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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

・

・

・

如果不能利用Flywire，請以電郵方式聯絡本校。
本校將通知銀行匯款的信息和匯款個人號碼。

 在日本以外國家接受過12年以上學校教育者。

 要有確實可支付所需費用的經濟擔保人。

 學習日語150小時以上，且有日本語能力試驗N5以上的能力。

 1. 報名資格

2. 報名受理時間

春期（2020年4月入学）2019年９月～2019年10月末　※報名受理時間會有延長。

秋期（2020年10月入学）2020年３月～2020年４月末　

報名者赴當地日語學校或當地代理店提交資料。

當地日語學校或當地代理店用電子郵件給本校發送資料一套。

當地日語學校或當地代理店用本校的電腦繫統上登錄報名者資料 。
　※請用日文或英文填寫

當地日語學校或當地代理店將外語證明書（包括英文）翻譯成日文。

 3. 報名方法

本校確認資料和在電腦繫統上登錄報名者資料後，當地日語學校或當地代理店給本校郵寄資料一套。
※如果不能用電腦繫統上登錄報名者的資料，請給本校郵寄資料一套。

本校確認報名者資料後，關於報名費繳交等詳細資訊本校以電郵方式聯絡。

 4. 報名費

本校與Flywire合作。您可以輕鬆並安全地處理您學費的國際匯款。

請利用Flywire匯款報名費 (20,000日幣)。

關於支付方法請參考電子郵件內說明。如有問題，請洽詢Flywire客服中心。



4月入学 10月入学

Step 1
9月～

10月下旬
3月～

4月下旬

Step ２
9月～

11月中旬
3月～

5月中旬

Step ３

Step ４ 11月下旬 5月下旬

Step ５ 2月下旬 8月下旬

Step ６

Step ７

Step ８

Step ９

Step 10

Step 11

Step 12

内容

選考後兩周內

通知後一周內

入學式的前一天之前

確認匯款後郵寄

收到文件後

請諮詢大使館

領取簽證後

赴日十天前

 5.申請流程

※時期由於本校和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的情況，有可能略作變更。

請4月5日之前赴日(本校人員將在機場的抵達口等候)

遞交入學申請書以及其他報名資料，繳納選考費

審核資料後，在當地實施考試和面試  (或通過Skype面試)

請於赴日的十天前告知航班資訊(到達日期和時間，機場名稱，航班編號)
※請用電郵提供電子機票

申請人請持「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和「入學許可書」自行向在外日本大
使館或領事館申請「留學」簽證

領取「留學」簽證
※萬一簽證批不下來，除了選考料和入學事務手續費以外的金額還給學生

赴日前，請繳納房租、雜費等

本校選考後兩周內向報名者選考結果
向合格者通知「宿舍指南」

本校將向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本校將向報名者通知出入國管理廳審查之結果
※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約需3個月左右之審查時間

本校向通過者發行學費請求書，請一週以內匯款

確認到匯款後，郵寄「入學許可書」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時期※
Step



200時間 10週 200時間 10週

200時間 10週 200時間 10週

400時間 20週 400時間 20週

400時間 20週 400時間 20週

400時間 20週 ― ―

1600時間 80週 1200時間 60週

班級 目標

初級　Ⅰ JLPT N５

初級　Ⅱ JLPT N４

初中級 JLPT N３

中級 JLPT N２

上級
※衹在升學兩年課程

JLPT N１

9:00～9:45 9:55～10:40 10:50～11:35 11:45～12:30

13:00～13:45 13:55～14:40 14:50～15:35 15:45～16:30

入學時間 ４月 １０月

 6. 課程

升學課程 ２年 一般日語課程 1年半

名額 60名 40名

選考方法 書面審査・考試・面試

報名時間 ９月～10月末 ３月～4月末

就讀年限 2年間 1年６個月間

畢業時間 ３月 ３月

簽證 留學

 7. 學習時間

班   級 升學課程 ２年  學習時間 一般日語課程 1年半 學習時間

為了在日常各種情況上能夠適合目的交涉，學習高度句型、語法、表達。能夠理解較長

的文章。日語能力考試對策。日本留學考試對策（鞏固基礎）。著力於會話練習。

加上學習日常日語，加深對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理解。為了能夠理解和運用廣泛領域的日

語，注重提高讀解能力。利用報紙，雜誌等的實踐性學習。為了考大學，實行麵試對

策、討論、論文指導。日本留學考試對策，日語能力考試對策。學習實踐性的交流能

力。升學、就職、探求日本文化等，隨個人的興趣，追求目標的實現。

能理解不同領域的論理性、抽象性的日語報章和論文。學習自己專門領域所需之日語運

用能力，自主進行研究準備。以難関大学為升學目標，培養大學入學考試、上課、討

論、寫論文所需要的日語能力。並且掌握學術性日語的綜合運用能力。

初級　Ⅰ

初中級

中級

上級

合計學習時間

※入学时通过日語水平测验进行分班 

初級　Ⅱ

學習初步語法、漢字、詞匯，能運用在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基本會話和辦手續。學習讀寫

為中心，練習聽解和會話。

 8. 課程概要

内容

學習基本句型、語法、表達，掌握「聽」「說」「讀」「寫」4項技能。在日常生活所需

的會話中能夠表達意見和希望。學習簡單的讀寫。

 9. 上課時間表

上午班（初級・初中級）

下午班　（中級・上級）

※通常的課程之外，也安排針對各項考試應試對策課程。（数学、英語、綜合科目等）

　(上述可選擇的應試對策課程需附加費用）



全勤獎 3,000日幣/每３個月

努力獎 1,000日幣/每３個月

学校長賞 50,000日幣/本校畢業時

合格獎勵賞

入學時(第１年) 第２年

事務手續費※ 66,000日幣

課程費 770,000日幣 770,000日幣

教材費 22,000日幣 22,000日幣

設備費 22,000日幣 22,000日幣

總額 880,000日幣 814,000日幣

入學時(第１年) 第２年

事務手續費※ 66,000日幣

課程費 770,000日幣 385,000日幣

教材費 22,000日幣 11,000日幣

設備費 22,000日幣 11,000日幣

總額 880,000日幣 407,000日幣

學生宿舍費 課外活動費用 非人壽保險費 醫療費用 簽證續簽費

請參考14「宿舍」項 10,000日幣 5,000日幣 5,000日幣 10,000日幣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申請費用

 10.獎學金

３個月，沒有遲到早退，沒有缺席，提出全部課題的學生

３個月，認真地學習而幫忙其他同學的模範學生(每班3～4名)

以留學簽證在校1年以上，成績和出勤率都優秀的在校生

以留學簽證在校1年以上，JLPT合格者 N1 10,000日幣　N2 5,000日幣　N3 3,000日幣

 11.繳納金（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通知後立即繳納）

報名者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通知後、請一週之内繳納  880,000日幣。
本校確定報名者已繳納學費後，會將寄出「入學許可書」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升學課程 ２年（4月入學）

※事務手續費明細

※請來日之前繳納

  ・入學許可書發行費用

一般日語課程 1年半（10月入学）

※事務手續費明細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OE）申請費用

  ・入學許可書發行費用

・表示的是含稅的價格。※税率根據當時日本法律會有變化。

・第二年的學費，請新學期開始之前繳納。具体的時間到時告知。

・第2年以後的課程費是可以分期付款。

・本校不會退還任何已支付的學費。

 12. 繳納金（來日之前）

關於繳納學費



■

■

■

■

 A 申請人本人須要準備的資料

號碼 詳細内容 部数 原版
3個

月內

A-1 護照 1

A-2

指定表格，本人親自填寫

①姓名、學校名稱、公司名稱、地址等要填寫正確，不得省略

②學歷上的入學・畢業年月、工作經歷上的就職・離職年月要寫正確

③填寫周歲。電話號碼一定要寫上地區號;持有手機者, 請填上手機號碼。

④本国地址必須與公證書上的地址一致。

⑤假如因某種原因居住在戶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 請將現住址輸入在現住所欄

裡。

⑥請具體說明赴日學習的理由及課程結束後的打算。

⑦申請書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A-2.xls

1 〇

A-3 最終學歷證明書 1 〇

A-4 請提供最終學歷學校的成績證明書 1 〇

A-5
學歷認定證明書

（衹是符合者）
每個

1
〇

A-6 日語學習證明
每個

1
〇

A-7

請提供過去3個月內所拍攝的照片（正面,無背景）

※背面請寫姓名，國籍，出生年月日。

在入學申請書請貼一張。

8 〇 〇

A-8 請提交證明文件正本，需包含年資，職位與工作內容等記載。 1 〇 〇

A-9 戶籍影本（全家人）或代替戶籍的證明書 1 〇 〇

A-10 入國前在本國接受的體驗結果 1 〇 〇

能證明家庭成員的資料

體檢結果

資料

有記載的全部頁面之影本　※還未獲取者要身份證影本

在職證明書(目前在職者)

最終學歷成績證明書

入學申請書・履歷書

證明照片

（長４㎝×寬３㎝）

下述之內所有能提出的資料

※認定書是為了直接到本校申請

中國國籍者：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CHSI）認證發行 http://www.chsi.com.cn/

(1) 中國中等教育學歷認定報告書〈高中水平〉

(2) 中國高等教育學歷認定報告書〈大學（大專）、大學院水平〉

(3) 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成績報告書〈高中成績〉

(4) 中國高等教育學生成績認定報告書〈大學（大専）、大學院水平〉

越南國籍：通過越南日本教育交流中心 VJEEC

(Vetnam-Japan Education&Exchange Center)のHP(http://vieec.vn/portal/)申請

(1) 學歷證明書

(2) 大學入學統一考試成績等認定書

請提供最終學歷畢業證書複印件

※畢業證書是通過入國管理局的審査後返還

在下1號各項目之內能提出的所有資料，並且提出在下2號資料【原本】

１．證明日語能力考試N5以上能力的各種考試文件

(1) 日語能力考試N5（舊４級）以上的合格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

(2) J-TEST E級、F級以上的認定書

(3) 日本語 NAT-Test ４級以上的合格證明書或成績證明書

(4) 其他能證明日語能力的考試文件

　　※準備參加考試要提出準考證【影本】

　　※合格證明書原本，通過入國管理局的審査後返還

２．日語學習證明書

能證明１５０小時以上日語學習經歷的文件（日語教育機關發行，有學習時間、一周時間表、上

課時間、使用教材、出席率等記載的證明書

中國國籍：上課時間表需要用「小時」記載

必須由申請人親筆填寫。請用黑色筆填寫。

用日語以外的文件及資料，請全部附上日文翻譯件。另外，翻譯件請註明翻譯者姓名。

提交入管局的證明文件的開立日期，需為3個月內的正本為限。

必要時，有需要提交追加資料的可能性。

 13.報名時所需資料



號碼 資料 詳細内容 部数 原版
3個

月內

B-1 経費支付書

用本校指定用紙（簽名和日期填寫欄必須由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1.B-2.xlsx

1 〇

B-2 經費支付者家庭名單

用本校指定用紙（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1.B-2.xlsx

1 〇

B-3 誓約書

用本校指定用紙（簽名和日期填寫欄必須由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3.xlsx

1 〇

B-4
經費支付者本人名義

的銀行存款證明書
存款金額需足以負擔預定學習期間內之所有費用【正本】 1 〇 〇

B-5 納稅/收入證明

請提交企業單位發行的記載有過去3年以上的收入和納稅金額的證明書。

※須填寫公司名稱、地址、電話號碼、発行者的職位・姓名

※収入證明書須填上納税金額

1 〇 〇

B-6 銀行存單
過去3年間的所有頁（包括輪廓的影本）

尼泊爾國籍：提出銀行交易明細書（證明存款形成過程的資料）
1 〇

B-7 在職證明

請提交以下①～③當中所屬的一種

(1) 企業等單位的就業者請提交寫有在職期間,職務等的證明書【正本】

  請寫上公司名稱、地址、電話號碼、代表的姓名、職務内容、在職期間、発行

者的役職・姓名

(2) 如為經營者，請提交公司登記證副本【正本】

(3) 如為個體戶，請提交營業許可證【影本】

1 〇 〇

B-8
支付人與申請人的關

係證明文件

中國國籍：全家人的戸口簿【包括輪廓的影本】

　　　　　還要證明親屬關係的公證書【正本】

共通：如果經費支付者不是親屬，需要提出說明承擔經費經過的文件

每

個

1

〇 〇

號碼 資料 詳細内容 部数 原版
3個

月內

C-1 経費支付書

用本校指定用紙（簽名和日期填寫欄必須由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1.B-2.xlsx

1 〇

C-2 經費支付者家庭名單

用本校指定用紙（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1.B-2.xlsx

1 〇

C-3 誓約書

用本校指定用紙（簽名和日期填寫欄必須由經費支付者親筆填写，蓋章）

※格式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

　https://scg-language.com/download/B-3.xlsx

1 〇

C-4
經費支付者本人名義

的銀行存款證明書
存款金額需足以負擔預定學習期間內之所有費用【正本】 1 〇 〇

C-5 納稅/收入證明

請提交企業單位發行的記載有過去3年以上的收入和納稅金額的證明書。

※須填寫公司名稱、地址、電話號碼、発行者的職位・姓名

※収入證明書須填上納税金額

1 〇 〇

C-6 銀行存單 過去3年間的所有頁（包括輪廓的影本） 1 〇

C-7 在職證明

請提交以下①～③當中所属的一種

(1) 企業等單位的就業者請提交寫有在職期間,職務等的證明書【正本】

  請寫上公司名稱、地址、電話號碼、代表的姓名、職務内容、在職期間、発行

者的役職・姓名

(2) 如為經營者，請提交公司登記證副本【正本】

(3) 如為個體戶，請提交營業許可證【影本】

1 〇 〇

C-8 住民票 記載有全體家庭成員 1 〇 〇

C-9
支付人與申請人的關

係證明文件

中國國籍：全家人的戸口簿【包括輪廓的影本】

　　　　　還要證明親屬關係的公證書【正本】

共通：如果經費支付者不是親屬，需要提出說明承擔經費經過的文件

每

個

1

〇 〇

 B 經費支付者本人不居住於日本

 C 経費支付者本人居住於日本



・

・

・

・

・

・

2人間

35,000日幣～

35,000日幣～

35,000日幣～

・

・

・

・

・

・

※如上所述的是2020年12月的預定價格

※照片是房間的例子

入宿費 20,000日幣～ 70,000日幣～

《寝具 5,000日幣》

退居請在退居日一個月前向學校申告。

保證金 20,000日幣～ 70,000日幣～

房租 20,000日幣～ 70,000日幣～

最初入住時一齊繳納入宿費，保證費及3個月的房租。
  (從第4個月開始,房租按月提前繳納）

如果居住人沒有故意或過失造成汙損、破損，保證金將在退居時返還。

電費，自來水費，燃氣費，管理費按實際費用繳納。※也有可能包含在共益費中

 14. 宿舍

入學後，原則上所有學生須入住本校指定宿舍至少6個月。

宿舍包括學校所有的便於上下學的宿舍，以及與學校合作的房產公司所有的房屋。

房間申請期間，本校根據房間類型分配房間。

房間類型基本上是2人以上共同生活的房間，根據個人需求也可選擇單人間。

房間內備有床、電冰箱、空調、洗衣機、廚房、浴室、廁所。

寢具請提前向學校申請購買。(5,000日幣～) 

宿舍費 4人間 1人間

空調　洗衣機 

廚房　浴室　廁所

與學校合作的房產公司所有的建築物中也有一般的居民入住。

宿舍費一旦交納不予退還。

設備

床 電冰箱



・請在入學典禮的前一天前來日。如果趕不上的話、可能取消入學。

 15. 國民健康保險

凡在日本居留三個月以上的外國人，都必須投保「國民健康保險」（國保）。有投保國民健康保險者，醫療費的個
人負擔額則在 30％以內。（保險費実費）

 16. 災害補償制度

入学本校的留學生皆必須加入此保險。此保險包含賠償責任保險(造成他人受傷以及毀損器物情形下的損害賠償）和
火災保険(因發生火災等意外事故而使家財受到損傷，因盗難而使家財受到損傷等情況下賠償）。

 17. 打工

當您學習日語、入學後的3個月為重要時間。只要您掌握日語基礎，日語水平會順利提高，容易找到更好工作，
習慣新的環境，做好日本朋友，欣賞日本動漫。
因此，入境的時候建議至少準備十萬日元以上作為當前的生活費。

■申請資格外活動
「留學」簽證的核准範圍並不包含打工。因此，留學生前須向出入國管理廳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沒有許可而工作或超過準許時間、活動內容範圍，將被懲罰或被驅逐出境。
留學生打工前須向出入國管理局申請「資格外活動」許可。

■就業条件
在學中一週的打工時間不能超過28小時。
※在學校校規規定的長期休假內，每天可以打工8個小時以內（但一週40時間以内）。
※如遊藝場所的工作不被允許。

■工資
毎小時　910～1,000日幣 （每小時的工資，日語水平、工作種類與地方不同是有差異的。）
※一週做28小時、一個月可獲10万日幣

■職種
便利店、快餐廳、餐廳、養老院、飯店、食品製造、
清掃等。
※職種選擇根據日語水平會有變化。
※學校為學生從改正履曆書到提供招聘信息都能支援。

 18. 從赴日到入宿

到日本
迎接

到京都
到宿舍

入宿説明

・請於赴日的10天前告知航班資訊(到達日期和時間，機場名稱，航班編號)

・※請用電郵提供電子機票

・本校人員將在機場的抵達口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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