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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的特色   

1．優秀的師資培養語言交流能力 
ＡＲＣ日本語學校自從 1986 年創校以來，一直致力于以培養語言交流能力為重點的日本語教育。為了 

讓學生掌握流利的實用日語，學校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教學活動。 
另外，學校還開設了「日本語教師養成科」，從建校至今，培養出很多優秀的日語教師活躍在國內外的

講壇上。 
歡迎來到日本最繁華的新宿，體驗大都市文化。 
 

2．多國籍 
在ＡＲＣ日本語學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是一所擁有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在籍學生的國籍學校。 

  通過和不同國家的學生進行交流，可以學習多種文化。 
 

3．升學、就業支援 
（１）升學輔導 
     學校以希望升入大學院、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學生為對象，定期舉行「升學說明會」提供最新的升學信息， 

   並為幫助學生選擇理想的志願校，實施「個別咨詢」等精心周到的升學輔導。 
品學兼優的學生，可直接由本校向指定校推薦入學。 

 
◆有指定推薦項目的大學 

法政大學、大東文化大學、武藏野大學、東洋大學、產業能率大學、東京福祉大學、流通經濟大學、文化學園大學、 

昭和女子大學 等 

 

◆近年主要升學院校（排名不分先後） 
 

◎大 學 院∶東京大學大學院、東京藝術大學大學院、橫濱國立大學大學院、大阪大學大學院、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立教大學大學院、明治大學大學院、東洋大學大學院、日本大學大學院 等。 

◎大  学∶一橋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東北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立教大學、明治

大學、法政大學、上智大學、青山學院大學、中央大學、國士館大學、武藏野美術大學、多摩美術大學、 

            日本大學、專修大學、東海大學、神奈川大學 等。 

◎專門學校∶YORK GLOBAL BUSINESS ACADEMY專門學校、文化服裝學院、東京DESIGNER學院、東放學園專門學校、 

            TOKYO MALTIMEDIA COLLEGE專門學校、日本電子專門學校、HAL東京、YOMIURI COLLEGE OF CAR 

MECHANIC TOKYO專門學校、HIKO-MIZUNO珠寶首飾設計學院、東京動漫學院專門學校、東京調理製菓專

門學校、JTB TRAVEL＆HOTEL COLLEGE 等。 
 

（２）就職支援 
為學生打工和就業提供相關指導和幫助。 

 
（３）應試對策講座（付費） 

面向「日本留學試驗」(6 月、11 月) 和「日本語能力試驗」(7 月、12 月) ，開設了以問題練習為 
形式的考試對策講座。 
◆日本留學試驗：日本語 
◆日本語能力試驗：N1、N2 
  

4．獎學金 
學校針對成績和出勤率優秀的學生設有各種獎學金。包括「留學生引進促進計劃（原文部科學省外國人

留學生學習獎勵金）」、「李秀賢表彰獎學金」、「共立 maintenance 獎學金」，以及本校獨有的學習獎勵金（全
勤獎）等。 

 
5．校外學習、豐富多彩的活動 

每學期定期舉辦校外學習、運動會、演講比賽等課外活動。提供多次與日本人交流的機會。通過各種交
流活動不但可以分豐富你的留學生活，還會有很多收穫。 

 
6．學生宿舍、寄宿家庭的介紹 

學校可以介紹安心舒適的學生宿舍和共享公寓。還可以介紹日本人的家庭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能 
夠體驗真正的日本文化。 

 
7．親切和藹的工作人員 

學校有開朗親切的工作人員，積極熱情地為你的留學生活提供幫助。也有中國人和精通英語的老師。 
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溝通、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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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程介紹   

【一般留学課程】 

  課程名稱 學習期間 開課月 入學定員 容納定員 

第 1 部 

（上午） 

一般留學課程 

２年 ４月 ２０名 ４０名 

１年９個月 ７月 ２０名 ４０名 

１年６個月 １０月 ２０名 ４０名 

小計 ６０名 １２０名 

第２部 

（下午） 

一般留學課程 

２年 ４月 ２０名 ４０名 

１年９個月 ７月 ２０名 ４０名 

１年３個月 １月 ２０名 ４０名 

  小計 ６０名 １２０名 

合計  １２０名 ２４０名 

 

（1）目 標: 衡地提高「聽、說、讀、寫」4 項語言技能。 

（2）申 請 條 件: 身心健康。一般留學課程需要高中畢業以上的學歴（受過 12 年以上的學校教育）。 

（3）簽 證: 想在日本升學者，原則上結業預定時間為 3 月。 

根據本校所發行的「入學許可書」和日本國入國管理局頒發的「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可獲得的在留資格為「留學」簽證。在學期間，留學簽證可在必要的範圍內申請延長。 

（4）入 学 時 期: 開學時期一年有 4 次（1 月、4 月、7 月、10 月）。 

（5）2020 年度課程安排: 一個學期＝3 個月 ※日程有可能會變更。 
 

 

 

 

 
 
 
 
（7）上 課 時 間: 每節課為 45 分鍾，一天上 4 節課。入學時進行日語分班測試，依此結果分班。以後，根據考

試成績決定下學期的班級。根據日語程度不同，上課時間不同。上課時間安排原則如下。 
 

 

 

 
 
 
 
 
 
 
 
（8）假 日: 禮拜六、禮拜天、國定假日、暑假、寒假、春假、學期期末休假及校長特定休假日。 

（9）打 工: 持短期簽證者，根據法律規定不允許打工。依法律規定，留學簽證者在取得「資格外活動許

可書」後，可以在規定範圍內打工。工作時間以一個禮拜 28 小時為限（學校規定的長期放假

期間，一天可以工作 8 個小時）。不得從事「風俗行業」或相關的工作。在日本打工需要一定

的日語能力。老師們會協助學生尋找打工以及提供面試練習。 

（10）法律违反等: 如果有違反法律、違反校規、延遲交納學費的情況下，不僅開除學籍並強制勒令歸國。長期

無故缺席、成績不良及不遵從學校校長指示者亦按此處理。本校出勤率規定為 90%以上。 

 

 

  

 入学式 上課期間 

4 月期 4 月 8 日 4 月 13 日～6 月 25 日 

7 月期 7 月 8 日 7 月 13 日～9 月 25 日 

10 月期 10 月 8 日 10 月 13 日～12 月 18 日 

1 月期 1 月 6 日 1 月 11 日～3 月 19 日 

 第 1部（上午班） 第 2部（下午班） 

第 1節課 9:15－10:00 13:30－14:15 

休息 10:00－10:05 14:15－14:20 

第 2節課 10:05－10:50 14:20－15:05 

休息 10:50－10:55 15:05－15:10 

第 3節課 10:55－11:40 15:10－15:55 

休息 11:40－11:45 15:55－16:00 

第 4節課 11:45－12:30 16:0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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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入學手續   

（１）由申請至入學的流程 
 

◆申請一般留學課程的流程   

① 提交入學申請書（本校規定格式）及相關資料。申請時交納選考費（申請人→ＡＲＣ日本語學校） 

        ↓   ※申請期限：入學預定日的 5～6 個月前 
② 校内選考結果通知（ＡＲＣ日本語学校→申請人）  
         ↓    
③ 向日本國入國管理局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ＡＲＣ日本語學校→日本國入國管理局） 
         ↓   ※入學預定日的 4～5 個月前 
④ 日本國入國管理局頒發「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日本國入國管理局→ＡＲＣ日本語學校） 
         ↓   ※約在入學預定日的 1 個月前 
⑤  交納入學金和學費（申請人→ＡＲＣ日本語學校） 
         ↓ 
⑥ 郵寄「入學許可書」、「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ＡＲＣ日本語學校→申請人） 
        ↓ 
⑦ 向日本領事館（香港等）或交流協會（台灣）申請留學簽證（申請人→日本領事館） 
         ↓ 
⑧  報到、日語分班考試、入學 
 
 
（２）匯款、繳費相關注意事項 

選考費、入學金、學費可由本人或代理人直接向新宿校事務局交納，或匯款以下的指定銀行帳戶。 
也可以利用 Flywire，使用信用卡或当地貨幣支付。 
申請寄宿家庭者，其費用和學費一起付。 

 
① 銀行賬戶 
匯款時，必須以申請人本人的名義辦理。匯款後，請馬上把匯款單傳真或發郵件給學校。匯款時的手續費
由申請人負擔。學校收到的金額與應支付的金額有差額時，請在學校報到後補交。 
 

日本 JPY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 SHIBUYA EKIMAE BRANCH 

234-2287149 賬戶名 ARC ACADEMY（SWIFT CODE：SMBCJPJT） 

MIZUHO BANK SHIBUYA CHUO BRANCH 

162-4749770 賬戶名 ARC ACADEMY（SWIFT CODE：MHCBJPJT） 

BANK OF MITSUBISHI UFJ，SHIBUYA-MEIJIDORI BRANCH 

470-3146336 賬戶名 ARC ACADEMY（SWIFT CODE：BOTKJPJT） 

    
② 通過 Flywire 支付 
請打開以下新宿校網站的鏈接，完成支付手續。 
https://www.flywire.com/pay/arc-academy-shinj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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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請資料   

 

◆關於申請資料的注意事項 

（１） 申請資料原則上都必須提交原件。 

（２） Ａ（入學申請書）、Ｂ（履歷書）、Ｃ（經費支付書）等申請書都需要使用本校規定格式。 

申請書可以複印使用，也可以在本校網站。（https://japanese.arc-academy.net/tc/download#d_1） 

下載使用。 

（３） 提出的資料原則上不予退還，若希望退還的資料，請在申請時聲明。 

（４） 原則上,各種證明書需為 3 個月之內所發行文件。 
（５） 提出的日本語以外資料都需要附加日語譯文。 
（６） 有關提出資料的內容,必要時會以電話, 傳真或 E-mail 等方式進行確認。在填寫入學申請書時, 

請務必填寫電話號碼(包括手機),傳真號碼及 E-mail。 

（７） 根據個人情況，有需要時可能會請申請人提供下記申請資料以外的文件。 

（８） 提交的資料若有虛假，會取消入學許可，強制回国。 

 

    

◆有關申請人的資料 

① Ａ入學申請書（本校规定格式） （必須由申請人親筆填寫） 

·姓  名：英文名字欄，請填寫與護照相同的英文字母（用大寫填寫）。 

·留学預定期間：請正確填寫申請課程期間。 

② Ｂ履历书（本校规定格式） （必須由申請人親筆填寫） 

·學 歷：按順序填寫，小學至最終學歴。學校所在地盡可能詳細填寫。學校種別，按照日本的教

育制度，請填寫下列記號。[Ｓ：小學、Ｊ：初中、Ｈ：高中、Ｖ：專門學校、Ｃ：短期

大學、Ｕ：大學、Ｍ：大學院（碩士）、Ｄ：大學院（博士）] 。 

·職  歷：報名之前若有工作經歴，請按照順序全部填寫。 

         ※如有 6 個月以上的空白時間(入伍或住院等),必須將理由及該期間的行動詳記於書

面提交(使用 A4 紙, 不限格式, 署名並填寫日期)。 

·日本語學習經歴：詳細填寫學習日本語的學校名以及已經學完的時數等。 

·日 本 語 能 力：參加過日本語能力試驗或日本留學試驗者，請填寫。 

·日本國出入境記錄：過去若有進出日本經歷者，請按照時間順序正確填寫所有日本出入境的記錄。 

·留 學 理 由：請具體說明赴日學習日本語的理由。※需要日語譯文 

·結業後的計劃：將結業後的具體計劃填寫清楚（升學、就業、回國等）。 

·過去的簽證申請經歷：請確實填寫過去申請簽證的記錄(留學或者其他), 包括申請後取消也一併告知。 

③ 最終學歷的畢業證書原件及成績證明書  

尚在學校就讀者,請將「在讀證明書」或 預定畢業證明書一併提出。畢業證書原件在審查完畢后予以退還。 

④ 能夠證明申請人經歷的相關資料   

有工作經歷者，請提交在職證明書。 

⑤ 日語能力證明資料  

日本語能力試驗, J-TEST, NAT-TEST 等試驗的合格證書。 

⑥ 護照影本持有護照者請提交護照號碼,姓名和照片頁面的影本。有日本出入境記錄者請提交簽證和出入
境記錄頁面的影本。 

⑦ 照片（4×3cm） 4 張   

3 個月以內的近照,正面,半身,脫帽。其中一張貼在入学申請書Ａ的右上照片欄里。在背面寫上申請人的生

日和姓名。 

 

◆有關經費支付人的材料 

① Ｃ經費支付書及經費支付人的家族表（本校規定格式） （必須由經費支付人親筆填寫）※需要日語譯文 

② 銀行存款證明書  存款人名義必須為經費支弁人本人, 3 個月之內發行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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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費·教材費   

（含稅・教材費另付） 

課程名稱 一般留学 

學習期間 1 年 3 個月 1 年 6 個月 1 年 9 個月 2 年 

選 考 費 30,000 日幣 30,000 日幣 30,000 日幣 30,000 日幣 

入 学 金 70,000 日幣 70,000 日幣 70,000 日幣 70,000 日幣 

第一年度學費 720,000 日幣 720,000 日幣 720,000 日幣 720,000 日幣 

第二年度學費 180,000 日幣 360,000 日幣 540,000 日幣 720,000 日幣 

合   計 1,000,000 日幣 1,180,000 日幣 1,360,000 日幣 1,540,000 日幣 

 
■關於學費、教材費 

(1) 已經繳納的選考費和入學金不予退還。 

(2) 來日本前提出取消入學的話，必需在開學典禮前提交書面「理由書」。學校收到「在留資格認定證

明書」和「入學許可書」原件後退還學費。（來日本後取消入學的情況下，會在確認到本人回國後

退還。） 

被拒簽的情況下，除了以上還要提交有拒簽蓋章的護照頁。如果在開學典禮前沒有通知學校，無論

任何理由，6 個月的學費不予退還。 

(3) 入學後（參加了最初的學校活動或者上過課）提出中途退學的話，除了當初 6 個月以外，如果在各

學期末前提交規定的申請書，學校以學期（3 個月）為單位退還剩余學費。但是從剩余學費中扣除 

20％的手續費。 

(4) 退還學費時間為確認到本人回國、在日本升學或者轉換了其他在留資格後的大約一個月之後。並且，

退款時產生的手續費由本人承擔。 

(5) 如果因違反法律、校規而受到開除學籍處分，將不予退還學費。 

(6) 延長在學期間時，請在預定結業的壹個月之前提出延長手續。日語班的延長的學費是 180,000 日幣

（3 個月），360,000 日幣（6 個月），540,000 日幣（9 個月），720,000 日幣（1 年）。因為出勤

率太低或有名額的原因，有時不能接受延長。一般留學課程學習時間不能超過 2 年。 

(7) 學費必需在指定日期內繳納。沒有在指定日期內繳納者不能上課。 

(8) 因天災、事故、傳染症等無法避免的事情而取消上課的情況，學校無任何責任義務，學費不予退還。 

(9) 教材費根據各班級使用指定教材而有所不同。請在確定班級後，向學校購買。教科書有時會因教學

方案的改進，在沒有通知之下有所變動。 

 

◆ 教科書例 

入門・初級教科書 
價格 

（不含稅）  
中級・高級教科書 

價格 

（不含稅）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第二版 2,500 日幣 中級日本語教科書我發現的日本 2,600 日幣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 第二版 2,500 日幣 改訂版關於話題日本語綜合演習(中級後期) 1,500 日幣 

新精通假名（かなマスター） 1,500 日幣 改訂版關於話題日本語綜合演習(上級) 1,500 日幣 

新精通漢字 N5 1,800 日幣 招待日本（日本への招待） 2,400 日幣 

新精通漢字 N4 1,800 日幣 新精通漢字 N2 1,800 日幣 

新精通漢字 N3 1,800 日幣 新精通漢字 N1 2,000 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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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日本的生活   

 
1. 生活費 
    在日本的生活費，包含食費、住宿費、水電瓦斯費 1 個月約需要 10～15 萬日幣。在辦理入住契約時，除
了住宿費以外，還需要支付禮金或保証金。此外，還需要準備通學的交通費用。因此建議剛來日本時身上最好
攜帶至少 40～50 萬日幣的現金。另外，大部分的學生會在飲食店等地方打工，東京的時薪約在 1,000 日幣左
右。 
 
2. 國民健康保險、留學生保障制度 
    持留學簽證來日本的學生，在入境時領取在留卡後，必需在 14 天之內去居住地的市役所或區役所辦理轉
入登記手續，並且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對於有加入國民健康保險的學生，通過學校可以利用全國日本語教育機
關共濟協同組合的留學生保障制度。此留學生保險依照規定，保險人在學期間受傷或生病的醫療費用將給予補
助。（金額在 3,000 日元以下者屬免責範圍無法補助）  
 
3. 住宿 
    ARC 日本語學校介紹通學可能範圍內的學生宿舍和寄宿家庭。詳細請諮詢各校區工作人員。但是因各物件
能提供房間有限，無法保障希望的住宿地點一定有空房，敬請諒解。 

 
合作學生宿舍 ※3 個月費用（包括首付金） 

① 東京 LIFE STYLE 東十條（株式會社東京 LIFE STYLE） 

最近的車站： JR 京濱東北線「東十条」站步行分。鋼筋混凝土造 6 層樓西式房間。網絡、空調、電視、電

飯鍋、冰箱、浴室、小廚房、桌椅、床、寢具完備。 

機場接機另收 5,000 日幣/人（3 個人以上）。 

 
② Nedu House（株式会社 INBOUND JAPAN） 最近車站:距東京地鐵千代田線“根津”站步行 4 分鐘。 

獨棟合租公寓（女生專用、定員 12 名）。室內設施包括：網絡、空調、床、桌子、收納、廚房、冰箱、洗衣機、 
浴室、廁所、微波爐、電飯煲。機場接機另收 5,000 日幣。 

 

③ DK HOUSE 新小岩（第一恆產株式會社） 最近的車站： JR 總武線「新小岩」站步行 8 分 

鋼筋混凝土造 4 層樓西式房間。室內網絡、床、桌椅、冰箱、空調完備。衛生間、淋浴、廚房、投幣式洗衣機

共用。食堂、娛樂設施有。退房時折舊保證金 35,000 日幣。 

 
 
 
 
 
 
 
 
 
 
 
 
 
 

 

 

 

 

 入住費 設施使用費 房租/月 水電煤/月 被褥 合計（3 個月） 

1 人間 30,000 日幣 60,000 日幣 59,000 日幣 9,000 日幣 9,000 日幣 303,000 日幣 

2 人間 30,000 日幣 60,000 日幣 39,000 日幣 9,000 日幣 9,000 日幣 243,000 日幣 

 入住費 房租/月 水電煤費/月 清扫費 备品 合計(3 個月) 
2～6 人房間 35,000 日币 24,000 日币 6,000 日币 6,500 日币 6,500 日币 138,000 日币 

 保證金 房租/月 公共費用/月 寢具租金 床墊 合計（3 個月） 

1 人間 50,000 日幣 55,000 日幣 12,000 日幣 10,260 日幣 2,160 日幣 261,260 日幣 

關於在學中的拍照與攝影 
 

在本校為記錄以及授課中使用，有時進行拍照與攝影。可能將照片或影像用於本校的宣傳活動

（本校網站、宣傳小冊、海報等），請諒解。（如果不同意，請事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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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校区地圖、海外聯繫事務所   

 

１．校区地圖 

 

 

 

 

 

 

 

 

 

 

 

 

 

 

 

 

 

 

 ＡＲＣ日本語學校 新宿校 

 地址：   〒160-0023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7-18-16-3F 

 TEL：    +81-(0)3-5337-0166     FAX： +81-(0)3-5337-0168  

 E-mail：  shinjuku@arc-academy.net 

 URL：    http://japanese.arc-academy.net/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arcacademy.japan 

 

 

２．海外諮詢處

QQ 1779225733 

 Tel：+86-(0)22-2325-2843 Fax：+86-(0)22-2325-2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