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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学科招生要項   

1. 招生名額 

課 程 名 入学期 在学期間 招生名額 報名期間 

日本語科２年制 ４月 ２年 １００名 
9月 1日開始到 

11月 30日截止 

日本語科１年半制 １０月 １年６個月  ６０名 
3月 1日開始到 

5月 30日截止 

2. 入学資格 

(1) 具有高中畢業以上学歴，合計受過12年以上的正規学校教育，或有被承認的同等学歴以上者。 

(2) 具有学習日本語的意志及学習能力（原則上必須具有日本語能力５級以上） 

3. 学費・教材費等（預定金額） 

日本語２年制 

年份 入学金 学費 設備費 教材費等 合計 

第１年 100,000日圓 480,000日圓 60,000日圓 45,000日圓 685,000日圓 

第２年 - 480,000日圓 60,000日圓 45,000日圓 585,000日圓 

日本語１年半制 

年份 入学金 学費 設備費 教材費等 合計 

第１年 100,000日圓 480,000日圓 60,000日圓 45,000日圓 685,000日圓 

第２年 - 240,000日圓 30,000日圓 27,000日圓 297,000日圓 

※大学昇学補習班 

注：科目有「英語」「数学」「総合科目」「理科」等科目，１科目20,000日圓。                                   

4. 上課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分上下午班）  

           上午班     ９：００ ～ １２：３０ 

  下午班   １３：００ ～ １６：３０ 

  入学時‧学期末實施考試, 按能力分班。  

学費等交納時期 
入学前 

３月15日截止 
第１学年的２月末 第２学年的８月末 ２年合計 

2年制(4月入学) 685,000日圓 345,000日圓 240,000日圓 1,270,000日圓 

学費等交納時期 
入学前 

9月15日截止 
第２学年的８月末 - １年半合計 

2年制(10月入学) 685,000日圓 297,000日圓 - 982,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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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期間‧報名手續 

(1) 報名期間 :  4月入学  ………… 從前一年的9月1日開始到11月30日截止  

 10月入学 ………… 從當年的3月1日開始到5月30日截止 

(2) 報名費 : 報名費20,000日圓 

(3) 報名資料  : 申請者在上述期間內,把所規定的申請表格和證明資料交給学校。 

6. 入学選拔・入國管理局申請 

入学選拔: 「資料選拔」「當地面試」根據不同的情況, 有日本語, 英語, 數学的考試,或者用母語作文考試。 

資料選拔: 對所提交的資料進行審査,資料不全的場合, 要求補充或追加申請資料。 

入学選拔合格以後, 由本校代理去日本入国管理局為各位申請。 

7. 資格認定・交納学費・申請簽證・來日 

（1） 資格認定  

申請資料提交日本入国管理局, 大約２個月以後, 由日本入国管理局把「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交付

学校。再由学校轉交給各代理申請機構或本人。 

（2） 交納学費 

申請者本人得到許可的通知以後,在２週以內將学費及住宿費(入寮預定者) 匯入学校銀行帳戸。 

校方得到匯款確認以後, 將「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及必要的資料寄交給申請人。 

（3） 申請簽證 

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及必要的資料以後, 請去日本大使館及領事館申請簽證。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的有效期限為３個月。 

（4） 預約機票・來日聯絡 

取得簽證後, 預約機票, 將來日的日期・航班次通知学校。 

入住学校宿舍的学生, ４月生從４月起, １０月生從１０月起入住。 

匯 款 詳 細 

収款人 

Account Holder 

学校法人 岩谷学園 

IWATANI GAKUEN 

地址 

Address 

〒220-0023 橫濱市西區平沼1-38-19 

1-38-19 HIRANUMA NISHI-KU, YOKOHAMA, JAPAN, 220-0023 

TEL:(045)321-4414     FAX:(045)321-4412 

銀行名称 

Bank Name 

みずほ銀行 

MIZUHO BANK LTD., 

支店名 

Branch 
KAWASAKI BRANCH 

帳號種類 

Type of Account 

普通儲蓄帳號 

Saving 

帳號 

Account Number 
3034118 

金融機關代號 

Bank Code 
0001 

快速代碼 

SWIFT CODE 
MHCBJPJT 

※ 匯款人姓名: 請用学生本人姓名 (必須註明漢字和漢語拼音) 

※ 請用日圓匯款, 銀行手續費由申請者本人負擔。  

(報名費和学費加算一起匯入学校帳戶, 個別情況請向銀行咨詢)   

tel:(045)321-4414


3 
Iwatani College of Business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_ 201503 

  報 名 資 料   

(1) 申請者本人及經費支付者, 所遞交的申請表格和証明資料必須是在３個月以內。 

如果所出具的申請表格・証明資料有弄虚作假之嫌，将被不批准入学。 

(2) 用日語以外的語言填写的各種資料，請務必附上日語譯文（Ａ4紙） 

如果是英語的場合,則不需要譯文。 

(3) 填寫的表格格式, 必須根據学校規定。 

（不要用修正液，需要修正時，請在需修正的地方划二条線、修正後盖章） 

(4) 申請資料一律必須是正本,注明可用複印件除外。 

各政府機関、公司、学校等出具的証明資料必須使用有公司名称的(Letter Head)信紙。  

（信紙的上方或下方要印有機関、公司、学校等的名称、地址、電話號碼等的専用信紙） 

(5) 提出的申請資料概不退還。（除了畢業証書等指定的正本以外） 
 

1．申請者本人需提交的資料 

No 提出資料 注 意 事 項 

① 
入学願書 

（入学申請書） 

本校所規定表格。入学願書和誓約書必須由本人親自填写・簽名･盖章（請不要有遺

漏之處） 

② 

 

履歴書 

（附上日語翻譯） 

本校所規定表格。必須由本人親自填写・簽名･盖章 

各項目的記載,必須和出具的證明書完全一致 

学歴：從小学到最終学歴,校名,所在地,入学畢業年月要詳細填写 

就学理由:学習目的和理由及畢業後的予定簡単明瞭又要有説服力 

家屬構成:父母兄弟姐妹的記載和戶口簿要一致 

家屬的工作單位,学校名稱必須用正式名稱填寫 

死亡,離異等也要記入姓名,並在職業欄注明 

③ 

最終学校的畢業証書 

及成績証明書 

（合格発表後､将退還本人） 

中國大專以上畢業者需提交学歴認證報告,最終学歴高中畢業、有高考成績者需提交

大学入学統一試驗認證書,最終学校的畢業証書或是証明資料 

※如果小学的入学年齡不満６周歳和超過７周歳的人，以及学歴上有特殊情況的申

請者需提交該学校的入学年月和在学期間的証明 

④ 在学証明書和畢業預定書 在学中或是畢業預定者需提交之証明書 

⑤ 日本語学習証明書 

(1)日本語能力考試 N5 以上的合格証,或是J.TEST實用日本語檢定F級合格以上的

証明書 

(2)如無以上證明者,請与学校商談 

⑥ 
在職証明書或是 

留職停薪証明書 
僅指現在或曾経工作過者。留学結束後復職預定者需提交留職停薪証明書 

⑦ 照片７張（３×４㎝） 最近３個月以内所照的上半身正面免冠照片，照片反面写上国籍・姓名 

⑧ 護照的影印件 僅限持護照者（請影印有名字、国籍、有効期間、出入国等有記録的頁) 

⑨ 身元保証書 由父母(監護者)或由居住在日本的経費負担者親自填写・簽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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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留学費用支付者需提交的資料 

填写経費支付書須知 

 

 

   

 

Ａ 【申請者本人負担留学的学費・生活費用時】 

 提出資料 注 意 事 項 

① 本人名下的存款証明書 

・申請者本人名下的存款額必須是有在日本留学期間的生活費・学費等的合計額 

・需提交存款証明書的存款単, 或是定期存折的複印件 

※根据不同的情況、有可能要求提交其它有関支付能力的傍証材料 

 

 

Ｂ 【父母・親属負担留学学費・生活費時
注
】   

 提出資料 注 意 事 項 

① 
経費支付書 

（附上日語翻譯） 

本校所規定表格。経費支付者親自填写･簽名、並加盖印章 

※経費支付書的各金額欄必須正確的填寫 

② 
経費支付者与留学 

申請者之間的関係証明 

・戸籍謄本・住民票‧「親属関係公証書」的正本及「居民戸口簿」全家庭成員的複印件, 

暫住者需提交暫住証的複印件 

・非家庭成員做経費支付者時、除了自己全家庭成員「居民戸口簿」以外、還必須提交 

経費支付者全部家庭成員的「居民戸口簿」。 

・遠親者請附上能説明親戚関係的家係圖 

③ 存款証明書 

・支付者本人名下的存款証明書。存款的合計金額必須是能支付申請人在日本留学期

間的生活費和学費等的合計金額。 

・中国大陸的存款証明書的存款期間必須是３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滿期日應該在入

学手續前,活期不可,同時還要附上此存款証明書的存款単,或是定期存折的複印件 

④   銀行存折的複印 経費支付者的有日常収入・支出記録近２～３年的銀行存折複印件 

⑤ 
存款能力的傍証資料 

（中国大陸申請者之外不需要） 

a．在職証明・収入証明（需明記工作期間・職業和３年的収入的証明） 

b．営業許可証･决算財務報表（経営者提出） 

c．税務局出具的３年間的税収証明書（経営者提出） 

 

注：経費支付者与申請者不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場合時,除上述的資料以外還需要経費支付者的護照的複印件、 

或是永住許可証明書、外国人登録済書、IＤ卡等。 

（上述其他項目的証明書也必須是由該居住国出具的証明資料） 

  

１．経費支付者原則上是父母, 祖父母,親兄弟 

２．経費支付者的銀行儲蓄及收入證明有能力負擔其留學期間的學費及生活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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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在日親屬負擔学費‧生活費時】 

  提出資料 注 意 事 項 

① 
経費支付書 

（附上日語翻譯） 
本校所規定表格。経費支付者親自填写･簽名，並加盖印章 

 

② 経費支付者的住民票 
需提交全部同居家屬的住民票。如果是外国人的話需提交全家庭成員的外国人登録済

証明書。 

③ 
経費支付者与留学 

申請者之間的関係証明 

・戸籍謄本・住民票等 

・遠親請需附上能説明親戚関係的家係圖。 

・中国(大陸)需提交「親属関係公証書」的正本及「居民戸口簿」的全家庭成員的複印 

件。暫住者需提交暫住証的複印件 

④ 銀行残高証明書 
支付者本人名義的銀行残高証明書。存款的合計金額必須是能支付 

申請者在日本留学期間的生活費和学費等的総金額。 

⑤   銀行存折的複印 経費支付者的２～３年以上,有日常収入・支出記録的銀行存折複印件 

⑥ 
経費支付者的職業証明 

（按各不同情況擇其一種証明） 

A 在職証明書（公司職員） 

B 確定申告書複印件（自営業者） 

C 法人登記簿謄本(公司経営者或公司董事等） 

⑦ 

経費支付者的 

住民税課税証明書或是 

所得税的納税証明書 

・有全部所得金額的(都民・市県民税)課税証明書正本 

・納税証明書的場合,提交税務署出具的其１和其２ 

・要能確実証明有能力支付該申請者在留学期間的所有学費‧生活費 

Ｄ 【由本人在職的公司派遣並支付留学等費用時】 

 提出資料 注 意 事 項 

① 
経費支付書 

（附上日語翻譯） 

本校所規定表格。此表格的各欄必須由留学費用支付者（公司方面）填写・簽名･ 

盖公私章 

② 派遣契約書 必須寫明具体派遣条件、並須有公司与申請者双方的簽名･盖章 

③ 登記簿謄本 公司等的登記簿謄本 

④ 財務報表・納税証明書 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表和公司交税証明書（過去３年份） 

⑤ 公司的銀行残高証明書 附公司名義的銀行外匯存折的影印件（過去３年份） 

⑥ 其它傍証資料 与日本公司企業来往貿易的資料。例如：貿易合同・貿易来往信件等 

 

※ 關于個人情報 

申請時,所提交的各種資料及各種情報, 除了用于在入学選拔‧入学手續‧教育指導以外, 不向第３者提供。 

※ 已經交納学費的退還 

① 如果未能取得在本國的日本領事館的簽證，学費和其他諸費用，將退還給申請者本人。  

② 交納学費以後, 由于個人的原因, 4月生在3月31日以前, 10月生在9月30日以前辭退的場合,除入学

金以外, 学費等退還給申請者本人。 

③ 第①和第②, 對實際匯入的学費而言, 退還時的手續費由学生自己負擔。 

④ 報名費無論理由如何,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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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報名到入学的時間推移   

 ４月入学 １０月入学   

学
習
日
本
語
‧
現
地
面
試
‧
提
交
申
請
資
料 

  

学習日語 

在申請以前請先学習日語 

申請來日須有日本語能力5級以上的水平 

如果打工的話,日語水平越高越好 

９月上旬 ３月上旬 開始受理申請 

現地說明會‧ 

現地面試 

實施現地說明會‧現地面試 

請參加本校的說明會, 理解本校的教育內容以後, 

報名本校 

１１月末 ５月末 提交申請資料 

申請表格与證明資料所記載的內容要一致 

申請表格在本校的網站可以下載 

如果對提交證明資料等有困難的話,請与校方商量 

１２月 ６月 審査資料 
審査申請資料 

如果資料不全,申請表格的補充‧證明資料的追加 

１２月下旬 ６月下旬 提交入國管理局申請 由本校代理去入國管理局申請在留資格認定書 

許
可
‧
交
納
学
費
‧
簽
證 

２月末 ８月末 在留資格認定發表 
入國管理局發表申請結果 

向得到許可的学生發送交納学費‧申請住宿的通知等 

３月15日

截止 

９月15日

截止 

交納学費 

住宿申請 

在２週以內把学費‧住宿費(入寮預定者)匯入本校 

指定銀行帳戸 

下旬 下旬 

在留資格認定書 

入学許可書 

確認了你的匯款以後, 本校發送在留資格認定書‧ 

入学許可書 

申請簽證 請在本國向日本大使館或日本領事館申請簽證 

預約機票 
預約機票,在來日一週以前,務必把來日日期‧航班名

通知学校 

來
日
‧
入
学 

 

４月 

 

１０月 

來日 

4/1-4/4 

10/1-10/4 

避開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期,儘量在規定統一入國日期

來日 

個人原因,選擇了其他日期,盡量在入学式以前來日 

入住宿舍 

登記手續 
辦理來日以後的手續 

入学分班考試 按日本語能力,分班考試 

入学指導 
實施入学教育說明會,對日本生活‧学校生活‧打工 

給予詳細解釋,說明 

開始上課 正式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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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圖  

 

從橫濱東口(YCAT=Yokohama City Air Terminal)到学校 

 
 

岩谷学園電脳商務橫濱保育専科学校 日本語科 
〒220-0023 横浜市西区平沼１-３８-２４岩谷学園1号館 

TEL  :+81(0)45-290-6388  FAX :+81(0)45-322-1277 

Web : icb-nihongo.jp      Mail : nihongo@icb.ac.jp 

 

星期一～星期五  9:00～17:00 

星期六・星期天・國定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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