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生  简  章  
 

日生日本语学园 
NISSEI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１. 招生人员                                       

 
二年课程 (一般) 40名 

 
一年九个月课程 (一般) 40名 

 
一年半课程 (一般)   40名 

 

一年三个月课程 (一般)   40名 

 

一年课程 (一般)   40名 

 

２. 申请资格                                       

１. 希望升学去大学院、大学、专门学校等的人（升学课程  大学院课程） 

具有以下条件者： 

  1)  在外国受过 12年的学校教育（小学 6年  初中 3年  高中 3年）（关于中国大陆  普通高中毕业） 

在本国  有资格升学上大学者   或希望 上日本的高等教育机关者 

学校教育课程达不到 12年的人或 中国大陆职业高中 或专门学校毕业者    请个别商量 

 

2)   学习日语 150小时以上 （日本语能力试验 4级以上）：   升学 1年半、2年课程 

     学习日语 550小时以上 （日本语能力试验 2、3级以上）： 大学院课程 

3)   过去  家人或亲属   没在日本非法居住过 

4)   过去 2年内 以研修为目的  没来过日本的人 

 

２. 不想上大学  大学院的人（一般课程） 

具有以下条件者： 

    1）学习日语 150小时以上（日本语能力试验 4级以上） 

  2）过去  家人或亲属   没在日本非法居住过 

    3）过去 2年内 以研修为目的  没来过日本的人 

 

 

 

 

 

 

 



 

 

３. 申请受理                                       

１. 入学考试的申请 

希望入学者  请先参加入学考试 

希望入学者  填写｢考试申请书｣后  传真或邮递到学校  学校受理资料之后 通知具体的考试日期  场所 

报名费 考试当天 兑换成日元交付。 

 

2.   申请时间 

１月入学 每年５月～９月２０日 

 

４月入学 每年８月～１２月２０日 

 

７月入学 每年１１月～３月２０日 

 

１０月入学 每年２月～６月２０日 

 

3.   考试内容   大学院  升学 2年  1年半 课程 ： 日语、作文（母语）、面试 

一般课程： 日语、面试 

 

４. 提交申请资料 （入学考试合格者）                                      

通过入学考试者  提交以下资料   提交时间内不提交资料的话   有取消合格资格的可能性    所以请注意（详

细内容请参看「入学申请资料记入要领」） 

１． 关于入学者本人的资料 

 1) 本校指定样式的资料 

      入学申请书  履历书  留学理由书 

     2) 个机关发行的资料 

           日语能力证明书   毕业证书  成绩证明书  护照复印件  户口本复印件   其它 学校要求提交的资料 

  3)  照片 10张 

2.   学费 生活费等的支付能力证明资料 

１） 本校指定样式的资料 

经费支付书  

２） 个机关发行的资料  

       经费支付能力证明、书财产形成过程的证明书（存款余额、能证明过去 3年的资金形成过程的存款存折的复

印件、在职证明书、课税证明等）、能证明经费支付者和申请人关系的资料（亲属关系公证书）、其它学校所要求的

资料。 

 

 

 



 

 

５. 提交申请资料到入学为止的过程                                            

 

 

 

 

 

 

 

 

 

 

 

 

 

６. 关于缴纳金（学费等）                                                 

关于缴纳金   本校另通知缴纳时间等    请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学费等 汇入指定的帐号 

通过所属学校  机关等 汇款的情况  请根据所属学校的要求实行 

 

１．缴纳金 

 

认定课程 
一年课程 

(一般) 

一年三个月课程 

(一般) 

一年半课程 

(一般) 

一年九个月课程 

(一般) 

二年课程 

(一般) 

入  学  金 50,000円 50,000円 50,000円 50,000円 50,000円 

报   名   费 30,000円 30,000円 30,000円 30,000円 30,000円 

学        费 580,000円 

(290,000円) 

725,000円 

(362,500円) 

870,000円 

(435,000円) 

1,015,000円 

(507,500円) 

1,160,000円 

(580,000円) 

教   材   费 30,000円  37,500円 45,000円 52,500円 60,000円 

设   施   费 20,000円  25,000円 30,000円 35,000円 40,000円 

消   费   税 56,800円  69,400円 82,000円 94,560円 107,200円 

共计 766,800円  936,900円 1,107,000円 1,277,060円 1,447,200円 

  ※表记金额：初期缴一年的学费(1年之后缴的金额) 

※分期缴的人  可商量 

 

２．代收费用等 

有可能代收  入款、汇款等的手续费、健康保险费等。 

代收的费用  毕业的时候 结算 没用的金额退还。 

①提交入学资料 ⑤汇款 ⑦申请  取得签证  

②资料审查 ③发行入学许可书 

发送缴纳金要求书  

④入管局的申请 

交付  通知 
⑥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  入学

许可书的发送 

⑨入学手续  开始在

日本的生活支援 

希望入学者 

日生日本语学园 
 

⑧来日本 



 
 
 
 
 
３．缴纳学费的帐号 

缴纳学费等的帐号 

SWIFT CODE:0005三菱東京 UFJ銀行 BOTKJPJT 

三菱東京 UFJ銀行 東大阪支店 普通口座 １３８０３５８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HIGASHIOSAKA Branch, Ｎｏ．１３８０３５８ 

日生日本語学園 呉 芳守 (ニッセイニッポンゴガクエン ゴ ヨシモリ) 

NISSEI NIPPONGO GAKUEN,  GO YOSHIMORI 

銀行住所 〒５４４－０００４ 日本国 大阪市 東大阪市足代１－１２－３ 

Bank Address : 1－１２－３ AJIRO,  HIGASIHOSAKA-SHI  577-0841 JAPAN 

銀行電話(海外から)＋８１－６－６７２６－３１５０、（国内から)０６－６７２６－３１５０ 

· 如果以为签证的问题来不了日本的情况  只退还学费  报名费和入学金不退还。退学费时的汇款手续费由申请

人负担。 发放入学许可书 入国签证之后不退还学费。 

※ 注意点 

 

 

７. 联系方式                                     

 日生日本语学园 

  〒５４４－０００４ 

  大阪市生野区巽北４－１５－２６ 

  电  话    从国外  ＋８１－６－６７４７－９７９７   从国内 ０６－６７４７－９７９７ 

  ＦＡＸ   从国外 ＋８１－６－６７４７－９７９８    从国内 ０６－６７４７－９７９８ 

ＵＲＬ http:www.nissei.ac                 E-mail:info@nissei.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