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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法人アリス国際学園 

アリス日本語学校 横浜校   

日本語コース募集要項 2021 

ALICE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YOKOHAMA CAMPUS 
Guidelines for Applicants 2021 

  

Address：3-176-2, Negishi-cho, Naka-Ku, Yokohama, Kanagawa, Japan        Postcode 231-0836 

TEL    ：+81-45-232-4330   FAX ：+81-45-232-4331 

E-mail   ：info@alice-japan.net     WEB  ：http://www.alice-japan.net 

 
 
 

１ 課程概要 

 

課程 定員 課程期間 上課時數 上課週數 入學時期 

2 年課程  60 名 2 年 1600 時間 80 週 4 月 

１年半課程  40 名 1.6 年 1200 時間 60 週 10 月 

・上課日期：原則為平日周一至周五（國定假日不上課） 

・上課時間：9:00～12:10（上午班級）或 13:00～16:10（下午班級） 

 

２ 報名資格 

符合以下全部條件者 

（Ａ）在日本國外修畢教育部認定之 12 年以上正規學校課程者 

（Ｂ）具備 150 小時以上日語學習經驗者 

（Ｃ）最終學歷畢業後，原則上未満 5 年者 

 

３ 選考方法 

① 書類審査 

② 筆試測驗（日本語） 

③ 面試（學生本人與經費支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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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出願書類 

１．申請者（學生本人） 
 

 申請資料 形式 注意事項 

1 入学願書 本校指定格式 （附照片） 

2 履歴書 本校指定格式  

3 畢業證書 正本 ・最終學歷之畢業證書 

4 成績證明書 正本 ・最終学歴之成績證明書 

5 
日本語能力相關證明
文件 

正本 

・日本語能力試験、J-TEST、実用日本語検定試験、NAT-TEST 等測
驗考試之成績證明書（影本可） 

・當地之日本語教育機関(補習班等)發行之日本語学習証明書（150
小時以上） 

6 照片（５張） 長 4cm×寬 3cm 
・3 個月以内拍攝之彩色證件照(正面、無帽、無背景) 

・請於相片背面清楚記載國籍、姓名資訊 

7 健康診斷書 無指定格式 ・申請日起算 3 個月以内之診斷證明(需含 X 光檢查項目) 

8 護照 影本 
・持有者須提出 

・有紀錄事項的頁面必須全部影印提出 

9 在職證明書 正本 ・在職者，請提交由就職單位發行之在職証明書 

10 報名費(選考料) － ・ 20,000 日圓 
 

※若有特殊學歷（小學入學年齡與一般規定不符等）狀況者，請與招生負責人聯繫。 

 
●越南或中國國籍者 

・取得中國之高中畢業學歷者，請提出由大學入學統一測驗中心（高考）「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CHSI)」所發行之證明書（有記載
載高考成績之文件）。 

・取得中國的大學（含大專）學歷者，請提交「教育部學歷認定中心(CDGDC)」所發行之學歷認證證明書。 
・針對越南的申請書類，請儘可能申請正式認證之文件提交。 
・越南或中國國籍者，請提出「戸籍謄本」之影本 

 

※出願書類之注意事項 

※ 所有申請之證明文件需使用發行日起 3 個月內之文件。(不符合規定者請重新申請) 

※ 填寫申請表時若需修正，請勿塗改或修改，需重新寫一份。 

※ 提交以上基本書類之外，根據不同情況可能需要提出追加文件。 

※ 提交的文件（畢業證書以外）將不予返還；請自行保留所需文件的副本。 

※ 提出的書類與證明文件若有不實及偽造的情形，將取消該申請者之入學許可。 

※ 對於資料不齊、不備之申請，本校將不予受理報名。 
※ 外國語文件請附上日語翻譯（英語版文件也需要翻譯日文；專有名詞可以為英文） 
 

２-１．經費支付者（居住海外・使用海外匯款） 
 

 申請書類 形式 注意事項 

1 經費支付書 本校指定格式 ・由經費支付者填寫 

2 經費支付者家族一覧表 指定格式 ・經費支付者家族成員及同居者等相關文件 

3 關係證明書 正本 ・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關係的證明書 

4 銀行存款證明 正本 ・存款金額需足以負擔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所需學費與生活費 

5 相關資金證明文件 正本 ・資金往來紀錄或銀行存摺紀錄 

6 在職證明書 正本或影本 
・須記載公司地址、電話號碼、擔任職務、在職期間等情報 
・自營業者請提供營業登記證等相關文件之副本 

7 所得證明書 正本 
・ 3 年份之證明文件 
・具有經費支付能力之證明文件 

8 戶籍謄本 正本或影本 ・經費支付者之戶籍謄本(全戶)／家族成員之身分證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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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經費支付者（居住在日本國內） 
 

 申請書類 形式 注意事項 

1 經費支付書 本校指定格式 ・請填寫本校指定格式文件 

2 住民票  正本 
・日本國籍者は，請提出[住民票] 

・外國國籍者，請提出[住民票]與[在留卡影本表)]を提出 

3 銀行存款證明  正本 ・存款金額需足以負擔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所需學費與生活費 

4 在職証明書 正本 
・須記載公司地址、電話號碼、擔任職務、在職期間等情報 

・自營業者請提供營業登記證等相關文件之副本 

5 所得・課税證明書 正本 ・3 年份之證明文件 

6 關係證明書 正本 ・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關係的證明書 
 

※關於經費支付者之義務與責任 

作為經費支付者（留學期間保證人），對於所擔保之申請者，需擔負以下義務與責任： 

① 需負擔留学生在日期間之學費、生活費。 

② 對於留学生在日期間之學業、生活、金錢狀況等問題、將負起全部責任。 

 
 

５ 學 費 

◆  2 年課程（4 月入學） 

 １年前期（4 月～9 月分） １年後期（10 月～3 月分） ２年前期（4 月～9 月分） ２年後期（10 月～3 月分） 

選考料 20,000 日圓 ― ― ― 

入学金 90,000 日圓 ― ― ― 

學 費 280,000 日圓 280,000 日圓 280,000 日圓 280,000 日圓 

設備費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教材費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合 計 430,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 １年半課程（10 月入學） 
 

 １年後期（10 月～3 月分） ２年前期（4 月～9 月分） ２年後期（10 月～3 月分） 

選考料 20,000 日圓 ― ― 

入学金 90,000 日圓 ― ― 

學 費 280,000 日圓 280,000 日圓 280,000 日圓 

設備費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教材費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合 計 430,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學費退費之相關規定 

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符合下列任一狀況者，扣除報名費 20,000 日圓後，將予以返還已支付之學費金額。退費時所
產生之匯款手續費將由申請者全部負擔。（已發行之入學許可証、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需歸還學校） 

① 放棄申請簽證手續。 

② 辦理簽證手續時，受到簽證發給拒絕。  

③ 順利取得簽證，但申請者本人放棄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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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費用 

禮金 管理費 房租 合計 

4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35,000 日圓/月×6 個月 270,000 日圓 

・需要本校安排住宿者，入住前須預先支付 6 個月的宿舍費用（35,000 日圓×6 個月＝270,000 円）。 

・此外，入住前須支付禮金 40,000 日圓與管理費 20,000 日圓。 

 
■其他費用 

・寢具組 10,000 日圓、接機費 10,000 日圓、保險費（4 月生：2 年分 6,000 日圓、10 月生：為 1.6 年分 4,500 日
圓），於入學時支付。若不須代訂寢具與接機安排，請於事前聯繫。 

 

7 参 考 

■關於國民健康保險 

・毎月約 1,500 日圓 

※本校全體留學生都必須加入國民健康保險。 

※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後，僅須負擔 30％的醫療費。 
 
■關於課外打工活動 

・本校之留學生所持有的在留資格為「留学簽證」，根據日本入國管理局之規定、在取得資格外活動許可、並於不影響學業的
情況下，每周可從事 28 個小時以內的打工活動。（在長假期間每日可從事 8 小時以內打工） 

 
■關於生活費 

・每月的基本生活費約 70,000 日圓左右。原則上能夠透過打工活動支付生活費的開銷。但建議至少需準備足夠預備金，儘
可能專注於學業上用心學習。 

 
■關於獎學金 

成績及學習態度優良者，將有機會透過校內選拔推薦，申請以下獎助學金： 

●「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私費外國人留学生獎勵費」   48,000 日圓 × 12 個月(或 6 個月)  …  若干名 

 
 

8 費用支付方式 

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請依照請求書中記載之金額，於指定日期前匯款至本校的銀行帳戶。 

■日本國內匯款 

 神奈川銀行 根岸支店 普通 5014218  学校法人アリス国際学園  

■海外匯款   

 Bank name ,  MUFJ Bank, LTD. 

Branch name KANAZAWA BRANCH 

Bank address 2-3-25 Korinbo, Kanazawa, Ishikawa, Japan 

Account number 49457 

SWIFT CODE BOTKJPJT 

Account holder’s name Gakko houjin ALICE kokusai Gakuen, Director Takezawa Atsuko 

Account holder’s address Enkoji-Honmachi 8-50, Kanazawa, Ishikawa, Japan 

另外，也可使用 Flywire 進行支付（學費匯款・代匯服務） 

⇒ https://www.flywire.com/pay/alice-yokohama 

６ 入寮費用・來日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