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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 

 

    ・2 年课程: 4 月份入学  

 

・1.5 年课程: 10 月份入学 

 

     学生能够在日本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学校升学而编制的课程计划。 

     班级的编成是根据入学后水平测试的结果所决定，按照级别设置课程。 
 

Ⅱ. 课程纲要 

 

 
2 年课程 1.5 年课程 

入学月份 4 月 10 月 
教室人数 20 名 20 名 
每周学时 20 学时 20 学时 
总学时 1600 学时 1200 学时 

招生人数 60 名 40 名 
 

上课时间 ： 每周５天（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天 4 小时   

              ※星期六，日以及公共节假日学校放假 

上午班 9：00～12：30  ／ 下午班  13：15～16：45 

长期假期  ：  暑假 8 月 2 日～8 月 29日 

寒假 12 月 21 日～1月 10 日 

春假 3 月 21日～4月 4 日 

 

 
 

 
 

专门学校 

 
 
研究生院             

大学 
  

 
 

・ 2 年课程 
・ 1.5 年课程 

 
在母国已经接受了 12
年学校教育的人，或者

被认可为相当于上述

资格的人。 
已经取得了日本签证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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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入学金，学费及其他费用 

     2 年课程 1.5 年课程 

第一学年的费用 

入学选考费  20,000 20,000 

入学金   0 0 

学  费   580,000 580,000 

设施费 20,000 20,000 

教材费  30,000 30,000 

小  计    650,000    650,000 

第二学年的费用 

入学金            0           0 

   

学  费  580,000  290,000 

  设施费    20,000   10,000 

教材费      30,000     15,000 

小  计  630,000    315,000 

金额单位: 日元（円）    

第一学年的所有费用一次性交纳 第二学年的费用可以分期（半年）交纳 

 
Ⅳ. 从申请手续至日本入国的流程 

① 申请手续 

入学资格： 

１．在母国已接受了 12 年的学校教育或具有相当于上述资格的人。最终学校毕业后没有超

过 5 年的人。 
 
  2．在母国已学习日本语 150 个学時以上，并能开相关证明书的人。或者向入关局提供能够

证明以下任何一种水平考试的认定书的人。 
①ＪＬＰＴ日本语能力考试: N5级以上 

②NAT-TEST: 5 级以上 

③Ｊ-TEST : Ｆ级以上的认定或 250分数以上 

④TO P-J: 初级 A 以上 

⑤標準ﾋ ｼ゙ ﾈ゙ ｽ日本語テスト: 350点以上  

⑥G NK 生活･职业日语考试: B 课程考试の中級,準中級以上                                                          

⑦中国「高考」: 大概 450分/750（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 

450 点を下回る場合でも地域ごとの第 3 ランクの成績を超えている場合は可 

 

 

 



 3

申请方法：   
  填写本校的入学申请书，携带或邮送到日本语国际学院办公室,或者提交给本校在当地指定

的代理店。 
 
② 选  考 

学校审查： 

选考方法：１．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 
２．国内面试 （ⅰ）笔试 

（ⅱ）对申请者及经费支出支付人进行面试 
（ⅲ）对提交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别 
 

选考结果的通知 

 

合格者，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申请相关的材料〔参照附加的申请材料目录〕提交给

本校所指定的当地代理店。 

本校收到申请者的留学签证所需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等相关材料后，代表申请者向东

京入国管理局提交申请材料。 
 
入国管理局的审查：向东京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 

 

③ 发表以及通知申请的结果（大概在申请后 3 个月左右） 

1． 已获取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人 

用邮件，传真等发送入学许可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扫描，学费等相关费用请求书的扫

描。 

 确认第一学年学费等费用的全额入款后，邮送入学许可证的原件，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原

件，学费等相关费用的请求书〔从国外汇款时在银行必要的材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书

〔在成田或羽田空港办理登陆证手续时同时可以申请〕等。 
 

◎ 第一学年相关费用的汇款 

第一学年相关费用请汇入下面的银行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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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的栏内，要填写学生本人的全名。 

※汇款时的手续费由付款者本人负担。 

 

 

◎ 退款规定 依照以下学校规定 

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不提交者 

→选考费不退还。 
2．『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提交后，不办理入国签证申请，不能来日本的学生 

→除选考费和入学金外，其他费用全部退还，同时也必须将『入学许可书』和『在留

资格认定证明书』返还本校。 

3.因被领事馆拒签而不能来日本的学生 

→除选考费和入学金外，其他费用全部退还，同时也必须将『入学许可书』的返还本

校及提交拒签理由书。 

4.取得签证后，不能来日本的学生 

→取得签证后，未使用而过期，经确认后除选考费和入学金外，其他费用全部退还。同

时也必须将『入学许可书』返还本校。 

5.来日本后，中途退学的学生 

→所交纳费用一切不予退还。 

6.来日本后，不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 

→所交纳费用一切不予退还。 

 

2． 没有获取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人 

根据入国管理局的规定除了毕业证书，日本语能力考试合格认定书，中国统一考试的结果以

外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的材料不予退还给申请者。入国管理局发表的不授予理由以及不能再发

行的原件证书返还给申请者。 

 

④ 在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签证申请手续 

 

收款人 

银行名称： MIZUHO BANK, LTD   KASHIWA BRANCH 
银行地址： 2-2-3 KASHIWA  KASHIWA-SHI  CHIBA  JP 
帐户类型： Savings Account 
收 款 人： Murakami World Investment Co., Ltd 
帐户号码： 329-4419232  SWIFT CODE: MHCBJ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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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发放签证 

拿到了签证，确定了入境日，并购买了机票后要通知校方(可以用邮件的方式)。但，来日日

程尽量要避开星期六，日以及日本的公共节假日，因为星期六，日以及公共节假日学校放假。 

⑥ 入国：空港迎接： 

希望校方前往空港迎接的同学，请在入学申请书的『迎接』相关栏中填写，并且航班号和日

期确定以后，来日一周前以电话，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必须向校方通知。 

 

住宿：宿舍资料另外 

希望校方代办住宿手续的同学，请在入学申请书的『住宿』相关栏中填写，入境日和航班

号确定以后，来日一周前以电话，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必须向校方通知。要做最终确认。 

 

 

 
 
 
 
 
 
 
 
 
 
 

不明之处，联系方式 
〒277-0842 
千葉県柏市末広町 11-12 

日本语国际学院 
电话号码  
传  真  

电子邮件 
网  址 

：Japan81-04-7145-8700 
：Japan81-04-7145-8800 
：info@japanese-iac.com  
：http://www.japanese-i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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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国際文化学院 必须提出的资料一览表 
 

申请者(学生)本人的提出资料 

申请资料 注意事项 

证明相片   一式 8张 ・近期 3个月以内照的相片。纵 4cm×横 3cm 背面请标记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入学愿书 

（本校指定表格） 

・必须是学生本人的笔迹。所有应填写的项目请注意不要遗漏。 

・个人基本资料必须和护照上的记载符合。 

・需要详细填写本人、家族、学校等的通信地址（例如:～村～路～楼～号 最

后为止） 

履历书・就学理由书 

（日本法务省指定表格） 

・必须是学生本人的笔迹。所有应填写的项目请注意不要遗漏。 

・需要详细填写本人、家族、学校等的通信地址（例如-村-路-楼-号 最后

为止） 

・姓名必须和护照上的记载符合。 

・学历栏的学校名、入学和毕业的年月日，必须和毕业证书或证明书上的记

载符合。 

・就学理由书请具体明确地写本人的留学计划及展望。（若不敷书写，可使

用其他纸张完成）。  

高中毕业证书正本 ・必须提交毕业证书正本。（毕业证明书不予承认） 

・申请时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可以提交明记毕业预定日期的在学证明书。 

＊申请时保管在我校,审查完毕后反还。 

高中的成绩证明书 ・全学年分（高一～高三） 

・高考成绩通知单 (附准考证号码)。 

高等院校（大学，短大，大学院

等）的毕业证书正本 

・必须提交毕业证书正本。（毕业证明书不予承认）  

・在学中、休学中或已经退学的情况，请如实申报并提出有关证明文件。 

＊申请时保管在我校,审查完毕后反还。 

高等院校的成绩证明书 ・全学年分。 

日本语学习证明书 ・需要超过 150小时的「日本语学习证明书」或获得以下认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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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语能力考试: N5级以上 

 Nat test: N5以上 

 J-test : Ｆ级以上的认定或 250分数以上 

 Top J: 初级 A以上 

 標準ﾋﾞｼﾞﾈｽ日本語テスト: 350点以上  

 GNK生活･职业日语考试: B课程考试の中級,準中級以上。 

申请者居民户口簿的复印件 

＊包含封面复印件 

・表格中的姓名,住所,职业栏一定要与履历书,亲属关系公正书,护照相一

致。 

公民身份证的复印件 ・证件号码需要和居民户口簿上的记载一致。两面都要复印。 

出生证明 ・由公共机构发布 

・表格中的姓名,住所,职业栏一定要与履历书,亲属关系公正书,护照相一

致。 

护照的复印件 ・持有护照者请交护照全页的复印件（不包括空白页） 

 

经费支付者（负担申请者的学费·生活费的人）要提出的资料 

必须提出的申请资料 注意事项 

经费支弁书（指定用纸） ・内容必须由经费支付者本人亲笔填写、签名及盖章。 

 

● 经费支付者住在日本国以外国家时 

必须提出的申情资料 注意事项 

亲属关系公证书 ・经费支付者和申请者之间的亲属关系的证明书（公证处发行的文件）。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和户口簿的记载需要一致。 
经费支付者的 

定期储蓄存款证明单 
・金融机关发行的存款证明。存款证明单必须有帐号、存款人姓名、发行年

月日、发行机关存款专用章等凭证。存款到期日应在学校入学之前。 

・ 存单的复印件和彩色相片也需要提出。 

如果是存折,要提供过去 3年份。有合理的出入金。复印件可以。 

支付者居民户口簿的复印件 ・住址、职业等内容必须和履历书、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记载一致。 

在职证明书 ・若经费支付者是公司在职时需要此文件。 

・需要明确记载职业种类、部门、担任职务、在职期间。证明书需要用公司

专用纸，公司专用纸上需要有公司名称、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电子信

箱等内容。 

・如果能够提供体现出工作环境的相片更佳。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若经费支付者是个体户时需要此文件。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的复印件 (能付加营业执照的彩色相片更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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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登记簿誊本 ・若经费支付者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时需要此文件。 

收入证明书（过去 3年） 

 

・需要详细记载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工作 3～5 年间的工资、奖金、

其他收入的明细以及工作期间公司代缴的所得税。必需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盖章。  

纳税证明书（过去 3年） ・税务局发行的正式格式的纳税证明文件。 

●经费支付者住在日本国时 

必须提出的申情资料 注意事项 

亲属关系公证书 ・经费支付者和申请者的亲属关系的证明书 （公证处发行的文件）。 

・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需要和户口簿的记载一致。 
经费支付者的预金残高证明书 ・银行专用纸上有存款金额、存款日期、发行日期和银行证明印的文件。 

・存款到期日应在学校入学之前。 

・如果是存折,要提供过去 3年份。有合理的出入金。复印件可以。 

在职证明书 ①若经费支付者是公司在职人员时需要如下文件 

  ・需要明确记载职业种类、部门、担任职务、在职期间。证明书需要用公 

司专用纸，公司专用纸上需要有公司名称、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电子

信箱等内容。如果能够提供体现出工作环境的相片更佳。 

②若经费支付者是个体户时，需要如下文件  

  ・営業許可書复印件。  

  ・盖有税务署证明印的申告书的收据 （审理后会退还）。 

③若经费支付者是公司经营者时，需要如下文件 

   ・法人登记簿副本和在职证明书。  
课税证明书/纳税证明书 ・过去 3 年份的证明文件（住址所在地的市役所、区役所发行的）。源泉徴

収票 3年份。 
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证明书及

住民票 

・住址所在地的市役所、区役所发行的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外国人登录证的复印件。  

 

以上是「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提交申请时，必须准备的资料。除此之

外，需要时也有可能追加其他资料。历来，已提交日本国入国管理局审

查的资料，入管局是不予退还的，敬请谅解。而在审查的结果发表后，

毕业证书、毕业照片、在学成绩单、高考成绩单、执照等不能够再发

行资料的正本会悉数奉还，届时敬请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