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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校的特色  
  

1. 培养语言交流能力 

以掌握基础日语知识及自然流畅的日语为目标，着重培养交流沟通能力。留学课程根据学生的日语程

度安排合适的教学课程，不仅系统地学习日语，而且通过各种技能的教学科目和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满足学生的广泛需求。无论是在日本升学，活跃在商务领域，还是融入日本社会，熟悉日本文化，与

日本人交流等等，可以帮助学生实现各种目标。 

 

2. 多国籍 

 ARC 大阪日本语学校是一所拥有来自世界各地 30 多个国家在籍学生的国际学校。通过与不同国籍的
同学进行交流，在学习日语的同时，还可以接触多种文化。 

  

3. 指导发展方向 

 
 (１) 升学辅导 

 以希望升入大学院・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学生为对象，会定期举办升学说明会，提供最新的升学信息。

 还会 提供精心周到的升学辅导，对要选择理想志愿校的同学实施个别咨询。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直

 接由本校向指定校推荐入学。 

 

    ◆指定推荐校 
   大阪国际大学, 太成学院大学, 大阪成蹊大学, 大阪观光大学, 东大阪大学, 等 
 

    ◆近年主要升学院校（排名不分先后） 
大 学 院∶ 京都大学大学院, 大阪府立大学大学院,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 立命馆大学大学 
    院, 近畿大学大学院, 神户大学大学院, 桃山学院大学大学院, 大阪学院大学大学 
    院，京都精华大学大学院，等 
大    学∶  大阪大学, 关西大学, 关西学院大学, 同志社大学, 立命馆大学, 近畿大学, 龙谷大 
    学, 京都精华大学，滋贺大学，和歌山大学，成安造形大学，东京工艺大学，武藏 
    野美术大学，多摩美术大学，大手前大学，中京大学，桃山学院大学，明治大学, 
    京都产业大学, 大阪国际大学，等 
专门学校∶ 日本写真艺术专门学校，辻调理师专门学校，大阪 SCHOOL OF MUSIC 专门学校，
  东京 SCHOOL OF MUSIC 专门学校, 大阪观光商务学院，VISUAL ARTS 专门学校
  大阪，京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大阪 BRIDAL 专门学校，HOSPITALITY TOURISM 
  专门学校，翼路(EHLE)学园，HAL 大阪, 等 

 

    (２) 付费应试对策讲座 
  针对日本留学试验日语科目（6 月/11 月）和日本语能力试验（7 月/12 月），开设以问题练习形式的 
  应试对策讲座（若报名人数少于最少参加人数的话不会开班）。 
 

    (３) 就职支援 
  学校有持有职业介绍资格的职员，可以为学生就业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 

 

 4. 奖学金 
  成绩・出席率优秀的学生有资格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学习奖励费”（有校内选考）。 
 

 5. 校外学习・丰富多彩的活动 
    学校会定期举行校外学习，运动会，演讲比赛等课外活动。还会多次提供与日本人自由交流的机会。 

 

 6. 介绍学生宿舍，寄宿家庭 
     学校可以介绍安全舒适的学生宿舍或 SHARE HOUSE，还可以依照学生希望介绍日本人的寄宿家庭。 

 

 7. 多种语言应对 
     学校有精通英文，中文和韩文的职员，欢迎随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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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程介绍  
 

 

开设班级 入门班～高级班 

入学月份 4 月・7 月・10 月・1 月 

学习期间 6 个月～2 年 

签证种类 留学签证（由学校代学生向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1. 目    标 ： 该课程的目的是指导学生能够系统且正确地掌握日语，进而帮助学生达成个人的学习目

标。根据入门/初级/中级/高级日语水平分班，均衡地提高「听・说・读・写」4项语言

技能。 

2. 报名条件 ：  

1. 身心健康，持有高中毕业以上学历者(受过 12 年以上教育者)。 

2. 能够提供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CDGDC)发行的学历认证，或者全国 

  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CHSI)发行的高考/会考成绩认证者。 

3. 有 JLPT、J-TEST、NAT-TEST 的任何一种日语考试合格证书者。 

   (JLPT 以外的证书另要提供 150 小时以上的日语学习时间证明) 

4. 最终学历毕业后不超过 5 年。 

5. 无日本研修经历，无日本被拒签史。 

6. 通过学校所规定的面试合格者。 

 

3. 学习期间 ： 学习期间为 6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以在日本升学为目的者原则上预计毕业时期为 3 月。

根据本校发行的「入学许可书」和入国管理局颁发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可获得在

留资格为「留学」的签证。留学签证可以在规定期间内申请延长。 

 

4. 入学时期 ： 一年有 4 个学期，入学月份为：1 月、4 月、7 月、10 月。 

 

5. 2018 年度课程安排 ：1 学期＝3 个月(48 天) ※日程可能会有变动。 

 

 

 

 

 

 

 

 

6. 上课时间 ： 每节课为 45 分钟，每天 4 节课。依照入学时进行的日语水平考试结果分班，以后每学

期根据成绩来决定下学期的班级。上课时间根据所在班级而不同。 

 
 
 
 
 
 
 
 
7. 休 假 日 ： 周六、周日、国定节假日、暑假、学期末休假及校长特定休息日。 

 

8．法律违反等： 如果有违反法律、违反校规、延迟交纳学费的情况发生，会开除学籍并强制勒令归国。

无故长期缺席及不遵从校长指示者亦按此处理。在籍期间要求出席率保持在 90％以上。 

  

入学期 入学式（报到/分班考试） 上课期间 

4 月期 4 月 4 日    4 月 9 日～6 月 21 日 

7 月期 7 月 3 日    7 月 8 日～9 月 20 日 

10 月期 10 月 7 日 10 月 10 日～12 月 18 日 

1 月期 1 月 8 日   1 月 14 日～3 月 24 日 

 上午班（中级/高级） 下午班（入门/初级） 

第一节课 9:15-10:00 13:30-14:15 

第二节课 10:00-10:45 14:15-15:00 

第三节课 11:00-11:45 15:15-16:00 

第四节课 11:45-12:30 16:0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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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入学手续  

 

1.  由申请至入学的流程 

①  提交入学申请书(本校规定格式) ・缴纳选考费  (申请人→ARC) 

   ↓   ※ 约在入学预定日的 5～6 个月前。 

   ※ 选考费一经交付无论任何理由不予退还。 

②  校内选考・合格通知  (ARC→申请人)  

   ↓   ※ 资料审核以及电话面试。 

 ※ 提交资料若发现虚假或是资料不齐全会取消入学资格。 

③  向大阪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ARC→大阪入国管理局)  

       ↓    ※ 约在入学预定日的 4～5 个月前。 

④  大阪入国管理局颁发「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大阪入国管理局→ARC) 

       ↓    ※ 约在入学预定日的 1～2 个月前。 

⑤  缴付入学金和学费(申请宿舍)  (申请人→ARC)  

      ↓   

⑥  邮寄「入学许可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原件  (ARC→申请人)  

↓ 

⑦  向日本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  (申请人→日本领事馆)   

↓ 

⑧  入境日本・拿到在留卡  (入境机场的入国管理局→申请人) 

           ↓ 

⑨  报到・分班考试・入学  

 

2.  缴费、汇款等注意事项 

选考费/入学金/学费由本人或代理人直接向 ARC 大阪校事务局缴纳，或汇款至指定银行账户。 

也可以利用 FLYWIRE 汇款系统使用信用卡或本国货币支付。 

 

 ① 通过银行汇款 

 汇款时请务必以申请人本人的名义办理。汇款后请尽快把汇款明细传真或 Email 至学校。 

 汇款手续费由申请人负担。学校收到的金额与应支付的金额有差额时，请在学校报到后补交。 

汇款银行 Bank/Branch 
三井住友银行 难波支行(111)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 NAMBA BRANCH(111) 

银行地址 Address of Bank 5-1-60 Namba, Chuo-ku, Osaka  542-0076 

SWIFT SMBCJPJT 

账户号码 Account No. 普通 FUTSU 8099162 

账户名称 Account Name 学校法人国际学友会 ARC ACADEMY OSAKA 

收款人地址 

Beneficiary Address 

349 Gokuishi-cho Manjuji-dori Karasuma-nishiiru349  

Shimogyo-ku Kyoto  600-8429 

 
   ② 通过 FLYWIRE 汇款系统支付 

   请通过以下网站汇款： https://www.flywire.com/pay/arc-academy-osaka 

 

 4.  申请资料  

 
◆ 关于申请资料的注意事项 

1. 除护照，身份证，户口本以外，所有资料都必须提交原件。 

2. 原则上各种证明书需要是 3 个月以内发行的文件。 

3. 非日语的资料需要附日文翻译(使用 A4 纸)。本校可提供收费翻译服务(10,000 日元/要另行申请)。 

4. A(入学申请书)B(履历书)C(经费支付书)需要使用本校规定格式。 

5. 提交的资料原则上不予返还，如有需要返还的资料，请在申请时声明。 

6. 因为有可能需要通过电话(包括手机)，传真或 Email 等方式确认提交资料的内容，请务必填写入学申

请书中上述各项内容。 

7. 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有可能会请申请人提供下述以外的资料。 

8. 提交资料若不完整或是发现内容有虚假则会取消入学资格并强制遣返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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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申请人的资料 

○1  A 入学申请书(本校规定格式) (必须由申请人本人填写)  

・姓名： 英文名字栏请填写与护照相同的拼音字母(大写)。  

・出生地/现住址： 根据户口本(或暂住证等)的内容填写。 

・留学预定期间： 6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详细填写年月。本校毕业后有意升学者以每年 3 月为

        结业时期，因此学习期间根据入学时期而不同。 

○2  B 履历书(本校规定格式) (必须由申请人本人填写)  

【B-1】 

・学历：按小学至最终学历的顺序填写。学校种别栏目请填写(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 

        科)(硕士)等。尚在学校就读者请填写学校名称及预计毕业年月。 

・职历：报名之前若有工作经历请按时间顺序填写。 

・其他：如果在履历中有 6 个月以上的空白期间(入伍或住院等)，须将理由以及该期间的行动 

        详记于书面并提交(使用 A4 纸，署名并填写日期)。 

・日语学习经历：请详细填写学习日语的学校名称以及已经学习过的时间。 

・日语能力：参加过 JLPT，J-TEST，NAT-TEST 等日语能力考试者请填写合格等级。 

【B-2】 

・日本出入境记录：过去有日本出入境历史者，请按时间顺序正确填写所有日本出入境记录。 

・留学理由：请具体说明赴日学习日语的理由。(※需要日文翻译) 

・结业后的计划：请具体填写结业后的计划(升学/就业/回国等)。 

・过去的签证申请记录：申请过留学或其他签证者，请填写申请时间/机关名称/签证发放结果。 

 如果有被拒签历史或是取得签证后取消赴日经历者，请将理由详记于书面并提

交(使用 A4 纸，署名并填写日期)。 

【B-3】 

・申请人家族信息：请填写申请人的家族(同居者以及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的二等亲属)信息。 

○3  最终学历毕业证书及成绩证明书  (※需要日文翻译) 

  请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和证书封皮一并提交，审查完毕后将予以返还。 

  尚在学校就读者请提交「在读证明」(或预计毕业证明)。 

○4   学历认证报告书或成绩认证报告书  (※务必指定将认证报告书直接邮寄至本校) 

  请自行进入下述网站申请上述认证报告。 

  1】中专，大专，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请提交「学历认证报告书」。 

  2】高中学历者请提交「高考/会考成绩认证报告书」。 

  申请网站：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职业指导中心(CHSI)  http://www.chsi.com.cn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CDGDC) http://www.cdgdc.edu.cn/ 

○5   日语考试合格证及日语学习时间证明   (※需要日文翻译) 

  1】日语能力试验 JLPT 合格证书（提交者不需要日语学习时间证明）。 

     2】J-TEST 或 NAT-TEST 合格证书以及日语学校出具的 150 小时以上日语学习时间证明书。 

     ※日语学习时间证明书中需要注明如下事项：教育机关名称/住址/联系方式，申请人学习期 

       间，每周的学习时间，以及至今为止已经完成的学习时间，使用教科书等信息。 

○6   申请人和经费支付人的亲属关系公证书  (※需要日文翻译) 

○7   户口本复印件  

     需要全部家庭成员的户口本页面。如果现住址与户口本地址不同，请更新户口本。 

     持有暂住证者，请把暂住证的复印件一并提交。 

○8   护照・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持有护照者请提交有护照号码，姓名，照片页面的复印件。 

     有出入日本国经历者，请把有签证和出入国记录页面复印件一并提交。 

○9  照片(4×3cm)4 张  

     6 个月以内的近照。正面，半身，免冠。照片背面标注申请人姓名和生日。 

○10   在职证明书  (※需要日文翻译) 

     有工作经历者请提交在职证明书(或曾在职/离职证明书)，没有工作经历者不需要提交。 

○11   体检报告  

     包含胸部 X 光检查。赴日前请在本国检查后，入学时提交体检报告(格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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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经费支付人的材料 

① C 经费支付书/支付人家族一览表 (本校规定格式)  (由经费支付人本人填写 ※需要日文翻译) 

原则上经费支付人和申请人之间需要有亲属关系。 

在年收入栏目请把最新年税前收入按照当前汇率转换成日元填写。 

② 银行存款证明书及存款证明的存单  

需要经费支付人名义的三个月之内发行的存款证明书，存款证明书要将资金冻结至在留资格认

定证明书预定颁布日之后。 

③ 在职证明书  (※需要日文翻译) 

由经费支付人所在企业或单位发行的证明书。个体经营者需提交个体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收入・纳税证明书   (※需要日文翻译) 

可以证明经费支付人过去 3 年的年间总收入及纳税额的证明。将每一年的税前，税后的年总收

入和纳税额分别填写。纳税若是由公司代扣代缴，需要由公司给予相关说明。 

如果经费支付人居住在日本，请提交过去 3 年的源泉征收票或课税证明。 

⑤ 户口本复印件  

需要全部家庭成员的户口本页面。如果现住址与户口本地址不同，请更新户口本。 

持有暂住证者，请把暂住证的复印件一并提交。在日本居住者请提交住民票。 

 

 5.  学费・教材费  
 

     (日元/不含教材费) 

学习期间 6 个月 9 个月 1 年 1 年 3 个月 1 年 6 个月 1 年 9 个月 2 年 

选考费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入学金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第一年度学费 360,000 54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第二年度学费    180,000 360,000 540,000 720,000 

合计 460,000 640,000 820,000 1,000,000 1,180,000 1,360,000 1,540,000 

 

 【教材】 

入门・初级班教科书 
含税价格 

(日元) 
中级・高级班教科书 

含税价格 

(日元)  

能做到!日本语 初级付 CD 

（できる日本語 初級 CD 付き） 
3,672 

根据主题学习日语 从中级开始 

（テーマ別中級から學ぶ日本語） 
2,484 

能做到!日本語 初级付 3 张 CD 

（できる日本語 初中級 CD3 枚付） 
3,672 

改订版根据话题的日本语综合演习 

（改訂版トピックによる日本語総合演習） 
1,620 

精通假名 

（かなマスター） 
1,620 

来学日本语 中上级 

（學ぼう日本語中上級） 
1,944 

精通汉字 N5 

（漢字マスターN5） 
1,944 

根据主题学习日语 高级 

（テーマ別上級で學ぶ日本語） 
2,592 

精通汉字 N4 

（漢字マスターN4） 
1,944 

精通汉字 N2 

（漢字マスターN2） 
1,944 

精通汉字 N3 

（漢字マスターN3） 
1,944 

精通汉字 N1 

（漢字マスターN1） 
2,160 

 

■关于学费及教材费 

1. 已经缴付的选考费和入学金不予退还。 

2. 来日本之前取消入学者需要在入学式之前书面表明不入学意志。学校在收到被返还的「在

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书」原件后（已经入境者确认已出境后）退还学费。被

拒签的同学请提交有拒签盖章的护照页面影印件和「入学许可书」原件。若入学式结束后

申请退学，无论任何理由最初 6 个月的学费都不予退还。 

3. 入学后如需中途退学，最初 6 个月的学费不予退还，剩余的学费在经费支付人同意的前提

下，在希望退学的学期结束前提交申请并得到校长许可后，以学期为单位(3 个月)退还剩

余学费，但需要扣除 20%的手续费。 

4. 退还学费需要在确认学生本人已经出境，或是在日本升学或者转换为其他在留资格的大致

一个月后通过银行汇款，汇款手续费由收款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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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因违反法律/校规而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同学，将不予退还学费。  

6. 延长学习期间的费用为：180,000 日元/3 个月；360,000 日元/6 个月；540,000 日元/9 个月； 

720,000 日元/1 年。 出席率不好的同学也有可能无法延长学习期间。另外, 一般留学课程

的留学期间不得超过 2 年。 

7. 学费必需在指定日期内缴付。逾期者不得参与授课。 

8. 因天灾，意外事故，传染病等不可抗原因而导致的停课属于免责范围内，学费不予退还。 

9. 因为每个班级使用的教科书不同，所以教材费不等。请在确定班级后购买教科书。在改进

教学方案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在未提前通知的状况下改变指定教科书。 

 
 

  6.  在日本的生活   
 

1. 生活费 

 在日本每月的生活费大约需要 10-15 万日元左右，其中包括伙食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等。住宿签约
时需要礼金和押金(保证金)。每个月上学还需要交通费(我们学校无法支持办理学生月票)。所以，建议同
学初来日本时要携带 40~50 万日元左右的现金为好。很多学生也会在饮食店等地方打工来补助生活费。 

2. 国民健康保险・留学生保障制度 

 持留学签证来日本的学生，在入境时领取在留卡后，必需在 14 天之内去居住地的市役所或区役所
办理转入登记手续，并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对于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学生，通过学校可以利用全国
日本语教育机关共济协同组合的留学生保障制度，根据该制度规定，可以对在学中罹患的伤病所产生的
医疗费自己承担部分给予补偿(一次伤病免责 3,000 日元)。 

3. 打工 

    持留学生签证者在取得资格外活动许可后，可以在规定时间范围内打工，工作时间以每周 28 小时
为限。学校规定的长期休假期间里每天可以工作 8 小时。但是禁止从事风俗行业以及与风俗有关的工
作。打工通常对日语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大阪府法律规定最低时薪是 909 日元(2017 年 10 月现在)。 

4. 住宿 
 
    为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学校可以介绍方便上学的住宿设施。详情请另行咨询。因为各个物件能够
提供的房间有限，无法保障希望的住宿地一定会有空房。敬请谅解。 
 

合作宿舍例 

【附带家具的公寓】 

      ■CHATEAU 花园(神川工务店) 

     最近的车站： 南海线「荻之茶屋」车站步行 5 分 

     构      造： 钢筋混凝土造 6 层楼，西式房间。 

     设      备： 宽带网络，床，桌椅，冰箱，空调，微波炉，电饭锅，洗衣机，室内厨房，浴室。 

     费      用： 网络费和水费包含在房租里，其他煤电费用自己负担。 

 

 

     

  ■R-JAPAN    http://ocdr-japancojp/ 

     ■LEOPALACE21   http://wwwleopalace21com/ 

 

【SHAREHOUSE】   

  ■ENTRANCE JAPAN  http://entrance-japancom 

  ■SHARE HAPI       http://wwwsharehapicom 

 

【学生公寓】 

  ■共立 MAINTENANCE http://wwwgakuseikaikancom 

  

【住宿家庭】 

  ■株式会社 NEXTAGE 

  

(单位：日元) 配备家具 房租/月 火灾保险/月 清扫费 被褥 入住时合计 

单人房 20,000 38,000 500 20,000 7,000 85,500 

安排手续费 寄宿家庭费用/日 最短申请期间 备考 

19,440 日元 5,076 日元/晚 

含早晚两餐 
7 晚以上 请直接联系 osaka@homestay-in-japancom . 并注明您准备

就读我校(ARC 大阪日本语学校)，可以享受优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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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校舍地图・海外事务所  

 

 【校舍地图】 
 

 
 

【路线】 

从地铁御堂筋线难波车站 5 号出口出站后，保持高岛屋在左手边往前行 200 米，在第一个十字路口

[难波中]左转(十字路口的右前方可以看到麦当劳)，左转后直行穿过南海电车高架桥下的通道后，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难波中 2]右转(十字路口前方可以看到圣玛丽咖啡厅 ST. MARC CAFÉ)，沿着南

海电车线路走，途中经过右手边的吉野家和左手边的罗森便利商店(LAWSON)和 GEAR FACTORY

之后在丁字路口左转。停车场旁边的淡黄色建筑就是 ARC 大阪日本语学校。柜台在一楼。 

 

【住址】 

〒556-0004 

大阪市浪速区日本桥西 1-2-25 

TEL：+81-(0)6-6635-1735 

FAX：+81-(0)6-6635-1736 

E-mail：osaka@arc-academy.co.jp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arcosaka 

HP：http://japanese.arc-academy.co.jp 

 

 

   【海外事务所(中国・天津)】  
 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天津外国语大学内 QQ: 1779225733 

 TEL & FAX : +86-(0)22-2325-2843 

 

关于在学中的拍照与摄影 
 

本校为了记录以及教学中使用，有时会拍照或摄影课堂风

景以及校外学习风景等。有可能将照片或影像用于本校的

教师研修或宣传活动(本校网页，宣传小册，海报等)，请

予理解。 

（如不同意，请事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