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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期入学 

 

外国人留学生 

渡日前入学考试招生简章 
 

社会福祉学科 

国际教育英语课程(本科 4 年) 

[并修东京福祉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科国际教育专业函授课程] 

社会福祉硕士升学课程(本科 4 年+硕士 2 年) 

[并修东京福祉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社会福祉学科函授课程] 

 

爱知县知事认可 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认定校 

东京福祉大学名古屋校区并修校 

学校法人たちばな学园 

保育・介护・商务名古屋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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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课程 

国际教育英语课程(本科 4年) 

通过 4年的纯英语授课，能够同时从东京福祉大学毕业。通过学习东京福祉大学教育学部

国际教育专业的函授课程、培养能够理解多元文化、拥有思考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并活跃于全球， 

能够应对多国籍儿童的具有优秀国际理解力，并能为教育做出贡献的人才。 

 

社会福祉硕士升学课程(本科 4年+硕士 2年) 

通过东京福祉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社会福祉专业的函授课程，学习日本的社会福利。在从专

门学校毕业的同时，还能同时从东京福祉大学毕业。毕业后，可以优先进入东京福祉大学社会

福祉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 

 

※东京福祉大学函授课程是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认可的正规大学课程。毕业证书与全日制课程

完全一致，并不会标注“函授课程”。 

※来日入学后办理东京福祉大学的入学手续。 

 

1. 报名资格 

◆国际教育英语课程 

持有日本以外国籍、并同时满足以下 4项要求。 

（1）取得 TOEFL iBT 考试 60分以上、TOEIC考试 700分以上、IELTS 考试 4.5以上、duolingo

考试 65分以上其中任意一项者。或在中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高考）中，英语

单科成绩取得总分 70%以上者。或者，被我校认定为有相当英语能力者。 

（2）原则上在外国根据该国学校教育制度完成 12年教育者（或预定 2021年 3月 31日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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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心健康者。 

（4）在经济上不会影响学业者。 

◆社会福祉硕士升学课程 

同时满足以下 4项要求。 

（1）原则上在 2021 年 3 月前完成 12 年教育者（或预定毕业）。在初等及中等教育制度未满

12 年的国家接受教育者、需要先学习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指定的日本准备教育课程、或者通过

本学园的个别入学资格审核，被认定为拥有高等学校毕业生相同及以上学习水平、18 岁以上

者。 

（2）取得日语能力考试（JLPT）N2以上、日本留学考试（EJU）200点以上（不含记述部分）、

生活・职能日语检定（J-Cert）准上级以上、J-TEST考试 C级以上，其中任意一项合格者。 

（3）身心健康者。 

（4）在经济上不会影响学业者。 

 

2. 报名手续及方法 

① 报名时间 

即日起 ～ 2021 年 7月 16日(星期五) 

② 考试方法 

报名资料审核、网络面试 

③ 考试会场 

各日本语学校及留学服务中心等。 

④ 考试报名费 

 20,000日元 

※考试报名费与第一年费用一起支付。 

※考试报名费一旦缴纳不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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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报名所需提交材料 

 提交材料 备注 

 

1 

 

入学愿书・履历书 

使用本校入学愿书・履历书，由申请者本人填写。 

※合格后，东京福祉大学函授课程报名所用的入学愿书需另外

填写。 

2 志望理由书 使用本校表格，由申请者本人填写。 

 

3 

 

健康诊断书 

原则上使用本校表格，报名前三个月内由公共医疗机构开具。

无法使用本校表格情况下，也可以提出公共医疗机构规定表格

（诊断项目与本校表格记载项目一致）。 

4 成绩证明书（原件）及

日语译文各 2份 

高中至最终学历学校的在学期间的所有成绩证明书（原件）及

日语译文各 2份。 

※所交原件将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一起邮送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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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明书（原件）及

日语译文各 2份 

高中至最终学历学校的毕业证明书（原件）及日语译文各 2

份。但是，尚未毕业的学生，可以提交“预定毕业证明书” 

（原件）及日语译文各 2份。中国国籍的学生，可以提交毕业

证书（原件）及日语译文 2份 

※所交原件将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一起邮送寄回。 

6 日语学习证明（原件） 在母国学习日语所在语言学校（日本语教育机构）开具的证

明。必须记录日语学习期间以及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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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能力证明书 

（原件） 

日语能力考试（JLPT）N2以上、生活・职能日语检定（J-

Cert）准上级以上、J-TEST的 C级以上任意一项合格证明书

（原件）。或者日本留学考试（EJU）200点以上（不含记述部



6 

 

 

 

 

 

 

 

 

 

分）成绩通知书（原件） 

※参加日语能力考试（JLPT）N1、生活・职能日语检定（J-

Cert）上级、J-TEST的准 B级以上考试不合格的情况下请提交

结果通知书（原件)。 

※所交原件将与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一起邮送寄回。 

8 承诺书 使用本校表格。承诺同意由本校代为办理东京福祉大学的入

学手续。 

9 经费支付誓约书 使用本校表格，由监护人等经费支付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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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照 

5张（纵 4cm×横 3cm，相同照片）。 

背面写上国籍和姓名，其中一张贴到入学愿书上。 

报名前三个月内拍摄，上半身、正面、免冠、无背景的清晰照

片。不可为底片或电脑打印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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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 

提交除了空白页外的所有页面的复印件。 

※有来日经历者，由于 IC芯片不需要加盖海关印章，请前往

本国出入国管理局取得出入国证明资料并提交。 

12 在职证明书 ※ 在母国有工作经历者需要提交。 

13 身元保证书 使用本校表格，由保证人填写。 

 

14 

 

户籍本 

中国申请者需要提交亲属关系公证书，以及户口本内全部家庭

成员的户口页复印件。 

※必须是更新过最新信息的户口簿。其他国家需要提交“出生

证明书”等。 

15 

△ 

英语能力证明书 

（原件） 

提交能够证明英语能力的客观证明书及成绩证明书原件。 

※申请国际教育英语课程者需要提交。  

※考试合格后，第 4 项与第 5项材料中的原件及日语译文各一份会用于东京福祉大学函授课程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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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付人需要提交的资料＞ 

①申请人本人作为经费支付人的情况（请另行咨询入学课） 

②经费支付人在日本国内的情况 

 提交资料 备注 

１ 
在职证明书 公司经营者提交「登记簿腾本」、自营业者提交「确定申

告书」。 

２ 
纳税证明书    

（过去 1年） 

由政府机关发行，记载总收入。「源泉徴収票」不可。 

３ 住民票 
住民票上需记载所有同居家人的信息。外国人的话，住民

票以外还要添加在留卡的复印件。 

４ 印章登录证明书 在经费支付书上使用已经登录的印章。 

５ 存款余额证明书 需经费支付人本人名义 

６ 关系证明书 家属，亲属的话，需要提交与申请人亲属关系的证明。 

 

③通过海外汇款支付经费的情况 

 提交资料 备注 

１ 在职证明书 
由所属机关发行，需记载在职期间。公司经营者需提交「登

记簿腾本」或者「营业许可证」的复印件。 

２ 
收入・纳税证明书     

（过去 3年） 

由所属机关发行，需记载年收入・公司联络方式。 

３ 
存款余额证明书及资金

形成过程证明材料 

由银行发行的经费支付人本人名义的个人存款证明以及

作为资金形成说明的过去 3 年的出入金明细或者存折的

复印件。 

４ 

关系证明书 

（亲属关系证明书） 

相当于日本的住民票（记载家庭所有成员），户籍腾本的

资料。中国的话，需提交亲属关系公证书。其他国家的话

需要提交「出生证明书」等。 

※存款证明书的记载金额需要能够证明可支付本校学费的金额。 

※近年来随着留学生不法滞在・不法就労的增加，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对「留学」在留资

格的审查日趋严格，今后来自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指定的非法滞在者多发的国家、地区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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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会被要求提交其他文件，所以在申请的时候请特别注意。 

 

 

4. 合格发表 

选拔结果将在考试日起 10日以内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本人或者推荐学校。 

 

5. 入学手续 

   在留资格认定后，本校会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书的复印件，请在入学手续

截止日期（收款截止日期「学费请求书上记载的指定日期」）之前，缴纳考试费和第 1年的费

用。学费缴纳确认之后，本校会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证的原件，请在当地使馆

申请赴日签证。 

※期限之内不能缴纳学费的话，会被视为辞退入学。 

※学费一旦缴纳原则上不予返还。 

 

6. 初年度金额 

費目 
金额 

国际教育英语课程 社会福祉硕士升学课程 

入学金 100,000日元 100,000 日元 

学费 1,655,000日元 850,000 日元 

设施设备费 45,000日元 45,000 日元 

杂费 41,240日元 127,200 日元 

大学并修学费 293,800日元 277,800 日元 

特别奖学金 -35,040日元  

合计 2,100,000日元 1,400,000日元 

※请连同 20,000日元的考试费一同缴纳。 

※请全额一次性支付。 

※赴日前入学选拔合格者，除上述金额外，请连同 10,000日元的汇款手续费一起缴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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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海外银行汇款的话，需要海外银行的手续费和日本银行的手续费。手续费的余额将充 

   当下一年度的学费。 

※学费的缴纳，原则上请在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一周内汇款到本校指定账户。 

※学费一旦缴纳原则上不予返还。本校合格，缴纳学费之后，以考上其他学校或取得就业签证

为由辞退本校，缴纳金一律不予返还。但是，缴费之后学生不入学或退学等情况下的缴纳

金的返还如下所示。另外，返还金额中包含返还的银行手续费（手续费由申请人本人负担）。 

（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不交付的话，除了考试费全额返还。 

（ⅱ）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但是不申请赴日签证而不来日本的话，除了考试费和入学金

予以返还。但是，返还手续要在入学许可证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返还给本校之后办理。 

（ⅲ）向日本的在外公使馆申请赴日签证，却不被许可的话，除了考试费全额返还。但是，手

续要在入学许可证返还之后和「在驻外大使馆确认没有发行入境签证后」进行办理。 

（ⅳ）虽然取得了入境签证，但在来日本之前辞退我校，入国签证未使用且已确认失效的情况

下，将返还选拔费和入学金以外的缴纳金。 

（ⅴ）取得入境签证来日本后，不入学或入学但中途退学的情况下，缴纳的费用原则上一律不

予返还。 

 

7. 考试费・初年度费用汇款地址 

银行名 支行名 SWIFT 编码 账号 账户名义 

りそな銀行 名古屋支店 DIWAJPJT 普通

1217912 

学校法人 たちばな学園 

理事長 中島 恒雄 

 

Bank Name Branch SWIFT CODE Account No. Name 

Resona 

Bank,Ltd. 

Nagoya 

Branch 

DIWAJPJT 1217912 

 

TSUNEONAKAJIMA 

TACHIBANA GAK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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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东京福祉大学通信教育课程的入学手续 

来日本之后，将进行关于保育・介护・商务名古屋専門学校和东京福祉大学并修的组织结

构，大学学费的缴纳方法，教学大纲，大学的申请材料的填写方法等的说明，请务必出席。 

 

9. 名古屋生活费的概算(仅供参考) 

 1个月的生活费（在大学周边生活的最低标准） 

房租 35,000 日元 

餐费 25,000 日元 

电・煤气・水・通信费 15,000 日元 

学费以外的所需学习费用（购买书籍等） 10,000 日元 

其他费用（交通费、国民健康保险费、娱乐费等） 15,000 日元 

合计 100,000 日元 

留学生可以在日本打工，但是有时间和业种的限制，一个小时的工资在 1000 日元左右。

考虑到需要保证学习时间，请不要对打工的收入有过多的期待。 

 

10.咨询处 学校法人たちばな学园 入学课 

电话：+81-52-684-6000 传真:+81-52-684-6001 

微信：ruxuekegong   微信二维码：  

电子邮箱：soudan@nagoya₋college.ac.jp 

网址：  https://www.nagoya₋college.ac.jp 

学校法人たちばな学园 保育・介护・商务名古屋专门学校  

邮编：460-0002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丸之内 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