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生简章 
[2022 年度] 

 

 

 

 

 

 

 

 

 

 

 

 

 

 

秋田日本语学院 

 

 



１．募集课程，入学时期，定员等 

 进学１年６个月课程 进学２年课程 

定员 40人 40人 

申请条件 1. 在本国或国外完成了 12年及以上，有高中或同等学历以上的学历资质。 

2.有经济担保人能够支付学生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能够提供存

折等资料，证明资金形成过程。 

3.日语学习超过 150小时以上，且日语能力达到至少 N5水平。 

选拔方式 书面材料审查以及面试 

申请期限 3～4月末 9月～10月末 

入学时期 10月 4月 

学习期间 1年 6个月 2年 

学习目标 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升学；达到 JLPT 

N2的日语水平，日语交流能力的提

升。 

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升学；达到 JLPT 

N1的日语水平，日语交流能力的提

升。 

在留资格 留学 

＊毕业时期为３月份。 

＊入学时会按照入学测试成绩分班。  

 

 

２．募集要项・须提交材料 

 

申请期限 

 春期（2022年 4月入学）2021年 9月 1日～2021年 10月 31日 

秋期（2022年 10月入学）2022年 3月 1日～2022年 5月 15日  

报名要求 

 １，在本国或国外完成了 12年及以上，有高中或同等学历以上的学历资质。 

２，有经济担保人能够支付学生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并能够提供存折等资料，

证明资金形成过程。 

３，日语学习超过 150小时以上，且日语能力达到至少 N5水平。 

 

 

 



申请所需材料 

 A,入学申请表格（所有填写的部分需要申请人本人书写） 

B,履历书 

C,留学理由书（申请人本人书写） 

D,证明照片  

※ 请准备至少七张证明照片。 

申请时 3 个月内拍摄的，半身免冠正面相片，不戴帽子， 

没有鲜明背景且清晰的照片。 

照片尺寸要求是 4 厘米长 x 3厘米宽。 

 详细情况见右图。 

 

需要提交的文件 

 
 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所有文件必须是原件，而不是复印件。 

非日语的证明类材料，请附加日语翻译件。翻译者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需要在日语翻译的下

栏备注，翻译者姓名的右侧请盖印章或签字。 

 ◆各种证明类材料 

 A. 学历证明 

1. 最终学历毕业证书（原件） 

2. 成绩证明书（原件） 

※如果申请人目前在学校就读，则应由申请人所在的学校出具以下文件 

○在学证明书 

○学业成绩证明书 

 

Ｂ．日语学习相关的证明 

   １，如果申请人已经通过了任意级别的日语能力测试，需提交合格证书和成绩单原件。   

如日语能力测试参加考试但不合格的情况下，也请提交成绩单。 

2. 如果在高中或大学学习过日语相关的课程，请提交该课程的成绩单。 

3. 如有在日语学校学习经历的情况下、请提交修了证明。 

 

Ｃ．在职证明（申请人在职的情况下） 

 

 

 

 

（出入国在留管理庁 HPより） 



 ◆经费支付相关的证明材料 

 A. 银行存款证明 

B. 亲属（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作为经费支付人的情况下 

  1. 经费支付书（学校提供指定表格） 

  2. 经费支付者的存款证明，收入证明书，在职证明书 

  3. 亲属关系公证书（户口本的复印件等） 

 ◆护照复印件 

 复印护照上除空白页外的所有页。 

 ◆其他材料 

 学校认为有必要的文件 

※ 为取得留学生签证，日本语言学校会根据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规定，为申请人办理

在留资格认定书。 

申请之际，需准备好上述材料以及申请费。 

 

 

３．出愿材料提交・咨询联络处 

秋田日本语学院 入学事务局 

地址 〒010-0001 秋田县秋田市中通 4丁目 3-11 

电话 018-837-7510 

传真  018-837-7512 

邮箱 :akita-japanese@ito-gakuen.ac.jp 

 

 

４．从报名到入国的时间表 

 2022 年 4 月入学 2022 年 10 月入学 

(1)提交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022 年 5 月 15 日 

(2)向入管局提交申请材料 2021 年 11 月 24 日左右 2022 年 6 月 15 日左右 

(3)在留资格认定证的公布 2022 年 2 月 28 日左右 2022 年 8 月 30 日左右 

(4)学费和住宿费的缴费期限 2022 年 3 月 7 日左右 2022 年 9 月 5 日左右 

(5)签证的申请 2022 年 3 月 11 日左右 2022 年 9 月 9 日左右 

(6)签证的发行 2022 年 3 月 22 日左右 2022 年 9 月 20 日左右 

(7)入日本国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10 月 



５．从申请到入学的流程 

 

＜参考＞课程时间表 

上午班 9：00～9：45 下午班 13：10～13：55 

9：50～10：35 14：00～14：45 

10：45～11：30 14：55～15：40 

11：35～12：20 15：45～16：30 

 

※ 新生入学仪式时，会有分班考试。学生会被分在上午班或下午班，取决于赴日后

的日语水平。 

步骤１ 提交申请材料、缴纳报名费 
申请时所必须的材料请于截止日期之前，向秋田日本语学院

提交，同时，截止日期之前请将报名费汇款于指定银行账户。 

  

步骤２ 本校审查    
收到申请材料后，将对申请人进行筛选和录取。 

审查通过后，向申请人发行【入学许可书】，并将申请材料

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提交。 

  

步骤３ 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申请材料

审核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交付        

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将申请材料审查完毕后，会发行在留资格

认定证明书。 

 

 

  

步骤４ 学费・住宿费的缴纳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入学许可书的邮寄 

我校会通知【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者，申请人（或中

介机构）请将入学金，学费，设施费，活动费等费用汇款到

我校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确认后，我校将邮寄，【在留资

格证明书】，【入学许可书】以及【学校的年间预定表】 

 

  

步骤５ 签证的申请  

签证交付           

  入国日期的确定・购买赴日机票 

如需要住宿和接机服务，请填好申请表格，并通过传真等方

式尽快通知学校。 

申请人需要通过领事馆申请签证，签证取得后购买机票，并

将入国预定日告知学校。尽可能按照学校指定的日期入国。 

 

  

步骤６ 入境日本国  

  

步骤７ 入学秋田日本语学院 新生入学仪式・正式开始上课！ 



６．学费 

进学２年课程（4月入学） 

区分 [第一学年] 

2022 年 4 月～2023 年 3 月 

 [第二学年] 

2023 年 4 月～2024 年 3 月 

合计 

报名费 ¥20,000 - ¥20,000 

入学金 ¥50,000 - ¥50,000 

学费 ¥550,000 ¥550,000 ¥1,100,000 

教材费 ¥20,000 ¥20,000 ¥40,000 

活动费 ¥25,000 ¥25,000 ¥50,000 

留学生保险 ¥10,000 ¥10,000 ¥20,000 

合计 ¥675,000 ¥605,000 ¥1,280,000 

 

 

升学１年６个月课程（10 月入学） 

区分  [第一学年] 

2022年 10月～2023年

9 月 

 [第二学年] 

2023年 10月～2024年 3月 

合计 

报名费 ¥20,000 - ¥20,000 

入学金 ¥50,000 - ¥50,000 

学费 ¥550,000 ¥275,000 ¥825,000 

教材费 ¥20,000 ¥10,000 ¥30,000 

活动费 ¥25,000 ¥12,500 ¥37,500 

留学生保险 ¥10,000 ¥5,800 ¥15,800 

合计 ¥675,000 ¥303,300 ¥978,300 

 

【关于学费的缴纳】 

・第一年的学费必须缴纳一整年的费用。 

・从第二年度开始、可以分两次缴纳。 

 ・我校为学校法人、无消费税。 

 

※注意事项 

如果学生在入学后退学，学费将不予退还。 

 

 

 



７．关于学生宿舍 

我校有专门提供给留学生使用的宿舍。分为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入住金（仅限初次入住缴纳） \20,000 

宿舍费／月 \20,000 

电气煤气费／月 \5,000 

６个月合计金额 \170,000 

 

※ 通常情况下，上述 6个月的宿舍费用须在赴日前支付。 

※ 赴日后，可以以月为单位支付。下个月的付款必须在上个月之前完成。 

※ 每个房间都提供床位 

※ 洗衣机・洗手间・灶台为共用。 

 

 

 

 

 

 

 

 

 

 

退费政策（参考日本语振兴协会的指导方针） 

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已交付，未申请签证，导致无法赴日的情况 

退款条件：入学许可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需返还给学校 

  退款：退还除入学金以外的所有款项。 

  

２，签证申请未被领事馆批准，导致无法赴日的情况 

退款条件： 返还入学许可书，并提供签证被拒签的证明材料 

  退款：退还除入学金以外的所有款项。 

  

３，签证已取得，但赴日前撤销入学申请 

退款条件：返还入学许可书，并提供签证未被使用的证明材料 

退款：退还除入学金以外的所有款项。  

 

４，已取得签证并已赴日、非正当理由申请退学的情况 

退款：原则上，已缴纳款项无退款 

  

５，已赴日，但未入学的情况下 

退款：已缴纳款项无退款 

 

※ 报名费任何情况下都不退还。 

※ 申请者须承担汇款过程中的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