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Ｕｓｅｃ Internati  onal School 2013.8．1

１．关于学校

本校是为了想在日本上大学，上专门学校的外国人而设立的日本语学校。

●　学校创始人：　風岡　正和　（　股份有限公司　Ｕｓｅｃ　）

●　校长：　大野　幸次

２．联系方式

Ｕｓｅｃ International School

电话：　０５６７－６９－５９０８

传真：　０５６７－６９－５８７７　

邮箱：　uis@usec.jp　

主页:   http://www.usec.jp

３．学校的地址

〒４９７－００４８　爱知县海部群蟹江町舟入2丁目193号（愛知県海部郡蟹江町舟入２丁目１９３番地）

（与日本三大都市之一的名古屋只有十分钟的电车车程）

４．关于课程

●　大学升学2年课程（4月入学课程）

　此课程是从初级开始学起，用两年时间将日语等级挺高到可升入

国立大学的上级水平的一项课程。

初级１⇒初级２⇒中级１⇒中级２⇒中上级１⇒中上级２⇒上级１⇒上级２

●　大学升学1年课程（10月入学课程）

此课程是从初级开始学起，用一年时间将日语等级挺高到可升入

私立大学的中上级程水平的一项课程。

初级１⇒初级２⇒中级１⇒中级２⇒中上级１⇒中上级２

５．入学资格

・再日本以外的国家受过12年以上学校教育的人（大约30岁以下的人）

・入学时年满18岁以上

入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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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到入学为止应该做的事情。

（１）　领取「入学申请书」

（２）　提交「入学申请资料（打算入学的学生应准备的资料）」

※「入学申请资料」请看第3页。

（３）　资料审查／面试、选拔测试（笔试）

①符合本校（Usec International School）审查基准者本校方工作人员将予以联系。

　　　而后进行面试以及选拔测试（笔试）。

②　准备好入国管理局的「再留资格审查」所必要的资料、提交到本校。

（４）　审查结果

审查结束以后、拿到入国管理局发行的「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以后、本校方工作人员

将予以联系。

（５）　学费（钱）的支付

请支付学费。确认付款以后会立即交付「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书

。　　※「学费」请见第7页。

（６）　申请签证

拿到「留学签证」后、做赴日本留学生活准备。

在日本所住的公寓由本校工作人员介绍。

（７）　入学

７．入学申请资料（打算入学的学生应准备的资　≪入学申请资料上的注意事项≫

　　※提交复印件时，再余白处填写日期，复印人姓名，与申请人的关系。

　　　（例如：　　复印日期　2012年2月2日，　复印人姓名　林育群，　与申请人的关系　林淑华之父　　）

　　※复印件若有影印不清晰之处将会不予以采用。

　　※所有证明书，需填写①证明书发行人的职位和姓名、②发行机关的地址、③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

　　　 

　　※绝对不要再证明书上添加任何翻译以及注释。若要添加翻译或注释请另写在别的纸上一起提交。

　　　

　　　

若在尼泊尔・中国、请联系学校主页上记载的分校・附属学校。其他国家 请与本校
（Usec International School）联系。「入学申请书」等、可在主页
（http://www.usec.jp/school/j-index.html）上下载。

若在尼泊尔・中国、请遵照当地联系机构的指示。其他国家、请与本校本校（Usec
International School）联系、然后用EMS邮寄到本校。

　　※必须提交的资料不能按时提交时请将理由写在别纸上与资料一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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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准备的资料 (①〜⑧号是、「入学申请资料」的所需资料）

注意事项

①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书 　入国管理局（＝入管）所指定用纸（使用入管所制的用纸）

　※请仔细遵照样本的说明、用日语或英语填写。

②入学申请书・履历书Form1 　本校所指定用纸（使用本校所制的用纸）。

　※请填写履历书上的学历，职历的学校，公司地址。

　 　详写到街道为止。

②留学理由书Form2 　本校所指定用纸（使用本校所制的用纸）。

②书面承诺Form3 　本校所指定用纸（使用本校所制的用纸）。

③最终学历的毕业证明书（原件） 　毕业时所领取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将会退还给本人。 　再中国大陆毕业于大学（包括大专）等的申请人

　请提交「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不需要提交「毕业证书」。

④最终出身学校的学业成绩表（原件） 　不采用复印件。必须从发行日开始不超过6个月。

　中国大陆申请人，最终学历为高中者若参加了

　「大学入学统一考试（高考）」请一起提交

　写有成绩的认证书（原件）

　。且，请将装有认证书的信封的复印件一起提交。

不需要「学业成绩表」。

　

⑤证明日语能力的资料（复印件） 　「日语能力考试」「日本留学考试（日语）」

　　※需要日语能力考试Ｎ５以上的 　「J.TEST实用日语检定F级」「日语NAT-TEST　N5级」

　　　　日语能力 　「ＢＪＴ商务日语能力测试」有参加过其中任何一项考试得人

请提交考试的合格证书（写有考试分数的证书）的复印件

※不合格的人也请提交写有分数的结果通知书的复印件。

⑥照片（３cm×４cm　８枚） 　拍摄不超过3个月的照片。

　※背面写上国籍，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彩色复印的照片不能使用！

⑦护照的复印件

⑧证明家庭构成（家庭全体成员） 　家庭所有成员的「户籍」（发行不超过6个月的 原件）

　的证明资料。 　中国大陆的申请者

　家庭所有成员的「户口本」的复印件

　※不只是写有家庭住址的页面，请将所有家庭成员的

　页面都复印，将户口本双面摊开的状态下复印。

※以下学生请把下面所提示的资料也一起提交。

　①在学证明书（原件）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②成绩证明书（原件）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①在职证明书（原件）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Ⅱ．现再在职中人 　　※现在在职中的公司所开的、写有
  「勤务时间」「职位」「担当业务」等的证明书。
　　※如果可以的话请用公司笺头的用纸。
　　　

只限持有者。有来日记录者、必须添上签证的页面和所盖有
出入国印章的页面的彩色复印件

必要的资料

Ⅰ．大学等在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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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学生请把下面所提示的资料也一起提交。
Ⅲ．过去交付申请过「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①入管给出的「不交付处分通知书」的复印件
　　　且没有审核通过的人。 ※「不交付处分通知书」必须写有不交付理由。
　　　※「就学」、「留学」或其他再留资格 　若没有写有不交付理由、请将不交付理由
　　　　的认定证明书没有被批准的人。 　　写在别纸上一同提交。

②作为不交付理由已被解除了的证明
　①小学的毕业证书和入学年龄与规定不符的理由
　　　证明书。
　②小学毕业证明书（原件）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③生活记录本的复印件等
　①「就学理由书」/「留学由书」

Ⅴ．过去取得过日本就学，留学签证， 　为何就学/留学、请理由写在纸上提交
　　　且在日本有留学经验的人。 　
　　　 ②「出勤・成绩证明」

　　请提交就学/留学 时的出勤率和成绩的
　　证明书（需发行不超过3个月）。

※经费支付人应准备的资料（经费支付人不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情况下）

(①〜⑧号是、「入学申请资料」的所需资料）

注意事项

①经费支付书Form4 　本校所指定用纸（使用学校所制的用纸）。

②③存款所有金额证明书和其资料 　(1)当地货币的「存款所有金额证明书」

　(2)　可说明持有(1)钱款的缘由的「说明书」

　　※请自己写下「说明书」。

　(3)　可说明持有(1)钱款的缘由的资料（「银行存折」

　　的复印件，过去3年份）

　　※请提交写有钱款的入帐，出帐信息的页面的复印件

　　※存款人的姓名、金融机构的名称（发行存折的

　　　支行名称）、写有账号和存折号的页面也请复印

　　　一同提交。

　中国大陆的申请人的经费支付人必须提交

　「存款证明原件」。

　不需要(1)的「存款所有金额证明书」。

　(2)、(3)是必要的、请提交。

④职业证明书 　请提交(a)(b)(c)中的其中一项。

　  (a)「在职证明书」（支付人再企业单位工作的情况下）

※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b)「营业许可书」等（支付人是个体经营者的情况下）

※请提交复印件。

　  (c)「法人注册书副本」等（支付人为企业管理人员的情况下）

※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⑤收入证明书 　若支付人再企业单位等工作，请提交此项证明。

　※过去3年份的「收入证明书」

⑥纳税证明书 　写有收入或所的金额的证明书。

　※過去３年分の「纳税证明书」

必要的资料

Ⅳ．小学入学年龄与规定不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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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证明与申请人的关系的资料（原件） 　户籍，居民证等可证明家族关系的证明资料

　中国大陆的申请人的支付人必须提交

　「亲属关系公证书」。

⑧可证明支付人的家庭构成 　支付人家庭所有成员的「户籍」（需发行不超过6个月）

　（家庭所有成员）的说明书 　中国大陆的申请人的经费支付人请提交

　支付人家庭所有成员的「户口本」的复印件。

　※不只是写有家庭住址的页面，请将所有家庭成员的

　页面都复印，将户口本双面摊开的状态下复印。

※经费支付人应准备的资料（经费支付人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情况下）

(①〜⑧号是、「入学申请资料」的所需资料）

注意事项
①经费支付书Form5 　本校所指定用纸（使用学校所制的用纸）。

　　※请写下承担经费支付的缘由。

②③存款所有金额证明书和其资料 　①经费支付人名义的日元的「存款所有金额证明书」

　②　　可说明持有(1)钱款的缘由的「说明书」

　　※请自己写下「说明书」。

　③可说明持有(1)钱款的缘由的资料（「银行存折」

　　的复印件，过去3年份）

　　※请提交写有钱款的入帐，出帐信息的页面的复印件。

　　※存款人的姓名、金融机构的名称（发行存折的

　　　支行名称）、写有账号和存折号的页面也请复印

　　　一同提交。

④职业证明书（原件） 　请提交(a)(b)(c)(d)中的其中一项。

　  (a)「在职证明书」（支付人再企业单位工作的情况下）

※由公司社长发行的3个月以内的原件

　  (b)「营业许可书」等（支付人是个体经营者的情况下）

3个月内发行的正本1件、副本1件

　  (c)「法人注册书副本」等（支付人为企业管理人员的情况下）

※必须是3个月以内所发行的文件

　　(d)「税金申报的存根」（支付人是个体经营者的情况下）

※写有商号和经营社名的存根

⑤纳税证明书（※过去3年份） 　（ア）支付人再企业单位工作的情况下

　　※写有收入或所的金额的证明书。 　　　行政机关发行的「所得证明书」或「预扣税款收据」

　（イ）支付人是个体经营者或公司等的管理人员的情况下

　　　税务署发行的「所的证明书」或「税金申报的存根」

　　　（必须盖有税务署的印章）

⑥证明与申请人的关系的资料（原件） 　户籍，居民证等可证明家族关系的证明资料

　中国大陆的申请人的支付人必须提交

　「亲属关系公证书」。

必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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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可证明支付人的家庭构成 　写有家庭所有成员住民票或外国人登录

　（家庭所有成员）的说明书 　原始凭证记载事项证明书（外国人登録原票記載事項証明書）

８．学费

合计

\1,228,000

\946,000

９．学费退还规定（学生没有入学、或退学时有关钱款退还的规定）

（１）「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没有审核通过的情况下

→　除了选考费以外全部退还。

（２）「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审核通过已被交付、但没有申请入国签证（签证）

　　　没有来日本的情况下

→　返还「入学许可书」和「再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得人、

　　选考费和入学金以外全部退还。

（３）申请了入国签证（签证）、但没能拿到入国签证（签证）

　　　而没能来日本的情况下

→返还「入学许可书」、并提交没能拿到入国签证（签证）的证明书的人

　选考费和入学金以外全部退还。

（４）取得了入国签证（签证）、但来日本之前放弃入学的情况下

→没有使用入国签证（签证）、且经确认入国签证（签证）已失效（不可使用）

　以后、返还「入学许可书」的人、

　选考费和入学金以外全部退还。

（５）一入学的学生在中途退学的情况下

→不退还选考费和入学金。且、来日本满6个月之前不管以什么理由

　放弃学校（退学）均不退还授课费和其他诸费用。

　满6个月之前变更带再资格也同样不予以退还。

→学习超过6个月的学生、因升学等问题而放弃学校的情况下

　、还有剩余没有完业的学期的学生、将以6个月为单位计算

　、退还授课费和其他诸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回国的学生、必须要等到确认回国以后、其他变更签证的学生

　、要等到确认签证已变更以后、

　进行退还钱款手续。

\48,000

大学升学1年6个月课程 \20,000 \80,000 \810,000 \36,000

大学升学2年课程 \20,000 \80,000 \1,080,000

选考费 入学金 授课费（总额） 其他诸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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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汇入选考费和学费的收款人银行账号（汇入钱款的银行）

　　银行名称：The Daisan Bank Ltd 支行名称：　Toda Branch

　　收款人账号： 465-3351982 收款人姓名：　Usec Co.,Ltd

　　SWIFT代码：DSBKJ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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