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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就是日本的入国管理局进行审查后发行的文件，是申请留学签证时的必要资料。
　■■申请者申请签证时必须提交本校的『入学许可书』和这份证明书给在外日本公馆。

从报名到入学的流程

有意愿就读本校的同学(申请者)首先请提交入学审查表。
根据入学审查表的填写内容，实施当地面试或电话·网络访谈。之后再请缴交必要资料。

申请者 开成学院日本语学校 入国管理局

②收到入学审查表,

确认内容

④入学审查选考

（主要为面试）

支付「审查费」

⑤合格者请缴交必要资料

给本校

⑥收到资料，确认内容·

决定合格与否

⑦（合格者）

向入国管理局申请发行在留

资格认定证明书

⑨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

明书给本校

⑩通知申请者本校已领取在

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⑫确认收到费用以后，邮寄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本校

的入学许可书给申请者

⑬带着在留资格认定证明

书·入学许可书等到在外

日本公馆申请发行签证

⑭签证发行后请通知本校，

同时告知去日本的日期·

时间和飞机班次

⑮前往日本

①提交入学审查表

③联络选考方法·日期及选

考地点

⑪支付「入学金」「学

费」「各类费用」「房租」

「水电煤气费」给本校

⑧受理申请发行在留资

格认定证明书，开始审

查

⑯机场接机

（注意事项）

■■从⑧「受理申请发行在留资格证明书」到⑨「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期间，大约需要2个月的时间。

■■申请时尚未持有护照者，请在⑬「申请发行签证」之前到自国的政府机关申请发行护照。

■■请注意，『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发行日期起算3个月以内，必须在日本的机场等申请入国手续，否则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有效期限将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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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入学时期

2.上课时间

3.报名资格

4.报名期间·审查费

审查费：20,000日元（两课程费用相同）

5.报名方法

　(1)申请者本人来本校报名：

　(2)代理人来本校报名：

　　　

　　　　　

　(3)邮寄报名：

※请在入学审查选考时候支付「审查费」
※不需要申请在留资格者，报名期间与一般申请者不同。请与本校联系查询。

首先请用电子邮件与本校（nihongo-hk@kaisei-group.co.jp）联系。
之后持必须缴交的资料和护照前来本校。

首先请用电子邮件与本校（nihongo-hk@kaisei-group.co.jp）联系。
之后持必须缴交的资料和申请者的委任状（格式任意）前来本校。

※这里所谓的代理人原则上必须是能够负担申请者留学日本的学费和生活费者，或者是申请者的亲族。
※必要时可能会请代理人出示能证明申请者和代理人关系的文件。

当地选考（申请者本人面试、经费支付者面试等）、电话或网络选考的合格者，
请用邮寄方式，把必须缴交的资料在报名期间内确实送达到本校。

　(1)接受正规中等学校教育12年毕业者。
　(2)可以证明能够确实负担申请者留学日本所需学费、生活费用者。
　(3)曾经学习日语150小时以上并且有相当于日本语能力考试N5以上水平之日语能力者。

课   程 报　名　期　间

升学2年课程 9月1日　～　11月30日

升学1.5年课程 3月1日　～　5月31日

※各课程于3月结束。

上 午 班 9:30　～　12:50
每周5日制（星期一～星期五）

根据来日本后举行的分班考试结果进行分
班。下 午 班 13:20　～　16:40

升学2年课程 4月 2年

升学1.5年课程 10月 1.5年

コース 入学時期 修学期間 対　象　者 定　員

习得日本语、
有意愿进入日本的

大学·大学院、专门学校就读者。

合计
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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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需费用

升学2年课程（4月入学） （以下金额标记为日元）

※根据学生宿舍的不同，房租也会不同。上面的例子是每月房租25,000日元的情况。

升学1.5年课程（10月入学）

※根据学生宿舍的不同，房租也会不同。上面的例子是每月房租25,000日元的情况。

  请在入国管理局通知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之后支付给本校。

※「各类费用」包含教材费、班级活动费及健康检查费等。

※为了全部学生来到开成学院日本语学校后，能在留学当天安心在日本居住，要求学生在进入日本后

  在宿舍最少住半年。(如果是希望和在日直系亲属或两代以内旁系血亲一起住，请在入学申请时商量)

※根据学生宿舍的不同，房租也会不同。上面的例子是每月房租25,000日元的情况。

※两个月后的房租是按每月征收。学生宿舍半年后继续居住，也是每个月征收房租。

※水电煤气费每月定额征收3,000日元。根据使用状况，会征收超出部分的金额。

（〒530-0015 日本国大阪府大阪市北区中崎西3-1-2）

※请在本校指定的期限之内支付所需费用，仅限银行汇款方式。
※请全额负担支付费用时所需的手续费。
※只接受日元支付。

帐号： A/C. No.593- 3004978 （普通3004978）

帐户名称： SEIGAKUSHA CO.,LTD  （株式会社 成学社）

收款人地址： 3-1-2 Nakazaki-nishi, Kita-ku, Osaka 530-0015 JAPAN

分行名称： Toyonaka Branch （豊中支店）

 银行所在地： 1-10-3 Honmachi Toyonaka Osaka 560-0021 JAPAN

（〒560-0021 日本国大阪府豊中市本町1-10-3）

银行电话号码： +81-6-6854-1761

  不包含日语能力考试、日本留学考试报名费用和购买报名用的资料。

7.关于支付费用

　　所需费用请直接汇入本校指定账户。请用申请者本人名字汇款。

银行名称： MUFG Bank, Ltd.(SWIFT NO.：BOTKJPJT)

（三菱ＵＦＪ銀行）

合　　　計 ¥948,000 ¥325,000 ¥1,273,000

※费用于每年度各别征收。

※「入学金」「学费」「各类费用」「入住宿舍费」「房租」「水电煤气费」，

家賃（半年分） ¥150,000 ー ¥150,000

水光熱費（半年分） ¥18,000 ー ¥18,000

諸費 ¥50,000 ¥25,000 ¥75,000

入　寮　費 ¥50,000 ー ¥50,000

入　学　金 ¥60,000 ー ¥60,000

授　業　料 ¥600,000 ¥300,000 ¥900,000

入学時・1年目 2年目 合計

選　考　料 ¥20,000 ー ¥20,000

水光熱費（半年分） ¥18,000 ー ¥18,000

合　　　計 ¥948,000 ¥650,000 ¥1,598,000

入　寮　費 ¥50,000 ー ¥50,000

家賃（半年分） ¥150,000 ー ¥150,000

授　業　料 ¥600,000 ¥600,000 ¥1,200,000

諸費 ¥50,000 ¥50,000 ¥100,000

選　考　料 ¥20,000 ー ¥20,000

入　学　金 ¥60,000 ー ¥60,000

入学時・1年目 2年目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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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退费

     「各类费用」。

9.关于经费支付者

1. 非日语的文件必须另外附上日语翻译。翻译请使用A4用纸（不可用两面）。必须注明翻译者的所属机关名称・

   电话号码・日期，并且签名盖章。

2. 填写地址的栏位(本人住址・家族住址・学校所在地・工作地点等)时，请正确填写完整的住址(包括单元楼门牌号)。

3. 填写有误须订正时，请不要使用修正液用具修正，请直接画二重线后订正并加盖印章。

4. 复印件原则上请使用A4用纸。请勿扩大或缩小复印。如果正本尺寸大于A4，请按照原尺寸大小复印。

5. 提交给入国管理局的文件、资料，一律不予退还。

6. 申请者必须有相当于日本语能力考试N5的日语能力，因此不接受未达该水平者的报名。

   此外，如果没有可以证明日语能力的公式证书，必须有至少150小时以上的日语学习经历。

7. 当发现资料中有伪造文件时，将不受理报名。

关于必须缴交的资料

(关于必须缴交的资料注意事项)

　　 个人情况不同，首先必须和学校商量。

　(5)学生在学期途中考上大学・大学院(研究生)或专门学校的场合，将退还已支付的下学期「学费」 和

  所谓经费支付者是指必须负责照顾学生(申请者)就读本校期间的以下事项。

　(1)负担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

　(2)指导学生专心学业。

　(3)为学生的行为负责(学习方面或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

　(1)一旦支付「审查费」「入学金」「学费」「各类费用」后原则上不予退费。

　(2)付费后，只有在本校承认申请者的辞退入学理由为正当的情况，以及管辖该地区的日本大使馆・
     领事馆不允许发行签证的情况下，本校将退还「审查费」「入学金」以外的费用。退费时所需
     的手续费由申请者全额负担。
     必须把『入学许可书』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还给本校。

　(3)如果没有在本校指定的期限内支付费用，将视为辞退入学。尤其是从日本国外汇款进来的情况，
     请注意要提早办好付款手续。

　(4)取得入国签证来日本留学的学生在途中退学的情况下，关于「学费」「各类费用」的退费，由于

经费支付者只限於有可以负担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的经济能力者。经费支付者需要提交可证明

支付经费能力的各种文件。一般而言，经费支付者通常是学生的亲族(父・母・夫・妻)为主。另外，

经费支付者不需要居住在日本。

■■此外，本校不接受以学生在日本打工收入为前提的经费支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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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交的资料

(1)必须缴交的资料

⑦ 最终学历成绩证明书（原件）

需要有记载从一年级到毕业为止所有成绩的证明书。
※在申请时，若仍在高中、大学等学校在学的情况，除了提交最终学
历成绩证明书（原件）外，还需要一并提交现在所在学校的成绩证明
书（原件）。

⑧
关于日本语能力的证明书
或日本语学习经历的证明书

如果有日本语能力考试或J-TEST、NAT-TEST合格证明书、成绩等，请
提交。曾经在母国学习过日语的申请者，请向该学校申请有记载学习
期间、上课时数（学习时间合计150小时以上）、成绩、全日/夜間等
事项的证明书。

⑨ 户口簿
请提交户口簿的复印件。必须是可以证明申请者以及同居家族关系・出
生地的文件。请提交记录了最新状况的资料。

⑩ 亲属关系公证书 请提交经费支付者和申请者关系的证明资料。

⑪ 护照的复印件
（有护照的情况）请必须复印有贴照片页。如果有出入过日本，请一
并提交印有出入日本的印章页。
（没有护照的情况）请复印身份证的正反页。

⑫
高考认证书
毕业证书的认证书

正在就读大学者或高中毕业者　→　高考成绩认证书
大专以上毕业者　→　毕业证书的认证书
※认证书请经由中国网络申请。认证书从中国的发行机关直接寄到本
校。请于以下网址确认申请方法。
URL：https://www.cdgdc.edu.cn（学位网）
     https://www.chsi.com.cn/（学信网）

⑤ 照片6张（长4cm×宽3cm）
请缴交3个月以内拍摄的照片。
背面请写名字、出生年月日、国籍。

⑥ 最终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

不需要提交原件。
※在申请时，若仍在高中、大学等学校在学的情况，除了提交最终学
历毕业证书（复印件）外，还需要一并提交现在所在学校的在学证明
书（原件，需要写清楚预定毕业的年月份）。

③ 誓约书
请使用本校指定的表格。申请者确认内容后，签名盖章。「经费支付
者签名」的部分，请经费支付者本人签名盖章。

④ 修学理由书

请使用本校指定的表格。确认填写内容无误后，签名盖章。
・简单自我介绍
・想在日本学习什么，为何有必要在日本学习
・将来要如何活用在日本所学知识，想从事什么工作
・为了到日本留学，现在有作些什么准备
请具体详细填写关于上述事项。

① 报名表(要贴照片) 请使用本校指定的报名表格。

② 履历表
请使用本校指定的表格。
学历要完整填写从小学到最终学历。工作经历若有空白
期间，请加上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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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明资料，请提交本校指定提交资料期限3个月以内所发行的文件。

(2)根据学校的要求，若有必要时须提出的资料

※关于证明资料，请提交本校指定提交资料期限3个月以内所发行的文件。

※注意：经费支付人若在日本居住，请具体咨询学校。会个别说明需要提交的资料。

＜关于奖学金＞

对应以下项目的学生，学校会颁发奖学金。（以下金额标记为日元）

⑰ 收入证明书

需要提交公司发行的年收证明书。请提交有记载最近3年所得金额的文
件。
※若公司代缴个人所得税，请必须把相关事实的文字也体现于收入证
明书内。

根据出席情况、成绩的奖学金

各级日语水平最优秀学生奖 ¥25,000 学校挑选的优秀成绩学生（每半年）

全勤奖 ¥5,000 无迟到·无缺席 出席率100%（每半年）

① 明确的资金形成资料 过去3年份。请提交银行流水记录。

⑭ 经费支付书
请使用本校指定的经费支付书。
请说明和申请者关系、支付经费的理由、支付方法等。
确认填写内容无误后，签名盖章。

⑮ 银行存款证明书（正本） 证明可以定期从日本国外送金到日本的文件。

⑯
银行存单
（照片或彩色复印件）

申请银行存款证明书时所需的存款凭证。请提交存单的照片或彩色复
印件（正面反面都要）。

精勤奖 ¥3,000 出席率98%以上（每半年）

特别全勤奖　2年课程 ¥10,000 2年整个学科课程出席率100%（课程结束时）

特别全勤奖　1.5年课程 ¥7,000 1.5年整个学科课程出席率100%（课程结束时）

根据升学情况的奖学金

除了以上奖学金，奖励升学到学校指定的国公立大学、大学院，有名私立大学、大学院的学生奖学金。

最多　￥80,000-

⑬ 在职证明书

请提交经费支付人的在职证明书（须使用公司抬头信纸）。请标明入
公司的年月份、在职期间、职务内容、地位等。若申请者有工作经
验，请一并提交在职证明书（须使用公司抬头信纸）。
※若是法人代表、或个人经营者，请提交营业许可证复印件。不需要
提交在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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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约书」「修学理由书」「经费支付书」
翻译文以及填写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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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校長　殿

貴校に入学した場合、以下の事項を遵守することを誓います。

我进入贵校就读的场合，将遵守以下事项。

1．日本の伝統・文化・習慣を尊重して受け入れ、日本国が定める法律を守ります。

   尊重并接受日本的传统・文化・习惯，遵守日本国制定的法律。

2．貴学が定める学則等の諸規則を守り、学業に専念します。

   遵守贵校制定的各种学则等规定，专心学业。

3．学費・生活費・渡航費など、日本留学に関する費用の支払いにおいて、全ての責任を負います。

   负起所有责任支付留学日本的相关费用，例如学费、生活费、出国回国费用等。

4．アルバイトを行う場合、事前に貴校の許可を得ます。不法就労は決して致しません。

   如有打工的情形，事前必定获得贵校的许可。绝对不做非法打工。

5．ビザ更新不可の場合、入国管理局からの指定期間内に帰国します。

   签证不被允许更新时，我将在入国管理局的指定期间之内回国。  

上記項目に違反した場合、貴校の執るいかなる措置にも従います。

我若违反以上事项，将遵从贵校所采取的任何处罚。

年　　　月　　　日

申請者（学生）署名： 　　　　　　　　　　　　　　　　　　　　　　　　　　　　　　　㊞

Full Name and Signature of Applicant(student) ＊印鑑をお使いの国の方のみ

     If you have a stamp.

国籍： 　　　　　　　　　　　　　　　 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Nationality Date of Birth                           Year         Month          Day 

本国住所： 　　　　　　　　　　　　　　　　　　　　　　　　　　　　　　　　　　　　　　　　　　　　　　　　　　　　　　
Address in Home Country

経費支弁者署名： 　　　　　　　　　　　　　　　　　　　　　　　　　　　　　　　㊞

Full Name and Signature of Financial Supporter ＊印鑑をお使いの国の方のみ

If you have a stamp.

申請者との関係：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Pledge for Kaisei Academy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経費支弁者本人記入
经费支付者本人填写

申請者本人記入
申请者本人填写

        開成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　誓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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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日：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修学理由＞　＊記入欄が足りない場合は別紙に続けて記入してください。
                 填写栏不够写的时候，请继续写到其他纸张上。                

1．自己紹介　　
     自我介绍

应该填写的内容 → 姓名、性别、年龄、最终学历(高中毕业・正在大学就读・大学毕业)等

大学毕业者的场合，应该写专业内容。

2．日本留学を決意した理由、および日本で学びたい内容
   决心日本留学的理由及在日本的教育机关想学习的专业

填写内容范例　↓ （以下所述项目仅供参考，不一定要全写） 

选择到日本这个国家留学的理由是什么？

为何对日本或日本语有兴趣？

用什么方法得到关于日本的情报？

对何种日本文化有兴趣？

留学是自己决定的，还是其他人推荐的？

家人对于您的日本留学有什么想法？

在日本想学些什么专业知识？

为何想学该专业知识？

高中毕业者的场合，以前所学习的内容和从此以后想学习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关系？

大学毕业者的场合，已学习的专业和想在日本学习的专业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想要改变专业内容，请说明理由。

3．「開成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に入学を希望する理由
   希望入学「开成学院日本语学校」的理由

应该填写的内容 → 是怎么知道本校的？

对本校的什么地方感到魅力而想要入学？

4．日本留学に向けて努力していること    
   为了日本留学，现在努力准备的事情

应该填写的内容 →  学习日语的情况(学习场所、时间、内容及已获得的水平等)

现在为了学习专业内容所做的准备

5．将来の目標
   将来的目标

应该填写的内容 →  将来想做什么样工作？怎样活用在日本教育机关学得的知识？

（裏面へ  反面还有填写的部分）

開成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　修学理由書
Statement of the reason for studying at Kaisei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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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成アカデミー日本語学校」卒業後の予定＞
＜「开成学院日本语学校」毕业以后的预定＞

☑ 大学学部　大学学部 □ 大学院　大学院

      希望学部・学科もしくは研究科（ ）

想选择的专业领域或研究科

□ 専門学校 )

专门学校          想选择的专业

 □　日本で就職    在日本就职

 □　その他       其他（　　　　　　　　　　　　　　　　　　　　　　　　　　　　　　　　　　　　　　　　　　　）

申請者署名
申请者签名

㊞

☑ 日本で進学
   在日本升学

専門（

 □　帰国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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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日： 年 月 日
填写日期

日本国法務大臣　殿
To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in Japan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私は、この度上記の者が日本国に｛入国した場合・在留中｝の経費支弁者になりましたので、以下の
とおり経費支弁の引き受け経緯を説明するとともに、経費支弁について保証します。

   我作为上记者在日本{入国的场合・在留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的经费支付者，就支付理由说明如下并作出保证。

1．経費支弁の引き受け経緯    负责支付学费及生活费的理由

　　（申請者の経費の支弁を引き受けた経緯および申請者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具体的に記載してください。）

   (请具体说明作为经费支付者负责支付费用的理由及与申请者的关系。)

2．経費支弁内容      经费支付内容

　私は、上記の者が日本国に滞在する間、下記のとおり経費支弁することを証明します。また、上記の者が
在留期間更新許可申請時には、送金証明書または本人名義の預金通帳（送金事実、経費支弁事実が
記載されたもの）の写し等で、生活費等の支弁事実を明らかにする書類を提出します。
    上记者在日本停留期间，我将按照以下方法支付费用。另外上记者进行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时，我将提交汇款证明书

或者本人名义的存折(记载有汇款事实、经费支付事实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等能证明生活费等支付事实的证明材料。

(1) 学費 □ 半年ごと ☑ 一年ごと 円
学费 　　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Yen

(2) 生活費 月額 円
Amount Per Month Yen

(3) 支弁方法 （送金・振り込み等、支弁方法を具体的に記載してください。）

支付方法 (送金・汇款等，请具体记载支付方法。)

㊞

（TEL： ）

（TEL： ）
＊「経費支弁者氏名」の部分は必ず経費支弁者自ら署名してください。

＊「经费支付者姓名」的部分，请经费支付者必须亲手签名。

住所・電話番号
地址・电话号码

勤務先名称・電話番号
工作单位名称・电话号码

生活费

経費支弁者氏名
经费支付者姓名(签名)

申請者との関係
与申请者的关系

　

 男 □  女

Male Female

記

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性　別
Gender

☑

経　費　支　弁　書
State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申請者氏名
申请者姓名

国　籍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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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12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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