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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G作為日本第一所電腦教育機構，

創立於1963年。

建校以來，京都電腦學院（KCG）

始終堅持走在時代的最前線。 

KCG的Pioneer Spirit－開拓精神

傳統與業績

長谷川 靖子

1963年建校

日本第一所電腦教育機構

教育理念

一、重視電腦技術的學術知識，不忽視理論進行全面教育

一、應對電腦技術發展的教育

一、培養電腦技術方面的創新能力

一、培養資訊化社會的多角度思考力

一、培養出色的知性和感性的人格

京都大學理工學部宇宙物理學科畢業（女性第1人）。

取得京都大學大學院理工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規定學分。

利用電腦研究宇宙物理學的第一人。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訪問學者。

榮獲泰國、迦納、斯里蘭卡、秘魯等國教育部表彰。

2006年 榮獲財團法人日本ITU協會頒發的國際協助特別獎。

2011年 獲得一般社團法人資訊處理學會頒發的感謝函。

KCG是1963年由京都大學研究所天體物理學研究小組創

立的日本第一所電腦教育機構。正值電腦時代的開端，KCG

懷著「開創新時代」的熱情應運而生。重視軟體開發的創造

性，絕不單純只是傳授知識和技術，以 「創造性教育」為宗

旨，提倡 「培養能夠肩負時代責任的具有卓越創造性的資訊工

程人才」的教育理念。

　　KCG舉辦程式語言講演會時，日本還沒有任何一所大學

開設資訊學科。1970∼1980年代初期，學校陸續引進了最先

進的中型和大型電腦，使學生可以在開放的環境下自由使用

電腦進行實習。當時，這種大規模的導入供學生實習用的電

腦的舉措，可以說是史無前例並被其他學校所欽羡。這些就

是KCG初期建校時的景象，即便校舍是臨時的木板房，給學

生提供新時代最先進教育環境的教育理念已經顯現出來。如

今也傳承著創校初期的開拓精神，2004年建立了日本第一所

IT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到現在為止已經培養了4萬多名畢業生。每個人都懷抱著

在KCG養成的開拓精神，在全世界各個領域中進行新的挑戰。

京都電腦學院創立至今長達50年以上，在傳統與實際績效上

都相當自豪。未來，將由「你」為她添磚加瓦，開闢新的里

程。

學院長

Link to the Pionee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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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G的徽章 教育特色 

KCG集團的顏色 實踐性的課程
研究班

KCG集團是由京都電腦學院 (洛北校區、鴨川校區、

京都站前校區)、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京都汽車專門學校、

京都日語研修中心、股份有限公司KCG CAREER等組成

的全球教育機構的集合體。

本集團的徽章「kcg.edu」是2003年由長谷川亘理事選

定的。該徽章來自1995年取得的網際網路域名（ww-

w.kcg.edu）。「kcg」指的是日本第一所電腦教育機構

「Kyoto Computer Gakuin（京都電腦學院）」的頭文字，

「.edu」指的是gTLD（generic Top Level Domain: 通

用頂級域名）之一，美國的認定機構承認的只限高等教育機

構註冊的域名。鑒於京都電腦學院與早期參與美國網路的麻

省理工學院（MIT）的研究人員等電腦學者保持著密切關係，

因此作為擁有與4年制大學同等課程的電腦高等教育機構聲名

遠播。本校被認定為有資格採用「.edu」的域名，因此本校

在日本國內的教育機構中第一也是唯一取得了「.edu」域名。

其後，域名管理標準被放寬，有幾所美國以外的外國教育機

構被賦予了同樣的gTLD，不過能取得只賦予美國國內教育

機構的「.edu」域名，在當時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說

明了京都電腦學院也是被美國認可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本

校具有展望性的證明。

這枚徽章「kcg.edu」象徵著高度資訊化社會中作為始

終重視前瞻性的教育機構的理念，彰顯了培養創時代人才的

氣概。

京都電腦學院(KCG)是日本最早創立的電腦教育機關，

有50多年的輝煌傳統和業績。在教育方面，比起其它學校來

有很多獨一無二的特色。

KCG完成了從以前的「以教師為主體」向「以學生為主

體」的教育體制轉變，本著滿足學生自身學習慾望的教學理

念，開展教育。尊重每個學生獨特的個性，採用按照每個學

生的要求來進行細緻對應，運用驗證和應對的教育手法，並

利用最新的設備得以實現。

本校聘請各行各業的專業教師，分項目進行實踐演習，

掌握在實際社會應用的各項知識和技能。本校為學生們提供

最新的筆記型電腦等先進設備，開設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自

主學習的遠距教學系統。從而，為學生取得資格證書、成功

就業保駕護航。此外，從KCG畢業後，還可以進入姊妹校IT

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繼續深造。

KCG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舞擁有

遠大志向的同學們，在今後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在各學科中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相互關聯，為更好的提

高學生實際應用的能力，學校每年舉辦「專案演練」。

「專案演練」並不是研究以往已有的課題，而是由學生

小組自由設定目標開始，企劃、設計、製作、最後發表成果，

這其中湧現出大批的高質量作品。參加就業活動時，在「專

案演練」中完成的高水準作品，也能展現出強大的技術實力。

除了實際應用的技術力，團隊合作力、領導能力、溝通

能力、時間管理能力、發表演說的能力等都非常的重要。在

「專案演練」中，通過小組成員間反覆協作的經驗，自然而

然的也就提高了這些能力。並且，研究課題的難易程度是按

照年級由初級到高級的階梯式設定的，因此，很多學生到了

畢業年級時能夠確實的體會到自己的綜合實踐能力得到了全

面的提高。

畢業生的「專案演練」，是集合在校期間的所有知識進行

研究。學生們將自己的想法反覆試驗，研究成果也變得越發

成熟。優秀作品會在每年2月舉辦的「KCG AWARDS學生

成果發表會」上進行表彰。

KCG藍色（京都電腦學院校色，KCG集團的顏色）

KCG紅色（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校色）

藍色是京都電腦學院的校色及KCG集團的顏色，鑒於建校之初的團隊成員
皆為京都大學研究所的在校生和畢業生，因此借鑒京都大學的校色深藍色而選
定的。1970年開始使用，建校35周年（1998年）為契機定了色調，稱為KCG
藍色。

KCG集團的創始人長谷川繁雄先生晚年在經營學校的同時到哈佛大學深
造，再次挑戰了年輕時沒能實現的學術研究夢想。在波士頓租了公寓，與年輕
學生們一起學習了文學和哲學。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的校色是借鑒創始人曾經
就讀的哈佛大學的校色緋紅色，作為與KCG藍色對照的色調被採用。彰顯了不
管男女老幼始終進行新的挑戰，謙虛學習的態度。

旨在培育具備能因應新世代汽車技術的高深IT、網路技術和知識的汽車整
備師。京都汽車專門學校於2013年加盟了KCG集團。其校色是向KCG集團注
入新活力的表現。

KCG綠色（京都日語研修中心校色）

作為KCG集團的海外留學生來說是入門學校，京都日語研修中心是法務大
臣告示上承認的日語教育機構，被文部科學省指定為準備教育課程。借鑒表示
世界7大陸的綠色作為校色，是與上述KCG藍色和KCG紅色對照的色調。彰顯
了學習成長的留學生們的能力。

KCG橙色（京都汽車專門學校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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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教學

完整的、最新的遠距教學錄製系統

在京都站前校區的新樓，設有最新的遠距教學錄製室。配備有同步遠程傳送系統和課程錄製系統。KCG

以此為中心，製作和傳送最新、最優質的遠距教學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KCG獨特的遠距教學方式

KCG的遠距教學科目，可以使學生按照自己的進度反覆學習與思考。並且，這種獨特的遠距教學方式保

留了與教師當面指導相同的優勢。走在IT（ICT）教育最前端的KCG，通過這種方式幫助學生很好的學習並有效

利用IT的先進手段。

最新的24小時學習管理系統—KING-LMS

隨著寬頻上網的普及，我們正在迎來無論何人何時何地都可以任意獲取資訊的真正網絡時代。正是對著

這種網絡時代的預見，KCG作為日本IT領域先驅教育機構，先發制人，率先導入獨立的學習管理系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併在2010年升級了這套系統。

通過使用這一系統，學生可以擺脫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隨時隨地學習知識。為實現「以學生為主體」的教

育理念，發揮著巨大作用。

利用「KING-LMS」學習

● 從各自的學習主頁進入各科頁面，查看相關授課內容。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家裡，只要有網絡的地方都可以一

天24小時隨時登錄。

● 可實現預習、複習、提交作業，更可以利用BBS（論壇）與教師進行答疑解問，或與其他學生交流學習經驗。

● 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選擇非自己專業的課程，獨立學習。

● 獲取學校各項通知。還能向自己的手機郵箱自動轉發。

◆ KING網路

在KCG，學生使用的電腦均網路化，所以本校採用與寬頻相對應的光纖專用回線直接連接的方式，確保KING-LMS

系統的高速穩定。

◆ 學生專用頁面

KCG的學生專用頁面「KING-LMS」，及時更新課程內容和求職資訊等，學生可以隨時隨地查閱學生生活所需的資

訊。還能通過智慧型手機瀏覽。

KCG遠距教學的特色

同步型遠距教學

非同步型遠距教學

・ 連接了KCG的校區（洛北校區，鴨川校區，京都站前校區）和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在校區之間無
需移動，即可做到實時授課。

・ 即使不在同一校區，也可以直接向教師請教不懂的問題。

・ 授課內容的錄像自動儲存，即使在家也可以複習。

・根據需要可以隨時隨地調整學習時間，學
業、社團活動、興趣愛好、打工等等，相互

之間不會影響。

・可反覆視聽沒能理解的部分或重要的部分。
由學生自己掌握學習進度。

・利用BBS（論壇）或郵件，可以線上與教師
進行答疑解問，或與其他學生交流學習經

驗。

・教師一般會在教室或辦公室，線上幫助學生
解答來自遠距教學學習中的問題，所以學生

可以隨時提問並能夠得到及時的回覆。

・教師可以查看學生的學習情況、作業的提交
率、小測試的成績等等，從而掌握每個學生

的學習進度，進行細緻指導。

・為了加深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優化學習
效果，在遠距教學的基礎上也進行面對面指

導。

　　遠距教學是通過網絡和電腦，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新型

學習方法，也是21世紀教育機構必備的教育方式。

　　KCG於2005年，作為其他教育機構的先驅，導入了最

新的遠距教學系統，開設了豐富多彩的課程。遠距教學的導

入，極大地滿足了學生的學習需求，真正實現了「以學生為

主體」的教育理念。

WEB

同步型 非同步型

配
信

配
信

存
儲

提問

提問

洛北校區

鴨川校區

伺服器

家中

京都站前校區新樓
遠距教學錄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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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活躍於第一線的專業教師 ①

KCG聘請了活躍於時代尖端的各業界「老師」。課堂

上能夠聽到來自「業界專業人士」的真實聲音，非常受到

學生們的歡迎。

財團學校—京都情報研究所大學（KCGI）的武田康

廣教授，是GAINAX株式會社的前董事兼動畫製作總經理，

現職京都GAINAX株式會社等公司的董事長。到目前為止，

作為動畫監製的他經手了《天元突破紅蓮之眼》、《阿倍

野橋魔法☆商店街》及《花丸幼稚園》等眾多作品。

武田教授除了在KCGI擔任「動畫企劃／進階製作推

廣」之外，在KCG也有舉辦「特別講座」等課程。課堂中

可以聽到製作動畫背後的心路歷程，以及動畫產業的現在

和未來等等各種趣味濃厚的話題。

（株）GAINAX京都 董事長

  奇幻與藝術的博物館 福島櫻遊學舍 館長

  前（株）GAINAX 董事・動畫製作總經理
（京都情報研究所大學教授）

武田 康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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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音未來

插圖：KEI
ⓒCrypton Future Media, INC.

CRYPTON FUTURE MEDIA 公司總經理（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教授）

伊藤 博之

聘請活躍於第一線的專業教師 ②

從「初音來自未來」中受到啟發的虛擬偶像，只要把

歌詞和歌曲輸入電腦，就能用合成語音歌唱。在日本和

海外舉辦了演唱會，打動了大批歌迷的心。掀起巨大浪

潮的語音合成軟體「初音未來」之父，CRYPTON 

FUTURE MEDIA公司總經理伊藤博之先生就任KCGI教

授。我們採訪了持續開發電腦和語音相關軟體的伊藤先

生，他對肩負未來IT行業重任的學生們說，「如今『資訊

革命』還處在尚待開發的階段，在這一領域仍然存在無限

可能。希望你們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勤奮學習。」

本公司不是遊戲或動漫公司。雖然從事音樂方面的工作，

但是與唱片公司也不同。只是把感興趣的電腦歌曲商業化而

已，自認為是「樂器行」。《初音未來》於2007年8月發售，

我認為，她給人們賦予了參與創造活動的機會。

據說人類過去經歷了3次革命。第一次是農業革命。為

了狩獵只能不斷遷移的人類，通過這次革命可以有計劃地生

產和儲備糧食，因此開始了定居生活。由此形成了社會和國

家，另外貧富差距也隨之出現。經濟發展是招致戰爭的主要

原因。

第二次是工業革命。人類發明了動力，推動了有效製作

同一個產品的革新，出現了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交易量和

貿易量大增，大範圍內帶來了財富。此外，這次革命引發了

「人口爆炸」。工業革命以前屬於 「多產多死」時代，人口幾

乎穩定，社會財富變動不大，工業革命後人口大幅增長。

第三次是利用網際網路的資訊革命。網際網路出現之前，

資訊發佈源受到限制和壟斷。這裡的發佈源指的是報社、電

視、廣播、出版社等傳統媒體，這些媒體發佈資訊時，需要

投入設備、人力等巨大成本。而且當時的資訊量較少，且是

單方面的。可自從出現了網際網路後，發生了資訊革命。資

訊發佈方式出現了巨大變化。

現在網路工具就在身邊、手中、桌上和口袋裡。新聞、

電影、音樂等可能數位化的資訊都形成資訊化，通過網路就

能輕易發佈或儲存。能瞬間調取和確認自己喜歡的影片和播

放媒體，生活和工作變得非常便利和舒適，充滿樂趣。此外，

這些資訊中還包含了自己的一些見聞，可通過Facebook（臉

書）或Twitter（推特）、部落格等，輕易、瞬間向世界發佈自

己的資訊。

不過，資訊革命還處在初級階段。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

為人類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資訊革命帶來的變化還沒有達

到這種程度。只是處於過渡期，全面的變化剛剛開始。20至

30年後，人們的生活可能完全改變世界。但是，現在還不清

楚是怎樣的變化。如何改變，完全掌握在我們以及肩負起下

一代重任的年輕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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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術・設計學系
Art & Design

成為引領行業的藝術總監

培養追求數位藝術極限的，擁有對作品的預見性，具有製作能力與管理

技巧兼備的藝術總監。

就業方向

藝術總監

廣告設計師

影片創作人　等

DTP設計師

Web設計師

A
藝術資訊學科    4年課程    ★高級專門士

成為具有獨創精神和提案能力的創作人和設計師

培養掌握高端製作技術，具備聽取客戶要求的同時能夠談判和建議的概

念決策力和推薦能力的人才。 

就業方向

CG創作人

廣告設計師

視訊創作人

遊戲CG設計師　等

美術・設計學科    3年課程     專門士

以成為具備數位漫畫/動畫製作技術的漫畫家、動畫師、

創作者為目標

　　培育立足於傳統手繪漫畫/動畫的手法和歷史的同時，能用數位

方式製作作品，活躍於製作現場、出版、通貨領域的人才。

漫畫・動漫學科    3年課程     專門士

成為支撐數位藝術行業的創作人和設計師

培養熟練掌握使用繪畫、色彩感覺等基礎力和製作軟體的技

能，能夠根據主題開展創作活動的人才。 

美術・設計基礎學科   2年課程   專門士

Mac設計研究室

商務學系

培養熟悉掌握業務，

可以提供適合企業發展現狀的資訊系統建議的顧問

培養企業各部門的業務內容、收益性的分析手法等經營知識，學習實踐

性的資訊通訊技術，提高憑藉IT技術引領商務領域的領導人的素質。培養能

夠設計和建議生產管理或顧客管理等跨部門資訊系統的IT顧問或專案經理。 

就業方向

IT顧問

技術銷售

專案經理

電子商務總監　等

系統工程師 

經營資訊學科    4年課程    ★高級專門士

設置學科

Business & Management

為了使學生高效、有效的升學，經營資訊學科設置

了連結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的六年一貫制教育課程。

遊戲CG設計師

CG創作人

Web設計師

DTP設計師

就業方向

就業方向

動畫師 

漫畫家 

數位畫家 

CG動畫師 

廣告設計師

插畫家　等
成為掌握商務禮儀和熟練運用電腦技能的商務專業人才

培養商務禮儀或溝通技能以及Word・Excel・ Access等辦公
軟體使用技法等作為社會人士的基本技能，同時掌握簿記會計或

公司機制等業務知識。培養在任何行業都能即刻投入工作的商務

專業人才。

商務基礎學科    2年課程    專門士

培養引領亞洲汽車專業的汽車工程師。還能學習日語

KCG開設了汽車控制課程(以日本人對象)，培養汽車整備師的京都汽車專門學校也是集團旗下學校。因此，校

內最新的汽車和相關設備齊全。本校還準備了日語課程，培育引領亞洲汽車產業的汽車工程師。

應用資訊學科以外，金融科技課程、還設置了醫療資訊課程、海洋IT課程、農業IT課程、數位藝術課程。

數位藝術課程隸屬於美術・設計學系，於京都站前校區授課。

應用資訊學科 國際汽車控制課程    3年課程    專門士

就業方向

系統管理者　　

操作員　　

電腦指導專業人員　等　　

一般營業人員　　

行政/會計

兼具醫療與電腦的知識，成為領導今後醫療現場的資訊化之專家。

雖然電腦相關知識在醫療現場已經成為必要之知識，但能夠因應的人才不足則是現今的狀況。醫療事務學科即在培養兼

具醫療知識與IT技巧，成為領導今後醫療事務部門的資訊化之專家。

醫療事務學科    2年課程    專門士

留學生專用

CG創作人

Web設計師

遊戲CG設計師　等

DTP操作員

非線性編輯操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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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cienceC
成為引領IT行業的專家　

培養能夠分析客戶企業，根據資訊系統提出解決方案的工程師和

IT建築師。

成為構築資訊系統的網路工程師　

培養具備網路和資料庫、瞭解資訊安全知識，能夠構築安全和穩定的資

訊系統的人才。 

就業方向

網路工程師

網路管理者

資料庫工程師

網路安全工程師　　等

系統工程師（SE）

就業方向

解決方案工程師

專案經理

系統工程師（SE）

網絡工程師　等

IT架構師

網路學科   3年課程    專門士

電腦科學學系

資訊科學學科   4年課程    ★高級專門士

成為引領軟體開發行業的工程師　

培養成為在軟體開發團隊中，作為核心人員進行系統設計並具有

談判能力等推動系統設計或客戶談判的系統工程師。 

就業方向

系統工程師 

程式設計師

資料庫工程師　等

CG工程師 

Web工程師

媒體資訊學科   3年課程    專門士

數位遊戲學系

成為新一代的遊戲製作領域的領導人

培養不僅掌握程序編製和CG等的內容製作技術，還具備團隊開發不可

或缺的管理技能和領導力，且能夠指揮製作人員的遊戲總監或技術層面上引

領團隊的技術總監。

就業方向

遊戲總監

遊戲製作人

遊戲策劃人 

技術總監

遊戲程式設計師

遊戲CG設計師　等

成為熟練掌握最先進開發技術的遊戲創作人 

培養能夠開發3D遊戲或線上遊戲等高端遊戲的遊戲程式設計師，以及

能夠良好把握作品全局，做出讓遊戲玩家趨之若鶩的有趣設計的遊戲策劃人

等團隊開發中擔任核心的創作人。 

就業方向

遊戲程式設計師

遊戲企劃　等

遊戲策劃人 遊戲CG設計師

成為擁有紮實的遊戲開發基礎知識的專業創作人才

學習C ++等程式語言或平面設計、遊戲企劃及設定規則的遊戲策劃方

法。培養能夠在製作總監的指導下切實推動工作的遊戲程式設計師、遊戲策

劃人和開發助理。 

就業方向

遊戲程式設計師

遊戲CG設計師

遊戲開發助理　等

遊戲策劃人

遊戲企劃

遊戲學科   4年課程    ★高級專門士

遊戲開發學科   3年課程    專門士

遊戲開發基礎學科   2年課程    專門士

Digital Game & AmusementD

網路實習室 

遊戲開發實習室

網路實習室

不僅學習日語，還能成為活躍於全世界的技術人員

培養嫻熟掌握日語以及電腦、網路和資訊理論等相關基礎知識的程

式設計師、系統工程師或系統運用操作員等。

資訊處理科以外，還開設資訊處理課程、IT聲優課程等。

應用資訊學科以外，還設置了醫療資訊課程、海洋IT課程、農業IT

課程。

資訊處理科 國際IT課程　２年課程    專門士

留學生專用

就業方向

程式設計師 

網路程式設計師 

系統工程師（SE）

運用操作員　等

網路實習室



網路實習室 

留學生專用

E

14 15

資訊工程學科 留學生專用課程

資訊交流學科

Engineering for Embedded Systems

成為嵌入式系統開發的專家

培養掌握硬體和軟體技術，以及諮詢、設計、開發、運用、維護、管理

的嵌入式系統開發相關的各種技術和知識，指揮和監督開發團隊的專案經理

或IT架構師。 

就業方向

IT架構師

機電工程師

嵌入式系統工程師　等

系統工程師

硬體開發者

資訊工程學科   4年課程    ★高級專門士 應用資訊學科 國際汽車控制課程　3年課程

電腦工程學科 國際資訊課程   3年課程

資訊處理科 國際IT課程   2年課程

資訊交流課程  1年課程 / 夜間2年

可插班：以進入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就讀為目標。

研讀此課程是為進入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KCGI）就讀。

以插班的形式接受於原國籍的高等專門學校等的畢業生，使其具備IT的相關知識與技術，開啟其進入KCGI就

讀之道路。有許多學生來自與KCGI進行教學合作的海外學校。

除了電腦工程學科之外，還有電腦工程學課程、及汽車控制課程。

電腦工程學科 國際資訊課程   3年課程    專門士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針對想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IT技能的學生而開設的課程。根據個人需求和技能

水準選擇科目，學習符合自己目標的編程和系統開發知識。學生可以取得資訊技術

資格，掌握行政應用軟體的技法。

培養掌握軟、硬體基礎知識的控制系統工程師

培育掌握嵌入式系統開發所需的硬體和軟體的基礎技術及知識，能夠在

開發總監的引領下切實作業的控制系統工程師。

就業方向

嵌入式系統工程師 

客服工程師 

系統工程師(SE)

控制程式設計師　等

電腦工程學基礎科   2年課程    專門士

‧本校會根據學生的日語能力編班，調整上課進度。為了讓學生順利地理

解高深的技術項目，還會適當採用學生的母語(中文等)授課。並開設

「技術日語」等日語科目，讓學生掌握學習電腦技術、汽車相關技術或

商務所需的日語。

‧對於已經充分理解課程的學生，即使在課程途中也允許適當地修讀KCG

其他學科的科目。

‧修完2、3年課程的畢業生可以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認可的「專門士」

稱號，開拓作為IT及汽車技術人員在其母國或日本的就業之路。希望在

日本企業就職的學生可以接受KCG就業升學專員的指導。還能插班進

入KCG其他學科(3年課程以上)和其他大學，或者升學進入以京都情報

大學院大學等研究所。

有來自各國的眾多留學生在KCG學習。本校也開設留學生專用的

課程，學習日語的同時，也掌握IT或汽車相關知識。

也可為進入集團旗下學校／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就讀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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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日語研修中心
KJLTC : Kyoto Japanese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作為KCG的留學生別科的京都日語研修中心（KJLTC：Kyoto Japanese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為準備升入日本高等
教育機構的留學生提供日語教育。KJLTC是法務大臣告示上承認的日語教育機構。

・本課程是文部科學省指定的「準備教育課程」（只有日本26校，海外2校）。學生在母國的受教育年限不滿12年的，順利學完本
教育課程後，可以取得資格，進入KCG這樣的日本高等教育機構。

・作為升入KCG的準備教育，同時開設Word、Excel等應用軟體操作實習（IT基礎）科目。進入KCG之後，這些學分也將被加算
進去。

・在本課程學習，且具有一定日語水準的學生，也可以到KCG的電腦專門課程聽講。
・學生學完本課程後，進入KCG時，可直接作為學費減免的對象。此外，進入KCGI的學生，也可以享受學費減免（特種）。

1年課程

日語科目

日本語能力試驗及日本留學考試對策特別科目

※4月入學 1年半課程 ※10月入學 

與日語相關的科目，將通過入學測試及每學期成績進行分班。

針對7月或12月「日本語能力試驗」開設應試指導。同時也有針對「日本留學考試」的課程。

◆ 課程介紹

◆ 招生課程 (學習年限)及內容，招生人數

◆ 申請資格 

準備教育課程

課程

要想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等），必須滿足在日本或母國完成12年以上的教育課程。但是，由

於各國家的基礎教育制度存在差異，很多學生的受教育年限不足12年。這樣的學生可以通過完成本課程的學習，取得進入日本

高等教育機構（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等）的資格。 

（文部科學省指定　準備教育課程）

・培養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等）所需的日語能力，提供針對日本語能力試驗N1・N2的專項教學。 
・依照學生自身的日語能力進行分班。
・安排1周20課時以上的日語相關課程。（1學期20周，1年40周）

基礎科目

提高日語以外的技能，掌握能夠應對高等教育的知識。

科目名稱

入學時期 課程名稱 名額 資格

內容

內容

日語1（語法，文字/辭彙） 培養文法、文字、辭彙以及社會生活、專門領域等必須的綜合日語能力。

科目名稱 內容

綜合日語 通過解答日本語能力試驗及日本留學考試的典型試題，預測出題傾向等。

科目名稱 內容

基礎科目 英語、數學、理科（物理/化學/生物）、綜合科目、IT基礎（電腦） 

日語2（聽力/會話） 掌握日常生活、社會生活、專業領域所需的口頭表達能力，練習聽力。 

日語3（閱讀理解） 培養社會生活及專業領域等所需的閱讀能力，練習閱讀報紙、雜誌、論文、文學作品等。

日語4（作文） 學習小論文，報告，電子郵件，PowerPoint，商務文件製作等的日語寫作。

日本概況 對日本文化、社會或日本人的價值觀及倫理觀加深理解。

4月 升學準備1年課程（1年） 60名 留學

10月 升學準備1年半課程（1.5年） 60名 留學

按照學生自身的日語能力進行分班。

※1周學習6∼8課時。

以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等）的學生為對象

教授日語、英語、數學等科目的準備教育課程

符合以下各項者 

① 在母國完成高等教育課程者。（學習年限達到12年及12年以上者）

② 有日語學習欲望，具有日本語能力試驗N5（舊4級）、J-test F級或日語NAT4級以上水準者。

③ 日語學習時間超過150學時者。

④ 具有升入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大學或專門學校等）的基本學習能力者。

⑤ 高中畢業年滿23周歲以下，短期大學畢業年滿25周歲以下，大學本科畢業年滿27周歲以下者。

⑥ 可以承擔在日本的一切生活費、學費者。

⑦ 身心健康，可以遵守日本法律法規以及學校紀律者。

升學準備課程

日語學校 

＊對象：具備日語能力考試N3∼N5（原3∼4級）水平的留學生



18 19

獎學制度 主要設施

學費 

KCG 自費留學生獎學金制度 

入學選拔合格者，請在合格通知書上記載的指定日期之前，向指定銀行帳戶匯款入學時繳納的金額（第一年學

費等）。將入學時需要交納的金額（第一年學費等）匯入指定銀行帳戶。（從國外匯款時，請在入學時繳納的金額

（第一年學費等）上追加日本的銀行手續費〈3,000日元〉後匯款）

京都站前校區主教學樓的6層，擁有能收容約600人的多功能大廳。各座席都配有電源插座和網絡終端,可以自

由地使用筆記本電腦等上網。該大廳的音響效果在西日本可謂首屈一指，經常在這裡舉行古典音樂會等活動。

就業和升學的諮詢窗口。企業最新招聘資訊都上傳至專用網頁上。負責就業和升學指導的教師與學生進行面對

面諮詢。 

學生休息的場所。設置了飲料自動販賣機，休息時間或放學後能與朋友在這裡聊天、休息。

京都站前校區新教學樓設置有最新的遠距教學工作室。通過該遠距教學系統，學生不需要進行各校舍之間的移

動，也可以線上學習任何自己想學習的課程。

KCG在各樓層和學生休息室等設置了無線局域網接入點。只要有能接受無線局域網的筆記本電腦，就能隨意使

用電子郵件、訪問授課資料、視聽遠距教學課件等網路服務。此外，各校舍還設置了能使用數據線的移動終端室。 

京都站前校區主教學樓的2層設有學生隨意使用電腦的自習室。在這裡學生們經常舉行社團會議，成為學生的

休憩場所。利用筆記本電腦還能連接校內區域網路。

此外，還能閱讀電腦相關的雜誌和書籍。 

京都電腦學院，為了援助以將來在國際間大展身手的IT工程師為志願的留學生，設立了獨立的獎學金制度。將

課業、人品兼優，因經濟因素而在求學上有困難的自費留學生作為獎勵生來援助。（※正規學費請參閱以下的「正

規學費」。）

入學金
設備維持
擴充費 授課費 實習費 合計

195,000日元 385,000日元 500,000日元 300,000日元 5,000日元 1,385,000日元

210,000日元 385,000日元 500,000日元 300,000日元 5,000日元 1,400,000日元

正規學費

全部學科 學友會費

資訊工程學科

電腦工程學科

電腦工程學基礎科

藝術資訊學科

美術・設計學科
美術・設計基礎學科
 

 
漫畫・動漫學科
經營資訊學科

應用資訊學科

商務基礎學科

醫療事務學科

資訊科學學科

媒體資訊學科

網路學科

資訊處理科

遊戲學科

遊戲開發學科

遊戲開發基礎學科

多功能大廳

遠距教學工作室 京都站前校區 新教學樓

無線區域網路熱點

Info Station（資訊站） 

Career Station（招聘站） 

學生休息室

KCG自費留學生
特別獎學金制度

若干名
減免入學金50,000日圓以及
一年級實習費50,000日圓
（一年學費900,000日圓）

原則上為本學院之合作校的
畢業生

KCG留學生援助制度 若干名
一年級學費 1,000,000日圓 
二年級以後 900,000日圓 上述之外的獎勵生志願者

概要 名額 對象種類

附註 其他每人應負擔的教材費，保險費等必須另外收費。



資訊處理學會認定

日本第一號分散電腦博物館

日本第一所電腦教育機構-京都電腦學院（KCG）保存著建校50年

來在教育、實習、研究中使用過的老舊電腦等設備。而且，正在籌備

建立「電腦博物館」。KCG的收藏品「KCG資料館」因為「保存了眾多

日本屈指可數的貴重機器」於2009年被社團法人（現在是一般社團法

人）資訊處理學會授予日本第一號「分散電腦博物館」的認定。此外，

「TOSBAC-3400」和「OKITAC-4300C系統」作為「資訊處理技術

遺產」被授予第一號認定。2011年，「NEAC-2206」也成為「資訊處

理技術遺產」，該學會向長谷川靖子院長寫了感謝信。2012年和2013

年，「NEAC系統100」和「MZ-80K」分別被認定為「資訊處理技術遺

產」。其中「TOSBAC-3400」是在日本第一臺微程序控制電腦KT pilot

的基礎上開發出來的。

其中「TOSBAC-3400」是由時任KCG資訊學研究所所長，擔任日

本第一所IT專職大學院-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KCGI）第一任校長的荻

原宏博士，在擔任京都大學工學部教授期間從事KT pilot的基本設計和

軟體開發，並且與現在的東芝公司共同開發的，對於KCG來說是意義

深遠的通用電腦。

京都站前校區內除了這些「資訊處理技術遺產」認定機器以外，還

展示了眾多過去珍貴的名機。因為能近距離接觸支撐著日本高速經濟

增長的技術，所以參觀者如潮。

隨著電腦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資訊處理機器的發展。KCG

從幾十年前開始就已經意識到，保存和活用能讓下一代繼承的技術和

產品，具有重要意義。「電腦博物館」的構思就是其中之一。我們迫切

希望日本憑藉技術立國的國策今後依然引領世界，因此現在正是籌備

建立能夠回顧技術歷史性博物館的大好時機。

為了能讓京都站前校區取得日本引以為豪的「電腦博物館」認定，

以及能順利設立運營主體的財團法人，KCG呼籲政府和京都府、京都

市、學界以及教育界、企業等相關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

KCG正在籌備建立日本第一號「電腦博物館」。

京都站前校區內集中展示「資訊處理技術遺產」

認定機器，與教育現場共生。

KCGI
資料館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NEAC-2206

（2011年3月2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NEAC系統100

（2012年3月6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TOSBAC-3400
（2009年3月2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OKITAC-4300C系統

（2009年3月2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MZ-80K

（2013年3月6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PDP 8／I

（2015年3月17日獲得認定）

資訊處理技術遺產TOSBAC-1100D

（2016年3月10日獲得認定）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KCGI : The Kyoto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for Informatics) 

Case 1

學完KCG 3年課程
升入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社會人士

（22歲及以上）

Case 2

原國籍的高等

 專門學校等畢業（21歲）

升入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KCG 國際資訊課程

Case 3

學完KCG 4年課程

（22歲）

升入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20 21

從本學院畢業後，除了就業以外，還能升入相關學校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深造。「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是日本第一所IT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學完該校課程

後將獲得「資訊技術碩士（專門職）」學位。這是日本IT應

用領域的最高學位。

申請資格，原則上4年制大學畢業或取得高級專門士

學位者，京都電腦學院畢業生滿足以下特別條件者，也有

資格申請。

京都電腦學院2年課程（及以上）學科畢業，且在大學院

大學入學年的4月1日前年齡滿22歲（及以上）者，根據本學院

的科目成績評價進行入學資格審查，最終被認定為與大學畢業

生有同等（及以上）學力者。

因此，高中畢業後進入KCG（18歲）的學生升入大學院

（研究所）時，有以下幾種模式。

為攀登IT領域的最高峰升入

深造

先在京都電腦學院取得專門士，而後在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取

得碩士學位。

如上所示，學生從京都電腦學院畢業後，升入京都情

報大學院大學深造是攀登IT應用領域最高峰的最佳捷徑。

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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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的 四 季

4月

開學典禮

入學說明會

上學期開課 

新生歡迎會 

春季國家專業資格考試 

校內企業招聘說明會

4
7月

文化演講會 

CG 檢定考試 

校內企業說明會

7
10月

下學期開講 

秋季國家考試 

秋遊 

監護人諮詢會

10
1月

開課 

音樂欣賞

就業升學指導

1

2月

J檢・資訊系統考試
下學期結束

下學期考試 

KCG AWARDS　學生作品發表會 

春假 

春季課程開課

就業升學指導

2

畢業式

畢業慶祝會

春季國家考試對策研討會 

校內企業說明會

11月

11 月祭（學院節） 

學術演講會

藝術欣賞

CG 檢定考試

1 1

12月

1 2
3月

3文化演講會 

就業升學指導 

寒假 

冬季課程開課

8月

上學期結束・上學期考試
暑假 

夏季國家考試對策研討會 

關西專門學校體育聯盟棒球大會 

關西專門學校體育聯盟足球大會 

夏季課程開課

企業實習

就業升學諮詢會

8

J檢・資訊系統考試
京都府專門學校運動會 

下學期指導 

文化演講會

5月

建校紀念日（5月1日） 

迎新宿營

春遊

就業升學指導 

學術演講會 

5

6月

音樂欣賞

就業升學指導 6
9月

9

KCG全年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及慶典。 

迎新宿營

校內企業說明會

運動會

夏季課程 

11月祭 

冬季課程

畢業式

KCG AWARDS　畢業生作品發表會

畢業慶祝會

Four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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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1200年多年的建都歷史的京都自古以來就是

日本文化中心，也是國際性大都市，如今成為眾多年輕

人生活的學生之城。 

KCG的各個校園，都建在交通便利的區域，大阪、

奈良、神戶、大津等關西各地也可以快速到達。

京都站前校區周邊

京都站可以乘坐JR・近鐵・地下鐵等交通工具，
是全國各地訪問京都的窗口。周邊既有現代特徵的高

樓大廈也有歷史傳統的建築物，既可以體驗到現代社

會發展的變化又可以感受到歷史文化的氣息。

景點

東寺

西本願寺

東福寺

京都塔

東本願寺

三十三間堂

國立京都博物館

京都站大樓

鴨川校區・京都日語研修中心
京都三大祭典活動之一‧葵祭就在附近的下鴨神

社舉行，附近還有京都御苑等歷史文化古跡。

景點

下鴨神社 

京都御苑 

糾之森

京都市歷史資料館

洛北校區・大宮宿舍周邊
從地鐵北大路站・汽車站通往洛北地區、京都市

中心、京都站方向很方便。在現代建築併排的北山路

附近，有葵祭的終點上賀茂神社，這裡是能夠在植物

園或深泥池、賀茂川近距離接觸自然的區域。

景點

上賀茂神社 

深泥池 

京都府立植物園 

北山路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周邊

有代表室町文化的寺院---銀閣寺，京都三大祭典

活動之一的時代祭典舉行地---平安神宮，以盛多的

櫻花聞名的哲學小路，日本第二古老的動物園，京都

市美術館等觀光場所，是可以接觸並體驗到京都各個

歷史時期的文化和生活氣息的地域。

景點

銀閣寺 

哲學小路

南禪寺

京都市美術館 

京都市動物園 

平安神宮 

永觀堂 

知恩寺 

國立近代美術館

校區周邊地圖
各校舍之間有學生專用的免費校車 

學生可利用校車移動，前往其他校舍 

京都站

京都
御所

洛北校區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鴨川校區

京都日語研修中心

京都站前校區　

主教學樓

清水寺

東寺

金閣寺

京都站前校區　

新教學樓

京都情報大學院大學 

京都站前校區 

東京

京都

日本

學生之城 京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