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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

◇升学课程
升学课程：
为学生提供升学日本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学校而制定的课程。
入学手续后进行班级编排考试，决定适当的班级，按等级进行授课。

・ 升学 1 年半课程
・ 升学 2 年课程

10 月入学
4 月入学

Ⅱ．升学课程概要

1 年半课程

2 年课程

入学月份

10 月

4月

班级人数

15～20 名

15～20 名

每周课程时间

20 小时

20 小时

总时间

1,200 小时

1,600 小时

招生人数

20 名

20 名

上课时间：每周 5 天制（周一至五）1 天 4 小时 ※周六日、公众假期休息
上午课程 9:00-12:30

/ 下午课程 13:15-16:45

长期休假：暑假 7 月下旬～8 月中旬
寒假 12 月下旬～1 月上旬
春假 3 月中旬～4 月上旬
本校每 3 个月为 1 学期，分为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学期，共 4 学期制。

Ⅲ．学校费用

首年度费用

1 年半课程

2 年课程

入学考试费

20,000 日元

20,000 日元

入学手续费

50,000 日元

50,000 日元

教学费

567,600 日元

567,600 日元

主要教材、辅助教材等

42,000 日元

42,000 日元

20,000 日元

20,000 日元

设施费、学生福利费
[设施维护、冷暖气等]
[留学生保险加入费]
[校外项目、社会参观费等]
首年度支付费用 小

计

699,600 日元

699,600 日元

0 日元

0 日元

283,800 日元

567,600 日元

21,000 日元

42,000 日元

入学手续费
教学费
主要教材、辅助教材等
次年度费用

设施费、学生福利费
[设施维护、冷暖气等]

10,000 日元

[留学生保险加入费]

20,000 日元

[校外项目、社会参观费等]
次年度支付费用 小
支付费用

计

合计

314,800 日元
1,014,400 日元

629,600 日元
1,329,200 日元

首年度费用不可分期付款，必须一次性支付。次年度则可以半年度分期支付。
退款规定：按照以下学校规定接受退款。
1. 日本政府不予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的情况下。
→日本政府不予发放入学申请人在留资格认定证明的情况下，将返还入学考试费。
2. 虽然发放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但是不申请入境签证(Visa)而不来日本的情况。
→除入学考试费以外，返还包括入学费在内的所有学费。但是，若没有把入学许可证、在留
资格认定证明返还给本学校，则不返还。
3. 在驻外使馆申请了入境签证但不被批准致不能来日本的情况。
→除入学考试费以外，返还包括入学费在内的所有学费。但需要返还入学许可证，并必须开
具证明，证实驻外使馆没有发放签证。
4. 取得了入境签证，但在来日本之前放弃入学的情况下。
→入境签证未使用，且确认其失效后，返还除入学考试费及入学费以外的所有学费。但是，
必须把入学许可证返还给本校。
5. 取得入境签证后，来日入学的学生中途退学的情况。
→入学考试费、入学费、教学费以及其他所有支付费用皆不予返还。
6. 来日本后没有入学的情况。
→视为中途退学，遵从第 5 项的规定。

IV. 从申请到入境的流程

①申请
(1)关于申请资格和日语能力的入学许可标准。
1. 申请人在祖国修完 12 年的学校普通教育课程，或者以此为准且最终学历毕业 5 年以内。
2. 申请人在祖国有参加日语教育机构，
并由该校发行 150 小时以上的日语学习时间证明。
或，
于国外举办的下列，日本入管局认可作为日语能力判定标准的日语考试等，能向入管局提供
证明达到以下任何一个水平的认定证书，或预计取得证书的〔有下列日语考试的准考证，在
入管的指定日期之前能提交合格证书〕
。
①JLPT(日语能力考试)：N5 级以上
②NAT-TEST：N5 以上
③J.TEST(实用日语检定)：F 级以上的认定或分数在 250 分/500 以上
④PJPT Top J(实用日语运用能力考试)：初级 A 以上
⑤STBJ(标准日语测试)：350 分
⑥GNK(生活·职能日语检定考试)：B 课程检定的中级、准中级以上
⑦BJ T(商务日语能力测试)·J LRT(听阅读测试)
⑧中国“高考”：约 450 分/750 (答对 60%为标准)
*在低于 450 分的情况下，超过第三批次本科成绩的情况下也可以。
(2)申请方法：
填写本校的入学申请书等，并提交给本校的当地指定代理。

②选拔
(1)学校审查。
选拔方法：1. 资料审查
2. 现场面试

（ⅰ）笔试
（ⅱ）本人及经费支付人的面试
（ⅲ）确认提交的申请相关文件的真伪

通知选拔合格的申请人。
合格者请将在留资格认定证书交付申请所需的文件(见附带申请文件清单)提交给本校的当地
指定代理。
为了让申请人获取在驻外领事馆等申请日本留学签证时所需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
，将由本
校代替申请人向东京入境管理局转达提交申请。
(2)入管审查。
交付结果通知(大概在申请完成后的 3 个月后)。

③入境
Ⅰ发放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的入学申请人：
（１）本校会用邮件、Fax 向申请人发送入学许可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扫描件、学费请款书
扫描件。请申请人向本行指定银行支付首年度费用。
（２）本校确认收到首年度的学费全额后，将会向申请人邮寄入学许可证原件、在留资格认
定证明原件、学费请款书原件 （国外汇款时银行所需的重要文件。
）
、资格外活动许可
申请书（可在成田、羽田机场进行在留卡交付手续时一并申请。）
首年度学费汇款
请把首年度学费款项汇到下列银行。

<Payment to>
Name of the bank: MIZUHO BANK, LTD. Branch name: CHIBA BRANCH
Address: 1000 SHINMACHI CHUO-KU CHIBA-SHI CHIBA JAPAN
Bank Swift Code: MHCBJPJT
Account number: 280-2187656
Account Name: AID CO., LTD
AID International Academy
Account Addres:1-5-23 SHINJUKU CHUOU-KU CHIBA-SHI CHIBA JAPAN
※汇款人栏请务必填写学生本人的全名，而非汇款人的名字。
※汇款所需的下述手续费请由汇款人负担。
ⅰ）银行汇款手续费(BankTransferFee)
ⅱ）日元汇率手续费(LiftingCharge)
（３）在日本驻外公馆(大使馆、领事馆)申请签证
（４）发放签证
签证签发后，购买机票，来日日期确定后请尽快通知指定代理。另外，周末和节假日因学
校休息，没有学校职员值班，无法安排机场接送，所以入境日请务必避开周末和日本的公
众假期。
（５）入境：需要“入境当天的迎接”的人最迟请在入境一周前通过指定代理联系本校。本
校将会回复告知接机时的详细信息情况。
入境当天需要“入住宿舍”的学生，最迟请在一周前通过指定代理联系本校。
II 没有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的人。
根据入管规定，除了毕业证书、日语能力考试合格认定书、中国统一考试的结果等不能再
发行的证书原件外，提交给入管审查的资料原件将不返还给申请者。请谅解。入管局公布
的资格不发放理由和入管局返还的不可再发行的原件会寄回给申请人。

◇一般在日外国人课程
本课程面向已持有短期逗留签证或有效签证，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可随时入学。
1. 上课期间
・以一个月为单位。
・在课程结束的一周前会向您确认是否继续就读。
2. 上课时间
・每月 60 小时(1 天 4 小时：45 分钟×4)。
3. 支付费用
・入学费

0元

・教学费

48000 日元/月

・设施費

1500 日元/月

・教材费

根据实际费用支付

⇒入学时请一次性预付。次月以后也一样。
4. 入学时所需的文件
・入学申请书(本校指定格式)
・·一张照片(入学申请书黏贴用，长 4 cm×宽 3 cm，6 个月内拍摄的照片)
・护照复印件
・在留卡复印件

◇私人课程
可以根据您希望的日期、时间、内容来设定课程。
本课程推荐社会人士参加。详细情况请向本校工作人员咨询。

欢迎咨询
AID 国际学院
千叶县 千叶市 中央区 新宿 1-5-23
Tel: 043-302-8003
Fax: 043-302-8002
https://aid-academy.jp/
Email: info@aid-academy.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