺幣 
┃ 

422,000臺幣 

學生宿舍 
 

240,000臺幣 
┃ 

320,000臺幣 

房租 
 
 

380,000臺幣 
 

1臺幣=3.8日幣 



獎學金 - Financial Support - 

◎早稻田大學提供豐富的校內獎學金，獎學金種類高達100項， 

在 日本全國大學中是屬一屬二的。 

◎申請獎學金的新生中約 50%以上 可獲得任何一項獎學金。 

種類 給付對象 獎學金額 期間 

Howard Hagiya 
Scholarship 

政治經濟學部的台籍留學生中， 
成績優秀者 

每年1,000,000日圓 4年 

渡日前入試預約採用 
給付獎學金 

入學考試成績優秀者
（SILS） 

每年500,000日圓 2年 

自費外國留學生 
學費減免獎學金 

自費外國留學生中， 
入學考試或學業成績優秀者 

學費50%減免 1年 

自費外國人留學生 
學習獎勵費 

學業成績及人品優秀， 
經濟困難的外國留學生 

每月48,000日圓 1年 



畢業後出路 -Graduate Destination- 

大學院升學 -Graduate Schools- 



入學考試概要/一般ＡＯ方式– AO Admissions –  

學部 招收名額 入學時期 報名資格 

政治經濟學部 100名 

9月 
完成十二年學校 

教育課程的畢業生  

基幹・創造・先進理工學部 75名 

社會科學部 20名 

國際教養學部 
125名 

100名 4月 日本國外高中畢業 

◎招收全世界各國家之學生，報考方式的區分與國籍無關。   

◎以書面審查及面試（＋筆試 *以英語撰寫小論文 ） 

 兩步驟進行選考。 



報名流程/一般AO方式– Admission Procedures –  

書面審查  -Document Screening- 

面試(東京，臺北，新加坡，紐約 等世界各地) -Interview-  
 

放榜 -Announcement of successful applicants- 

社會科學部 -Social Sciences- 
基幹/創造/先進理工學部

Fundamental/Creative/Advanced Science & Engineering 

政治經濟學部 -Political Science & Economics- 

國際教養學部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條件錄取 
-Conditional Offer- 

無條件錄取 
-Unconditional Offer- 

考試報名  -Apply- 



報名資料/一般AO方式– Application Schedule – 

預定畢業證明書 

TOEFL/TOEIC/IELTS/GEPT 
※2年以内考試成績有效 
 etc. 



報名時間 
 

   前期 2015年10月12日~ 11月11日 
  後期 2016年2月4日~ 3月2日 

 

      國際教養學部 
     前期 2016年1月6日~ 2月1日 
     後期 2016年2月2日~ 3月24日 

報名準備/一般AO方式– Application Schedule – 



常見問題  – FAQ – 

 
  A1.不會，全英語授課的課程入學之前完全不需要日語

能力。入學后的日語課程是依程度分班，在同一個
班級裡學習的其他同學們的日語程度，也是和自己
差不多，大家都是從基礎開始學起。所以是不需要
擔心的。 

A2.沒有，書面審査時採取綜合判定方式， 
 並没有針對任何一項設定標準。 
  

  

Q2.申請入學時，關於在校成績、學測成績、英文檢定成績等，
有設定任何標準嗎？  

Q1. 我完全不懂日語，有問題嗎？ 



給親愛的學弟，學妹   
–Qs & As with Current Students – 

Q1:  Route to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 
     選擇早稻田、日本 

Q4:  After Graduation / 
    關於畢業後的出路 / 在早稻田所學到的有什麼幫助？ 

Q2:  About Curriculum /     
         以學生的角度簡單説明課程內容  

Q3:  About Student Life : Classes, Student Clubs, 
Dormitory, etc./ 
    關於學生生活: 授課、社團活動、學生宿舎等  



CONTACTS  

in TAIWAN／JAPAN 

   
                                    (國語,日語) 

   早稻田大學 臺北國際交流中心   

 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3號 新光人壽大樓5F 

   E-mail : taipei-office@list.waseda.jp  

早稻田大學 入學中心  
國際招生辦公室(英語,日語) 
E-mail : admission@list.waseda.jp 
 

 

In  JAPAN 

 
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入學招生辦公室(國語,英語,日語) 
 E-mail : sils-ent@list.waseda.jp 
     

 

http://web.waseda.jp/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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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