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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 
（中文） 

 

 

 

 

 

 

 

 
 

东方国际日本语学校 
 

 

所在地 

〒862-0948 熊本県熊本市中央区国府本町6番3号 

TEL  ：＋81（96）‐372‐4406 

FAX ：＋81（96）‐227‐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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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招生简介 
 

●招生期間 
 

   春季生 （2023年 4月入学）       截止日期 ：每年的11月22日 

秋季生 （2023年10月入学）       截止日期 ：每年的 5月30日 

 
         

●报名资格 

 
   1）在本国修完12年义务教育课程的。  

 

2) 最终学历毕业后没有超过4年的，原则上不超过27周岁。 

 

3) 日语学习时间在150小时以上，或者持有日本语能力检定5级以上者。 

 

4) 拥有支付在日留学需要的生活费以及学费的资助者。 

 

5) 身心健康，能够遵守日本法律和本校的规章制度的。 

 

6) 按照正常手续，能够被允许进入日本国的。 
   
 

●学校住址 

 
        〒862-0948 日本国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国府本町6番3号 東方ビル 

Tel：096－372－4406         Fax：096－227－7080 
 

 

●上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课班        9:00 ～  9:45 /  9:45 ～ 10:30 

                                        10:40 ～ 11:25 / 11:25 ～ 12:10 

 

 

●关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到日本留学，必须要向日本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因此东方国

际日本语学校要审查申请者提供的的相关材料并向日本入国管理局提出。「在留资格

认定证明书」交付后如果在3个月之内不到日本的就会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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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出资料 
 

申请人提出资料一览表 

1 入学申请书  (E-1) 

2 简历  (E-2)  

3 留学理由书  (E-3) 

4 日语学习证明 或日语等级证书的原件  (E-4) 

5 毕业证书   或  在学证明原件（在学者） 

6 成绩证明 

7 在学证明 

8 在职证明（入国有工作简历的） 

9 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及护照复印件（护照持有者） 

10 亲属关系公证 

11 证明照片(4cm×3cm)   6张 

12 誓约书  (E-5) 

经费支付人提出资料 

13 银行存款证明书 

14 过去3年银行账户流水账 

15 经费支付书  (E-6) 

16 在职证明书  (E-7) 

17 收入证明书  (E-8) 

18 纳税证明书  (E-9) 

19 其他（根据个人情况需要提交的资料） 

 

※ 注意： 
☞ 须提出的材料必须在指定日期之前到达 

☞ 原则上用英语或中文做的证明材料及说明等需要另外提出日语翻译。 

☞ 原则上提出的材料不可返还，不能再发行的毕业证书等原件可以退还。 

☞ 所出示的文件和证明必须是3个月以内发行的。 

☞ 将在后面详述各种材料的注意点。 

  3.提出资料的相关注意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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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入学申请书(E-1)  

☞ 【出 生 地】 栏写省市名。 

☞ 【本国の住所】 栏认真确认之后填写。 

 

3-2．简历 (E-2)  

☞ 填写学历栏时按照年次顺序填写学校名称，学校地点，入学年月和毕业年月 

（未毕业者填写预定毕业时间） 

☞ 小学的入学年龄，必须是6岁或者7岁。其它年龄入学的情况下，需要小学开具 

说明材料。 

☞ 在接受12年教育期间，如果有不上学或者空白期间，需要开具说明材料。 

 

3-3．留学理由书(E-3) 

☞ 简洁叙述学习日语的理由和目的。并且表明毕业后的方向选择。 

☞ 必须由申请者执笔做成并签名 

 

3-4．日语学习证明(E-4) 

☞ 由学习日语的机构或者学校开具日语学习证明。 

此证明必须有学校或者开具证明负责人的签字盖章。 

 

3-5．毕业证书  

☞ 由最终毕业学校（教育局等）开具的毕业证书（毕业证明）。 

 

3-6. 成绩证明 

☞ 由最终毕业学校（教育局等）开具的成绩证明。 

 

3-7．在学证明 

☞ 高中，大学或专科学校未毕业者，由学校开具【在学证明】 

 

3-8．在职证明 

☞留学生本人现在从事工作或者有过工作经历者由单位开具【在职证明】。 

 

3-9．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及护照复印件 

☞ 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本上所有家属的复印件及护照复印件（持有护照者） 

 

 

3-10．亲属关系公证 

☞ 申请人与经费支付人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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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证明照片(纵4cm ×横3cm): 6 张 

☞ 证明照片必须是6个月之内拍摄的照片，从胸到头，脱帽， 

符合右方的照片尺寸。 

照片背后写申请人的国籍，名字和出生年月

日。                                

 

3-12．誓约书  (E-5) 

 

3-13．银行存款证明 

☞ 出具现在的银行存款证明。 

要求该银行能够存取外币，最佳存款额度为相当于250万日元以上。 

3-14．过去3年银行账户流水单 

☞ 提交过去3年银行账户进出金流水单以来证明有能力支付留学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3-15．经费支付书(E-6) 

☞ 尽可能地详细叙述申请人和经费支付人的关系，同意支付经费的理由，学费，生活费的 

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等必要项目。 

☞ 如果经费支付人有2个人时，需要一起签名。（经费支付人需要是二代以内同居的家属，

其他人需要确认） 

☞ 如果申请人正在领取奖学金，需要提出证明。（奖学金的领取期间和金额要写清楚） 

 

3-16．在职证明(E-7) 

☞ 经费支付人从现任职单位开具在职证明，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格式时，可以使用 

本校的格式 

 

3-17．收入证明(E-8) 

☞ 最近3年的收入证明，必须由机关单位或者任职单位开出。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格式

时，可以使用本校的格式 

☞ 如果收入有两项以上时，需要提出两项证明材料。 

☞ 最近3年的纳税证明与收入证明开在一起的，不必单独提供3-17 

3-18．纳税证明(E-9) 

☞ 最近3年的纳税证明，必须由机关单位或者任职单位开出。如果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格式

时，可以使用本校的格式 

 3-19．其他的资料 

☞ 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有可能需要提交其他的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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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留学費用                                              （日元） 
（4 月入学） 

区分 入学時  第 1 学年(1 年) 第 2学年(1年) 合計 

选考费 ¥20,000   ¥20,000 

入学金 ¥50,000   ¥50,000 

学费 ¥580,000 ¥580,000 ¥1,160,000 

设施设备费 ¥50,000 ¥30,000 ¥80,000 

签证申请费 ¥20,000  ¥20,000 

其他杂费 ¥40,000 ¥40,000 ¥80,000 

合计 ①        ¥760,000 ¥650,000 ¥1,410,000 

 4-2 学校寮費  

 合租房间 单人房间 特记 

入住费 \20,000 \20,000 费用不予退还 

6个月的房费 \120,000 \168,000  

合计 ②                 \140,000 ¥188,000  

（单人间根据宿舍签约情况的变化，租金2万到3万日元 稍微会有点变动） 

4-3其他需要缴纳的费用 

其他费用 特记 

学校指定用品 \3,000 拖鞋，卫生用品等 

国民健康保险（1年） \25,000 收取后学校会代交给日本政府 

被褥 \10,000 1套 

银行印章 \1,000 办银行账户用 

合计  ③   ¥39,000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出来后，需要缴纳给学校的费用（按合租房费来算） 

① +②+③ ＝ ￥939,000円 （每年 4 月份入学） 

 

東方国際日本語学校 



7 

 

 

 

4-4 大学升学 1 年半课程（10 月入学）               （日元） 

区分 入学時  第 1 学年(1 年) 第 2 学年(半年) 合計 

选考费 ¥20,000   ¥20,000 

入学金 ¥50,000   ¥50,000 

学费 ¥580,000 ¥290,000 ¥870,000 

设施设备费 ¥50,000 ¥15,000 ¥65,000 

签证申请费 ¥20,000  ¥20,000 

其他杂费 ¥40,000 ¥20,000 ¥60,000 

合计 ④        ¥760,000 ¥325,000 ¥1,085,000 

 4-5 学校寮費 （所有学生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公寓住满6个月以上。 

 合租房间 单人房间 特记 

入住费 \20,000 \20,000 费用不予退还 

6个月的房费 \120,000 \168,000  

合计 ⑤                 \140,000 ¥188,000  

（根据宿舍签约情况的变化，租金稍微会有点变动） 

※缴纳学杂费时的注意事项                                                   

●设备费里包含教材费。 

●其他费用包括课外活动费。 

  ●日本语能力考试费等费用不包含在设施设备费里，需要另外支付。 

●第二学年开学前交完第二学年学费。关于具体的缴费时间，另行通知。 

●原则上交完的学杂费不退还。 

 

4-6其他需要缴纳的费用 （10月入学） 

其他费用 特记 

学校指定用品 \3,000 拖鞋，卫生用品等 

国民健康保险（1年） \25,000 收取后学校会代交给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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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褥 \10,000 1套 

银行印章 \1,000 办银行账户用 

合计  ⑥  ¥39,000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出来后，需要缴纳给学校的费用（按合租房费来算） 
④+⑤+⑥ ＝ ￥939,000日元 （每年10月份入学） 
 

5.学杂费的缴纳 
1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出来后，请在1周之内把第一年的费用转到本校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所需手续费由经费支付人负担。 

2 学杂费确认汇入后，将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3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后，①签证在国内被拒签时，②学杂费缴纳后因个人原因无法入学

时，学校将扣除选考费，入学金，宿舍入住费和汇款手续费后，退还剩余款项。 

4 「选考费」是本校在入学审查及申请在留资格许可所必须的事务手续费，即使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没有申请下来，或中途停止申请都不予退还 

 

6.其他 
1.打工 

在取得地方入关管理局许可的情况下，且保证不影响学业的范围内，可以工作一周28小时

之内。 

2.国民健康保险 

入学本校的留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加入这个保险后，在日就医时本人只需要支付医疗费的30% 

 

7.升学指导 
      对希望进入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学生，进行各种辅导和支援。 

经验丰富的老师们会亲切耐心的进行指导，一直到升学学校决定为止。在日本升学时，面试

很重要。会设定各种面试场景来练习面试时的应答技巧和礼貌用语。给升学学校教授的邮

件，小论文及研究计划书的写法，志愿理由书的写法等会再讲课中和课后进行指导。根据每

位学生的升学要求，从如何选择报考学校到模拟面试，论文写作指导为止进行全面指导并提

出有效建议。 

当校收集了日本各地的大学，专门学校的介绍刊物，招生简介，会根据每位学生的希望，

介绍升学考试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