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言语教育学院 招生简章 

 

Ⅰ 升学课程概要 

课程名 入学时期 招收人数 总学时数 招生期限 报名结果发表 

2年学制课程 4月 240人 1600学时 
前一年8月 

～10月底 
2月底 

1.9年学制课程 7月 120人 1400学时 
前一年12月 

～2月底 
5月底 

1.5年学制课程 10月 120人 1400学时 
同年2月 

～4月底 
8月底 

 

Ⅱ 招生条件 

1、在申请者出生国拥有合计 12 年以上的学历学习课程经历或者相当于 12 年以上学历学习课程经历的课

程完成者。 

2、日语能力等级考试N5以上，或者在相关教育机构的日语学习时间超过150学时者，或者由我校认可的

与上述条件相当的日语能力持有者。 

3、在我校学习期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所需要的所有学费、生活费以及各种费用者。 

4、有在我校毕业后升入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意愿者、或者有明确的留学目的以及毕业后去向者。 

 

Ⅲ 报名方式 

由我校职员进行材料审查以及面试。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会进行学历测试（口试或者笔试）。前述项目的

结果来综合判断是否接受入学报名。 

 

Ⅳ 各项费用 

课程 

明细 

2年学制课程 

（4月生） 

1.9年学制课程 

（7月生） 

1.6年学制课程 

（10月生） 

报 名 费 20,000日元 20,000日元 20,000日元 

入 学 金 30,000日元 30,000日元 30,000日元 

教 材 费 30,000日元 30,000日元 30,000日元 

设施维护费 90,000日元 90,000日元 90,000日元 

学费（第一年） 600,000日元 600,000日元 600,000日元 

第一年总费用 770,000日元 770,000日元 770,000日元 

学费（第二年） 600,000日元 450,000日元 300,000日元 

第二年总费用 600,000日元 450,000日元 300,000日元 

全课程总计费用 1,370,000日元 1,220,000日元 1,070,000日元 



1、上述金额都未包含日本消费税。 

2、学生入学时支付的 770,000 日元（不含税），原则上需入学前全额支付完毕。但是也可以申请分两期付

款。分两期付款情况，第一期付款金额为470,000日元（不含税），需在学生入学前支付完毕；第二期付款

金额为300,000日元（不含税），需在学生入学后半年内支付完毕。 

3、学费需通过海外汇款，汇至我校下述银行账户。 

 

【银行名称】MIZUHO BANK, LTD   【开户分行名称】HIRAI BRANCH 

【开户分行地址】3-30-4, HIRAI, EDOGAWA-KU, TOKYO, JAPAN   【开分户行电话号码】+81-3-3682-2213 

【账户种类】SAVINGS ACCOUNT   【账户号码】2544066   【银行号码（SWIFT code）】MHCBJPJT 

【账户名义人名称】TOKYO LANGUAGE EDUCATION ACADEMY 

【账户名义人地址】5-23-7, HIRAI, EDOGAWA-KU, TOKYO, JAPAN   【账户名义人电话号码】+81-3-5631-5601 

 

4、学生在支付学费后，放弃入学或者退学等情况时，我校将以下列条款为准则将学生支付的各项费用按照

规定退还或者不退还学生。 

（1）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发行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没有被交付的情况，我校将扣除报名费以外的费用

退还给学生。 

（2）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发行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被交付，而在申请入日本国签证阶段未申请入国签

证，放弃赴日的情况，我校将在学生将我校发行的入学许可书以及入国管理局发行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

书」的原件归还我校的前提条件下，扣除报名费以及入学金以外的费用退还给学生。 

（3）学生在日本领事馆申请入国签证时被拒签而无法赴日留学的情况，我校将在学生将我校发行的入学许

可书归还我校，以及在日本领事馆拒签的确认文件提示给我校的前提条件下扣除报名费以及入学金以外的

费用退还给学生。 

（4）学生取得了日本的入国签证后，在赴日前放弃留学的情况，我校将以学生将我校发行的入学许可书归

还我校为前提条件，并且确认到学生的入国签证未被使用以及过期失效后，将扣除报名费以及入学金以外

的费用退还给学生。 

（5）学生取得了日本的入国签证，赴日后中途退学的情况，我校将不退还报名费、入学金、设施维护费、

教材费。而关于学费，以我校确认到学生中途退学以后取得了新的在留资格为前提条件，以确认到的当月之

后的一个月开始计算的剩余学费退还给学生。此款项将在确认到学生情况后的两周内结束退还手续。 

（6）学生赴日后，未完成入学手续的情况，我校将视作上述「5」，以中途退学处理。 

（7）学生由于违反日本的法律而被强行遣返原籍或者被学校做出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况，以及其他任何非我

校责任而耽误赴日的情况、我校则作为免责，不返还学生任何费用。 

  



Ⅴ 报名入学的流程 

 

报名者（或者其代理人）进行报名（按照规定递交有关材料） 

入学审查（书面材料审查、面试、学习能力测试） 

审查结果发表 

报名者缴纳入学时所需相关费用 

我校代理报名者向东京入国管理局申请留学所需要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我校发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以及入学许可书 

申请者在本国日本大使馆（领事馆）申请入国签证及领取入国签证 

赴日、入学 

 

Ⅵ 学生宿舍 

对于有需求利用我校学生宿舍的学生，我校将提供其冷暖空调具备、家用电器齐备（男女生宿舍分开）

的学生宿舍。学生宿舍位于住宅区，非常娴静、安全。宿舍附近有大型超市以及商店街，生活非常方便。 

 

宿 舍 设 备 
 男、女生宿舍分开，具备：冷暖空调设备、浴室、厕所、厨房、完善的家用

电器（电视机、微波炉、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等） 

宿 舍 费 用  38,000日元／月 

宿 舍 入 住 费  20,000日元／入住宿舍时缴纳 

宿舍使用保证金  30,000日元／退宿舍时返还 

※第一次签署住宿合同的合同期为：1）4月生为6个月；2）7月生为9个月；3）10月生为6个月 

 

Ⅳ 留学支援 

● 赴日时的接机服务 

我校为了保证学生可以安全赴日，安全抵达学校，所以在学生赴日时提供机场接机服务 

● 健康检查 

我校为了保证学生可以健康的完成留学活动，所以实行一年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 

● 留学生保险 

我校为了学生安心展开留学活动，所以给全体学生加入了普通弄伤害保险（Chubb损害保险株式会社）。 

● 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 

根据入管法第19 条第 2项条款规定，留学生被许可一周 28 小时以内（留学的在留资格持有者，在所属教



育机构规定的长期假期期间，一天可以有8小时以内）的资格外活动（比如：打工，但是，有关风俗营业场

所的任何活动是不被许可的）。针对有意向勤工俭学的学生，我校将向入管代为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书。 

 

Ⅷ 个人信息管理 

在学生申请入学时提供的有关学生的各种个人信息，从个人信息保护观点出发，我校原则上不允许在以下

利用目的以外任何情况使用。 

1、关乎于是否合格录取的判断时 

2、关乎合格录取结果发表以及资料发送或者联系时 

3、关乎在留资格认定书的申请以及赴日、入学等必须的手续时 

 

Ⅸ 东京言语教育学院 入学申请以及咨询窗口 

地址：邮编132-0035 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平井5-23-7东言大楼本馆 

电话：+81-3-5631-5601       传真：+81-5631-5602 

电子邮件：tokyolea@tokyolea.jp    官方网站：http://www.tokyolea.jp 

  



Ⅹ 东京言语教育学院 递交材料一览 

 递交材料名称 详细内容以及注意事项等 

1 入学申请书 

在我校官方网站下载指定的文件进行填写。手写、打印均可，但是签名栏必须申请者本人以及费用支付担保

人本人签署 

2 报名照 长4cm×宽3cm报名照6张，需申请前3个月内拍摄，无帽，无背景、清晰（彩色、黑白均可） 

3 报名表 在我校官方网站下载指定的文件进行填写。 

4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明 ※ 

① 最终学历学校发行的「毕业证书」 

② 最终学历学校尚未毕业，在籍中者需递交「在学证明」 

③最终学历学校毕业预定者，需递交「毕业预定证明」，并且在毕业后尽快递交「毕业证书」 

5 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 ※ 

① 申请者在最终学历学校在籍期间全学年、全学科的成绩证明 

② 最终学历学校尚未毕业，在籍中者需递交从入学至申请日为止的成绩证明以及该学历学习之前的学历学

校的成绩证明 

6 在职证明 ※ 申请者为在职状态者需递交在职证明 

7 日语能力证明 

a) 需递交以下任何一种日语能力考试的结果 

① 日语能力等级考试（JLPT）                 ② J.TEST实用日语考试 

③ BJT商务日语能力考试・JLRT听力读解考试   ④ 日语NAT-TEST 

⑤ STBJ标准商务日语考试   

8 英语能力证明 非英语圈国家出身者，如持有TOEFL、TOEIC、IETS考试成绩，请递交成绩单 

9 身份证明 

持有护照者需提供护照复印件（如有日本出入境历史者需要提交护照有包含非日本出入境记录在内的记录内

容所有页面的复印件） 

费用支付担保人（非日本境内居住）相关材料 

10 亲属关系公证书 ※ 能证明费用支付担保人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的材料 

11 费用支付担保人身份证明 护照、户口簿复印件 

12 与申请者一起的照片 申请人与费用支付担保人在一起拍摄的照片1张。日常生活照亦可。 

13 费用支付担保人名义的账户证明 ※ 银行出具的「银行存款证明」或者，可以体现过去三年的资金出入记录的存折 

14 费用支付担保人的在职证明 费用支付担保人在企业任职的必须提交「在职证明」，个体户或者私人经营者必须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15 费用支付担保人的纳税证明 提交过去三年的收入记录以及公共机关出具的纳税证明 

费用支付担保人（日本境内居住）相关资料 

16 亲属关系公证书 ※ 能证明费用支付担保人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的材料 

17 费用支付担保人身份证明 「住民票」复印件 

18 费用支付担保人名义的账户证明 ※ 银行出具的「银行存款证明」或者，可以提现过去三年的资金出入记录的存折 

19 费用支付担保人的在职证明 

费用支付担保人在企业任职的必须提交「在职证明」，个体经营者需提交「营业许可证」复印件，法人需提

交「法人登记簿藤本」 

20 费用支付担保人的纳税证明 提交过去三年各市区町村开具的「课税证明书」 

※ 所提交的材料有效期为开具日期起算的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