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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本校的教育理念为：通过日语教育培养国际感觉——理解并接受日本以

及同学出生国的文化、社会、习惯，同时造就将来能够引领国际社会的人才；

通过与新潟市区居民积极的交流，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为使各位将要在这里

生活的新潟市进一步踏上国际化之路做出贡献。

赴日留学将会成为各位人生中的转折点，大大地影响到今后的人生道路。

在本校学习的时间，之所以是很重要的阶段，是因为各位在此期间探索未来

前进的方向，为在毕业后升入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或就职单位进一步掌握

高深知识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本校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教学课程及课外活动，经验

丰富的教师和员工们都会全力支援各位的学习、生活。而且，我们学校采用小班制，可以针
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精细指导。

我希望各位在本校学习正确标准的日语的同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活动，积累多种有益的
经验，度过充实的留学生活。我代表本校全体员工欢迎你们的入学。

国际日语学校 校长 郑 鹤均

教育方针

使用语言互相沟通，就需要“听”、“说”、“写”、“读”这4种能力。本校以能够

综合地、自由自在地运用这四种能力进行沟通为目标，采用小班制授课。另外，我们会尽量

更多地为留学生们提供可以在校内外与各行业日本人士交流的机会，通过指导与训练，让

留学生们理解日本的文化、社会、历史、习惯，适应日本社会，掌握丰富的日语表达能力。

我们学校也将重点放在毕业后升入专科学校、大学等时需要的“日语能力考试（JLPT）”、

“日本留学考试（EJU）”等考试对策上。特别是针对日语能力考试，待进入初级班后半期，

就开始讲考试对策课。我们制定的最终目标为：选择一年半课程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取得N2

以上的成绩，选择两年课程的学生考上N1。

毕业之前，本校将举办毕业发表会，作为在本校日语学习的成果，学生们根据自己

选择的题目进行调查研究，用日语发表。届时也会邀请学生们在校期间交流过的日本友人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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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介绍

新潟市人口约有81万，是日本海一侧唯一的最大政令指定都市，也是环日本海地区

--中国、韩国、俄罗斯的主要交易窗口。

从新潟到东京乘新干线只需一个半小时，新潟机场有飞往日本国内主要城市及国外的

直飞航班，交通十分便利。
新潟县面临大海、为群山以及河流所环绕，是以出产日本最优质稻米而闻名的谷粮仓

地带。这里的饮食文化因为有着丰富的海鲜山珍而十分发达，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被称为
“饮食王国”。

另外，新潟的工匠既认真又诚实，由他们制做的工艺品、精密机械等被出口到世界各国，
其技术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

新潟市虽然是座地方城市，可是新潟人一般讲的是标准的日语。而且，新潟物价便宜，
治安也很好。新潟人看到外国人在生疏的地方努力生活，都会不由自主地帮助他们。有这样
淳朴和善的新潟人守护在身边，对留学生来说，这里拥有可以安心埋头学习的理想环境。

各种各样盛开的鲜花在报告着春天的到来。

夏季的烟火像大朵花卉在夜空中盛开。

新潟空气清澈，可以看到格外美丽的红叶。

很多天鹅飞来新潟市，其数量日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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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办理入学手续流程

４月入学 10月入学

8月1日-10月31日 3月1日-5月31日 ★ 提交入学申请书及申请资料

◎１

◎２

◎３

◎４

10月1日-31日 4月1日-5月31日 ★ 通知入学审查结果

校方通知报考者书面审查结果。

11月15日 6月15日 ★ 交付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资料齐全后，校方向东京入国管理局办理申请。

第二年2月末 8月末 ★ 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3月1日-15日 9月1日-15日 ★ 办理入学手续

请缴纳学费等入学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3月5日-20日 9月5日-20日 ★ 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及入学通知书

3月10日-31日 9月10日-30日 ★ 申请留学签证

★ 交付留学签证

★ 办出国手续

◎１ 请办出国手续。

◎２ 赴日日期和时间确定之后，

请与学校联系。

4月1日-中旬 10月1日-中旬 ★ 日本入境

◎ 经由成田机场到新潟

在成田机场乘坐日本国内航班到新潟机场……

◎ 直接飞往新潟机场

韩国：经由仁川

中国：经由哈尔滨或者上海到新潟

★ 学校的职员去新潟机场迎接你们！

4月中旬 10月中旬 ★★ 入学典礼

关于申请时需要的资料，请参照一览表。

手续内容（★报考者办理　★校方办理　★官方办理）

东京入国管理局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之后，
校方将通知报考者。

确认学费缴纳完毕之后，学校将在留资格认定书和入学通知书
邮寄给报考者。

收到留学签证后，
请与学校联系。
校方开始做接收准备工作。

请带好在留资格认定书和其他所需资料，到驻华日本使馆申请留学签证。

请注意：文件不齐全或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交资料的情况下，将被视为不
合格。

需要修正资料时，校方随时与你们联系，请大家配合。

提交资料时，请缴纳报名费。

成田国际机场

在IJC学习的大家

恭喜你们入学了！

新潟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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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费

４月份入学课程（两年）

第一年 第一年 第二年

3．奖学金制度

入学六个月以后，学校将授予出席率好、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奖学金。

1 　月额　30,000日元（一年）

2 　月额　30,000日元（一年）

3 　月额　10,000日元-50,000日元 （半年）

4．生活费（大体的基准）

①宿舍费的大体基准：　在学校指定的公寓里住一年为前提

　　※　包括押金、酬谢金、家财险保费、被褥、煤气灶费。

　　※　不包括家具、家电、伙食费、水电费，煤气费等。

　　※　新潟的房租为东京的大约三分之二左右。

②房租以外的生活费大体的基准（一个月）

5．打工

◎主要打工场所及计时工资的大体基准

洗餐具、厨房助手

商品补充、卫生清扫、收款

产品检验、商品包装、发货准备

床铺整理、卫生清扫等

加油、洗车

260,000日元-380,000日元

440,000日元

10月份入学课程（一年半）

第二年

总计

授课费

教材费等

入学注册费

报名费

　　项目

奖学金金额

　国际日语学校奖学金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学习奖励费

　国际日语学校后援会奖学金

内容

　新潟物价很便宜，交通费也大体上不需要。
将伙食费、煤电费和其他杂费加在一起，大概为40,000-50,000日元左右。

两个人以上

单人房间

同住人数 一年的费用（每人）

课程

748,000日元

600,000日元

 57,000日元

 60,000日元

 31,000日元 ―

748,000日元

600,000日元

 57,000日元

 60,000日元

 31,000日元

622,000日元

600,000日元

  22,000日元

―

300,000日元

―

―

―

300,000日元

　110,000

   　- 120,000

 　95,000

   　- 100,000

　105,000

   　- 110,000

　950

  　-1,000

　850

  　-900

 1,000

  　-1,100

 　95,000

   　- 100,000

　850

  　-900
超市、便利店

　要是住在东京的话，就需要70,000-100,000日元左右，
将住在新潟时需要的生活费跟东京比起来，其费用大约一半或者三
分之二左右。

　900

   　-950

  1,150

    -1,250

  1,050

    -1,125

  1,250

    -1,375

   1,050

     -1,125

  1,125

     -1,150

◎学校有专职人员应对关于学生打工的咨询。
　学校为学生们介绍打工的地方，也指导你们如何打工，发生问题时还会帮你们解决，
　学生们可以放心打工。

　100,000

   　- 105,000

加油站

行业种类 工作内容 平均月薪

宾馆、大厦等

工厂

饮食店

白班 夜班

计时工资（单位：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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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年的主要活动安排

年度 月

4月 入学典礼、入学教育、赏樱花

5月

6月 初级Ⅰ结业考试、郊游

7月 七夕、烧烤派对

8月 初级Ⅱ结业考试、新潟庙会、暑假

9月 赏月派对

10月 入学典礼、入学教育

11月 体育运动大会

12月 中级Ⅰ结业考试 圣诞节派对 初级Ⅰ结业考试

1月 日本新年（正月）活动、去雪山玩儿（滑雪、打雪仗等）

2月 立春撒豆驱邪、情人节派对

3月 女儿节、春假 初级Ⅱ结业考试

4月 新生欢迎会、赏樱花

5月 中级Ⅱ结业考试、体检

6月 郊游

7月 中级Ⅰ结业考试

8月

9月 中高级结业考试 升学指导、赏月派对

10月

11月 日本留学生考试、体育运动大会 中级Ⅱ结业考试

12月 高级Ⅰ结业考试

1月

2月 立春撒豆驱邪、情人节派对

3月 毕业发表会、毕业典礼＆派对

课程表　（例）

初级班 中级班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1 1

2 2

3 3 写作

4 汉字 写作 阅读 听力 写作 4

高级班 日语能力考试结束后的课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1 1

2 2

3 写作 3

4 4

日语能力考试对策（N1)

集中学习语法、词汇、汉字、

阅读和听力。

综合

作为学习日语的集大成，

做举办毕业发表会的准备。

举办毕业发表会的时间为

毕业前最后一周。

体

验
日
本
文

化

市民交流会、体检、交通安全指导

市民交流会、体检、交通安全指导

新生欢迎会、万圣节派对

全课程共同的 10月入学课程（一年半）4月入学课程（两年）

日语能力考试对策（N３-N2)

集中学习语法、词汇、汉字、

阅读和听力。

综合

市民交流会、交通安全指导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综合

以语法为主，

综合地学习口语会话、文字、阅读和听力。

综合

JLPT对策集中讲座、新潟祭、暑假

JLPT、七夕、烧烤派对

日本新年（正月）、日语演讲比赛

JLPT、圣诞节派对

新生欢迎会、万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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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必需资料

A：报考者本人的资料

① 入学申请书

② 报考者的面部照片５张（长为４cm×宽为３cm）免冠、无背景、不戴眼镜的正面照片

③ 简历书

④ 留学理由书

⑤ 经费支付人亲属及家属一览表

⑥ 最终毕业学校的毕业证书等 毕业证或者毕业证明

⑦ 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 成绩表的原件或者成绩证明书

⑧ 日语学习经历证明

⑨ 日语能力考试合格证的复印件或者准考证 (JLPT, Nat-Test 等)

⑩ 证明身份的资料 户籍誊本、居住证（或者日本的“住民票”)、身份证等

⑪ 在学证明 限于现在的身份为学生的人

⑫ 在职证明 学校毕业后到现在为止所在工作单位等开的证明

⑬ 护照的复印件 限于已有护照的人。复印全部页数

⑭ 报名费 31,000日元

⑮ 学校要求的其他资料 交完入学申请书后，学校再请你们准备的情况也有。

B：经费支付人的资料

① 经费支付书

② 身份及经费支付保证书

③ 证明与报考者之间关系的官方资料 亲属关系证明、出生证明、户口等

④ 银行存款余额证明

⑤ 存折的复印件 复印存折中记载着近三年情况的全部页数

⑥ 证明自己职业的资料 在职证明、营业执照、公司的登记证书等

⑦ 收入证明书 近三年的

⑧ 纳税证明书 近三年的

⑨ 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料 户籍誊本、居住证（或者日本的“住民票”)、身份证、在留卡等

⑩ 学校要求的其他资料

★ 注意事项

① 官方开的证明书等只限于向东京入管局申请之日算起，前三个月之内开的。

② 复印资料时，请统一使用A4纸。

③ 复印资料时，不可双面复印。

④ 如果需要提交的资料中有使用日语以外语言的，请务必付上日语译文。

需要提交的资料 备考

需要提交的资料 备考

日语教育机构开的记载有学习期间、学习总时间(150小时以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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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に勉強しよう！

国际日语学校

教室

多功能教室

图书馆

保健室

自习室

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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