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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富国际语学院的理念和教育目标 

1. 理念 

新富国际语学院以“生命平等”为理念，为培养在日本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才，对于想继续

升学深造的留学生进行“实用日语学习”和“增进对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惯例的理解”的实践

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实现各自的梦想。同时，本着全体学生互助精神的原则，努力培养坚持以

人为本、内心丰富的人才。 

2. 教育目标 

我们将设定以下目标，培养“独立自主”不断进步，具有上进心的人才。 

（1）取得日语能力考试 N2 水平 

（2）学习日本的社会规范 

（3）提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学生录取方针 

我们招收怀着在日本升学、工作的梦想，想来日本留学的学生。一起来新富国际语学院学习吧。 

我们的教职员工将竭尽全力让你的梦想成真。 

本学院的目标是成为“使留学生可以安心学习的日语学校”和“提供正确的生活和职业指导，

关爱留学生的日语学校”。 

 

●教学方针 

1 课程 
(1）升学 2 年课程（4月开学）：2 年 1600 小时的学习时间。 

学习阶段：「初级Ⅰ、初级Ⅱ、初中级Ⅰ、初中级Ⅱ、中级Ⅰ、中级Ⅱ、中上级Ⅰ、中上级Ⅱ」。 

(2）升学 1 年半课程（10 月开学）：1年半 1200 小时的学习时间。 

学习阶段：「初级Ⅱ、初中级Ⅰ、初中级Ⅱ、中级Ⅰ、中级Ⅱ、中上级Ⅰ」。 

(3）短期课程 

另行说明。 

2 教育内容 

(1) 逐步学习语言行为（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和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法） 

(2) 主要学习内容包括日语能力考试（JLPT）、日本留学考试（EJU）以及实用日语考试（J・TEST）

等各种考试对策。 

(3) 实施与日本文化和社会规范体验相关的课外教学。 

(4) 实施定期考试（包括会话）来检验每学期的学习效果。 

3 教育方法 

(1) 入学分班考试后，通过面试设定的个人学习目标，提供各种程度量身定制的课堂教育。 

(2) 除系统地基础教学以外，通过课题方式，培养自主合作学习。 

(3) 从初级班到高级班，采用班主任责任制，负责课程的进度管理和指导。 

(4) 第二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根据职业去向分班，指导入管法等相关法律和商业惯例。 

(5) 掌握每位学生的职业去向，定期举行说明会、研讨会和各种就职活动。 

4 学习成果（需要培养的能力） 

(1) 具有在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中应用日语交流能力。 

(2) 学生以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具有以人为本、分享成功喜悦、内心丰富的人才。 

(3) 依靠自强自立，不断进步，成为日本社会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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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 

 1 节课：45 分钟 / １天：4 节课 / 周一～ 周五  

课时 上午班 下午班 

1 09：10～09：55 13：10～13：55 

2 09：55～10：40 13：55～14：40 

3 11：00～11：45 15：00～15：45 

4 11：45～12：30 15：45～16：30 

 

●报名资格 

(1)在中国读完 12 年以上正规课程教育（年数根据国家/地区有所不同）及其他同等学校教育，

入学时年龄在 18 岁以上。 

(2)持有中国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入学资格（高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同等资格）。 

(3)申请入学时需提交 150 小时以上的日语学习证明、或者日本语能力考试 N5 以上同等水平。 

(4)最终学历毕业后五年以内，但持有护士资格证并且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原则上 30 岁以下也

可以申请。 

注１：以上第 3 条的“日语学习证明”：日语学习证明书必须明确记载“总学习时间”和

“实际学习时间”，记载“学习时间、出勤率、学习内容、课程名称、课程的最终目标、使用

教材”的证明书。 

注２：以上第 3 条的“日语能力考试 N5 以上同等水平”：包括“J・TEST 的 F 级（FG 级考试

250 分以上）”、“日本语 NET-TEST 考试 5级以上”、“TOP-J 实用日语运用能力考试初级 A级以

上”、“J-cert（生活日语考试）的初级以上”的考试成绩。另外，如有其他日语认证考试，也

请提交证明书原件。 

 

●申请期限 

入学时间 资料提交日期 审查结果通知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申请 就读期间 

04 月 9 月中旬～11 月中旬 面试后 3天内 02 月下旬 2 年 

10 月 3 月中旬～5 月中旬 面试后 3天内 08 月下旬 1 年 6 个月 

 

●招生人数 

课程 招生人数 到达目標 备考 

升学 2年课程 60 JLPTN2 以上合格  

升学 1年半课程 40 JLPTN2 以上合格  

合计 100   

 

  



 

5 
 

●入学选考指南 

申请人将入学申请资料（参照第７页的申请人提交的文件清单）提交给学校。 

具体的选考方法如下。 

选考方法 实施办法 结果通知 

第一次选考 

文件审查（最终学历，经费支付能力，日语学习时

间）。没有日语等级资格证书者须参加笔试“字母

（平假名，片假名），词汇，语法（疑问词，助词）”。 

收到文件后立即审查并

通知结果 

第二次选考 
现场面试有困难的情况，本学院的职员将进行网络

面试。 
面试后三天内通知结果 

※第一次选考由中介实施。第二次选考原则上由本学院负责人通过SKYPE或ZOOM进行网络面试。 

●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审查 

申请资料审查合格后，本校将作为申请人的代理向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

证明书。大约在 2 个半月后确认审查是否合格，本校向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领取在留资格认

定证明书。 

●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的手续 

(1)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本校向申请人邮寄学杂费的付款请求书。申请人在付款期限内

向指定银行账号汇款。 

(2)确认学杂费到款后学校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原件、入学许可证、留学指南寄给申请人。 

(3)申请人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到当地管辖的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 

(4)自己预订飞机票后把航班号，到达日期和时间告知本院入学考试办公室。 

●支付学杂费 

申请人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已交付的通知后，原则上要一次性支付第一年度的学杂费

740，000 日元（减免入学考试费）。学校在确认收到汇款后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

学许可书”。 

另外，特别是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可以提前联系学校协商。 

（含税日元） 

项目 
初年度 次年度 

课程 2 年课程 1 年半课程 

入学考试费（注 1） 20,000 ― ― 

入学金 30,000 ― ― 

学费（注 2） 610,000  610,000 305,000  

教材费 30,000 30,000 15,000 

其他设施费等(注 3) 70,000 70,000 35,000 

总计 760,000  710,000 355,000 

 

本校充分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针对 2021 年 4 月生和 10 月生，制定了以下减免政。 

注 1 入学考试费 2 万円予以免除。 

注 2 在提出申请时，取得 JLPTN4（其他考试同等资格)以上的学生仅第一年度学费减免 6 万

円、取得 JLPTN5（其他考试同等资格)以上的学生仅第一年度学费减免 4 万円。（条件是课程规

定期间在籍，并保持每月出勤率 90%以上） 

注 3 [其他设施费等] 1 年合计金额详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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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日元） 

详细项目 设施费 设备费 课外活动费 保险费 健康管理费 签证续签 总计 

金 额 15,000 15,000 15,000 10,000 5,000 10,000 70,000 

※手续费由汇款人承担。 

※根据课程内容会加收一些教材费。 

●汇款账号 

项目 

The item 

从日本国内汇款 

When you send money in Japan 

从国外汇款 

When you send money from overseas 

银行名称      

Name of Bank 
三井住友銀行 千葉支店/(066）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CHIBA BRANCH/(066) 

SWIFT CODE SMBCJPJT SMBCJPJT 

地址 

Address.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富士見  

2 丁目 25 番 1 号 

2-25-1 FUJIMI CHUOU-KU, CHIBA-SHI, 

CHIBA-KEN260-0015,JAPAN 

开户人名称    

Account Name 

ソフィアグローバル株式会社 

代表取締役 徳田 秀子 

Sophia Global Inc. 

President Tokuda Hideko 

账号  普通口座 8515086 Savings account 8515086 

●学杂费退款 

取得在留

资格认定

证明书以

后 

没有申请入境签证不来日本的情况下 

除去入学考试费和入学金，退

还所有费用 

没有取得入境签证来不了日本的情况下 

获得入境签证但取消来日本的情况下 

来日本后、在入学前取消入学的情况下

（注）  

入学以后退学的情况下（注） 

入学考试费、入学金、教材

费、其他设施费等将不予退还。

学费按照学期（3 个月）单位

返还。 

注：如果来日本以后要求退款的话，要等确认回国后再退还。 

 

●奖学金与奖励 
1 特别优秀者奖学金 

第二年的在籍生在规定期限之前，（4月生在授奖年度的 4月，10 月生在授奖年度的 9

月），通过日语能力考试（JLPT）N3 以上，并且出勤率达到 98％以上，有资格获得“特别优

秀者奖学金”。 申请手续等有关详细另行规定。 

(1)金额：每月 2万日元×12 个月（10 月生为 6个月） 

(2)人数：若干名 

2 本学院还有以下奖励制度 

(1)JLPT N2 以上合格者、取得 EJU 高得分者（2科目）、出勤率在 98%以上以及成绩优秀的模

范学生，在毕业时授予“综合成绩优秀奖”（排名前三位的学生）。 

(2)授予每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优秀者“期末考试成绩优秀奖”。 

(3)入学 12 个月内获得 JLPT N3，入学后 16 个月内获得 JLPT N2，累积出勤率在 98%以上的

学生将得到“资格取得奖”。 

(4)此外，还有各个课程的“全勤奖”、“出勤奖”以及每学期（3 个月）出勤率 100％的“学

习鼓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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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清单 

1 申请人 

(1) 入学申请书（附录 1） 

(2) 最终学校的毕业证明书（注） 

(3) 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书  

(4) 学历认证报告书「CHSI（学信网）认证」 

(5) 日语能力证明材料  （注） 

(6) 健康证明书，入境时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 PCR 检测结果（－） 

(7) 护照复印件 

(8) 6 张照片 

 

2 符合以下条件者 

(1) 就读理由书（如毕业满 5 年） 

(2) 在学证明书（申请时是在校学生） 

(3)在职证明书 (有工作经历的人) 
 

3 经费支付人 

(1) 经费支付书（附录 2） 

(2) 经费支付人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3) 银行存款证明书（原件） 

(4) 经费支付人的在职证明书（原件）  

注：您可能不需要提交此文件。 （详情请咨询入学考试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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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线 

 

１乘坐 JR 总武线电车 新检见川车站下车

步行 2 分钟 

（1）从南出口下楼梯 

（2）右拐 

（3）从西友新検見川店旁边下楼梯 

（4）右拐 

（5）左手边就是新富国际语学院校门 

 

 

 
S :西友超市新検見川支店 

：新富国際語学院 

 

联络方式 

入学考试办公室 

◇地址：〒262－0022 千叶县千叶市花见川区南花园 2丁目 5番 19 号 

◇TEL：+81-43-276-5828 

◇FAX：+81-43-307-5524 

◇URL：http://www.shintomi.jp 

◇Email：info@shintomi.jp/jimu@shintomi.jp 

 

 

２京成电铁千叶线 检见川车站下车步行 8分

钟 

（1）出站左拐 

（2）沿电车轨道直走约 50 米，左拐穿过铁道口 

（3）走到桂林餃子店右拐 

（4）直走到西友（超市）新検見川店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