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摩大学
Tama University

经营信息学部
School of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ciences

环球研究学部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校历

入学考试信息

春季学期

有关报名表格及详细内容，请浏览以下网站。

4 月上旬：迎新情况介绍
5 月上旬：黄金周（连休）
8 月上旬：期末考试

语言能力要求
日语

英语

L evel 2 on the old Japanese

暑假

SMIS

日语能力测试 2 级以上

n/a

SGS

Can use Japanese writing
应掌握平假名、片假名、以及
基本日文语法
system and basic grammar.

Japanese -speakers: TOEICTOEFL
500+
350 以上
母语为日语的学生
TOEFL
500
母语为非日语的学生
以上
Non -Japanese speakers: TOEIC 350+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不适用

8 月上旬～ 9 月中旬

秋季学期
9 月下旬：开始上课
11 月上旬：校园节
12 月 24 日～ 1 月 5 日：寒假
1 月下旬：期末考试

报名期间
4 月入学报名：从 8 月开始至 10 月末结束
9 月入学报名：从 1 月开始至 3 月末结束

学费及其他费用

春假
SMIS

SGS

入学金

300,000日元

200,000日元

学费（1学期）

350,000日元

450,000日元

其他费用 (仅限一年级)

350,000日元

350,000日元

(第2年以后)

280,000日元

280,000日元

2 月上旬～ 3 月下旬

助学金
设有以留学生（持有留学签证）为对象、减除 30％学费的制度。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支付制度
( 仅限日文版 )

http://www.jasso.go.jp/scholarship/shoureihi.html

所在地
永山
Nagayama
Station

新宿
Shinjuku
Station

東京
Tokyo
Station

Tama Campus

品川
Shinagawa
Station
湘南台
Shonandai
Station

横浜
Yokohama
Station

Shonan Campus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252-0805 日本国神奈川县藤泽市円行 802 番地
多摩大学 国际交流中心
international@gr.tama.ac.jp

网站主页：http://www.tama.ac.jp （仅限日文与英文版）

* 从新宿站至多摩校园，乘车约 45 分钟
* 从新宿站至湘南校园，乘车约 1 小时

多摩大学
多摩大学成立于 1989 年，当时世界正处于向全球化及高度信息化
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约 2,000 名学部课程的学生在多摩及湘
南两个校园学习，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余时间，学生们都得到
了大学教职员以人为本的关怀。
多摩大学的教育特色是以少人数制讲座为中心的对话形授课。学校
不但设有计划周密的基础教育科目，而且还针对学生们对知识的热
切渴望，鼓励他们在众多选修科目中，结合自己的未来职业选择科
目学习。此外，在两座校园还配备了专职老师，提供热情亲切的就
业指导。

经营信息学部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SMIS)

经营信息学部以培养创造性和实践性人才为
目标施教，让学生掌握现代商业社会所要求
的“经营”和“信息”一体化的跨学科、实
践性知识和技术、以及国际交流能力。此外，
通过少人数制教学以及讲座中心型授课，使
每一位学生能够把握自己的个性和学习方式，
促进他们的成长。多摩大学是充满着挑战和
变革的“现代志塾”，在这里你将度过丰富、
充实的每一天。

特点
讲座中心型授课
经营信息学部开设了 24 个以上的少人数制讲
座，由教授进行密切指导。在各学期中，学
生们可以在以自身为主体进行学习的同时，
获得该专业的实际体验。

学部资料

（截至 2010 年 5 月 1 日 )

就业指导

学生人数

1,452 人

经营信息学部设有就业指导科，对学生们的
就业活动提供全面支援。去年，在希望就业
的学生中，有 93.8％在毕业时找到了工作单
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学生与教员的比例

16.5 : 1

男生与女生的比例

男生 : 80%

每班学生人数（平均）

10 ～ 20 人

留学生的出身国家

中国

女生 : 20%

来自多摩大学的声音
诸桥 正幸

Dr. Aigul Kulnazarova

倪 祥

经营信息学部
学部长

环球研究学部
教授

经营信息学部
天津大学（中国）
交换留学生

为了进一步发展作为多摩大学办校理
念之一的国际性，本校在最近的数年
期间致力于推进国际化发展。我们在
多摩、湘南两座校园建立了接收交换
留学生和一般留学生的体制，推进更
积极的全球化校园建设。本校的特点
之一是“由于规模较小因此能够细心
关照”，我们将积极努力，使同学们来
到日本之后，能够立即融入周围环境，
投身到有意义的学生生活。本校重视
运用于工业社会最前线的实践性知识，
因此高就职率也是本校的强项。多摩
大学一定是您留学的最佳选择。

如果希望在 21 世纪获得成功，不但需
要拥有各种领域的广泛知识，而且需
要同时掌握特定领域的深厚专业知识。
我们的 3 个专业，提供各种跨学科课
程，来培养学生们超越常规对事物进
行思考，从局域和全球的不同规模来
理解世界多样性。希腊人将“具备多
才多艺和全面发展”视为理想人才，
培养这种能够综合不同领域的信息、
创造新知识的人才就是我们的教育理
念。

2008 年，我怀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来到
了日本。在多摩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
关怀下，我的不安和担心马上就云消雾
散了。虽然多摩大学的规模不大，但是
教育设施完备，学生的生活愉快、充实。
此外，同学们都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我被他们热心的学习态度
所感动，通过交流和学习使自己得到了
提高。我对多摩大学表示衷心感谢！

环球研究学部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SGS)

环球研究学部的特点是少人数制课堂，学
生与教师可以零距离接触。由于从 2 年级
开始进入专业课学习，因此英语能力不足
的学生将在 1 年级集中提高英语能力。此外，
环球研究学部以留学生为对象，开设了初
级、中级和高级日语班、有关日本文化及
日本历史的课程、以及有助于在日本就业
的课程等，部分授课使用日语进行。环球
研究学部最适合在日本一边学习日本（日
语）、一边用英语学习大学课程。

专业
酒店管理
适合以在旅游、酒店行业就业、以及成
为口译及笔译人员为目标的学生

全球商务
适合希望在外资企业、贸易、金融、
通信企业就业的学生

国际开发
适合希望进入国际机构工作以及进入
研究生院深造的学生

学部资料

（截至 2010 年 5 月 1 日）

学生人数

495 人

学生与教员的比例

9 : 1

男生与女生的比例

男生 : 49%

每班学生人数（平均）

15 ～ 20 人

留学生的出身国家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韩国、德国

女生 :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