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福冈 YMCA 日语课程   
Fukuoka YMCA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s 

 

 

 

 

 

 

 

 

 

 

 

 

 

 

 

 

 

 

 

 

 

 

 

 

 

 

 

 

 

 2018.08 改订 

 

 

 

 

招生简章 
～申请留学签证用～ 

 



 2 

 

 

福冈 YMCA 的日语教育以全面教育为基本理念，希望为各国人们提供相遇相知的场所，希

望大家能一起学习，达到相互理解，共创和平社会的目的。 

福冈 YMCA 的日语课程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环境，为升学、商务、生活等不同目的的学习者

分别提供最合适的日语教育。 

 

 

■ 课程简介 

 

  
 

 

升学课程，学习日语的同时，为日本留学考试、日语能力考试做充足准备。。 

 

 
 

 

 

学习和掌握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各种场合下必需的实用日语。 

分班按个人日语水平，级别从初级到上级，给大家提供学习日语的最佳环境。 

 

 

 

◎课程选择 

福冈 YMCA 两所日语学校按不同的学习目的分设为不同的课程，报名后课程不能更改。请充分理解这

一点后慎重报名。 

 

 

 

 

 

入学时期 课程时间 上课时间 班级 

4月入学 2年 
周一～周五 

【上午】  9:30～13:15 

【下午】 13:45～17:30 

（1课 50分钟×4课） 

初级、中级、中上级、上级 

※不是所有的班级每学期都必然开课。 

※根据班级，上课分别在上午或下午。 
10月入学 1.5年 

入学时期 课程时间 上课时间 班级 

4月入学 1年／2年 周一～周五 

【上午】  9:00～12:50 

【下午】 13:20～17:10 

（1课 50分钟×4课） 

初級 1、初級 2、初中級 

中級、中上級、上級 

※不是所有的班级每学期都必然开课。 

※根据班级，上课分别在上午或下午。 10月入学 1.5年 

升学日语课程：福冈ＹＭＣＡ国际饭店・福祉专门学校 日语科 

                                           （七隈校） 

 

） 

 

实用日语课程：福冈ＹＭＣＡ日语学校  （天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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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报名资格》 

① 在国外修完 12 年学校教育课程 

②  报名时在日语教育机关等学习日语达 150 小时以上，或者是日语能力达日语能力考试 N5（旧 4 级）

或 J-TEST 的 F 级以上水准 

 

《报名期间》 

 

 

 

 

 

 

 

◎请注意报名额满为止。 

 

《报名方法》 

  ◇ 直接到福冈 YMCA 窗口报名 

请务必事先预约。请联系人在准备好报名材料后直接到窗口提交。 

  ※如果报名材料不齐全，我们可能无法接受报名。 

◇ 通过海外协力机构报名 

具体手续请咨询我们的协力机构。 

各国都有我们的协力机构（台湾、韩国、泰国、越南等），详情请咨询。 

 

《从报名到入学的流程》 

 

 

 

 

 

 

 

 

 

 

 

 

 

 

 

 

 

 

入学时期 报名时间 

4月入学 头一年 8月～头一年 11月 15日 

10月入学 2月～5月 15日 

学生 

or 

海外协力机构 

 

ＹＭＣＡ 

 

日本在外使领馆 
 

入国管理局 

 

④
交
付
在
留
资
格
认
定
证   

明
书 

    

③
申
请
在
留
资
格
认
定
证   

明 ⑧
签
发
签
证 

    

 

⑦
申
请
签
证 

① 提交报名材料・报名费 

⑤ 交纳学费 

 

 

 

 

②入学许可 

⑥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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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材料    

≪注意事项≫ 

＊报名材料请提交报名前三个月之内签发的材料。 

＊日语以外的材料全部请附日语翻译件。 

＊报名材料原则上不退还。（只发行一次的证书类退还。） 

＊必要时有可能要求提交规定的报名材料外的资料。 

＊过去申请过短期停留签证以外的签证的同学请一定事先申报。 

＊如果记载有虚伪不实之处，学校会拒绝接受入学或取消合格许可。 

 

Ⅰ．申请人的相关材料    ※学校主页上可下载指定的文本格式。 

① 入学愿书（规定样式 1） 

・全部由申请者填写，请注意准确填写，无遗漏项目。 

 必须由申请者亲笔签名。签名以外，请尽可能用 PC输入打印制作。如果是手写，请谨慎工整地书写。 

・履历有六个月以上的空白期间时，请填写申请书上第 2 页的第 6 项。 

 

② 就学理由书（规定样式） 

・必须申请者本人填写。 

・入学审查时最重视的材料。请具体写明在本校的学习目的和毕业后的志愿去向。 

・最终学历学校毕业 5年以上时，务请清楚说明过往经历、学习日语的目的、必要性和毕业后的意向。 

 

③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明书和成绩证明原件 

・必要时会要求提交毕业证原件（审查结束后即退还本人）。 

・大学在校生等请提交在学证明。 

・中国本土的同学请提交中国教育部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认证报告。 

・尼泊尔人或越南人请提交高中毕业证明和成绩证明。 

 

④ 在职证明 

・有过工作经验的同学请提交工作单位签发的在职证明。 

 

⑤ 日语能力证明材料 

・请提交日语能力考试 N5（J-TEST 的 F 级）以上的认定证原件。 

・提交由日语教育机关发放的 150 小时以上日语学习证明时，请注意必须明确记载已修学时数目。 

 

⑥ 照片 3张（4cm×3cm） 

・必须是报名前三个月之内拍摄的照片。入学愿书上请勿忘粘贴。 

・背面请用拼音或汉字标注姓名・学校名（福冈ＹＭＣＡ）。 

 

⑦ 护照复印件 

・请提交记载有身份事项（姓名等）和登有本人照片的页面的复印件。 

・有过日本出入境经历的话，请提交盖有日本出入境章的所有页面的复印件（包括旧护照）。 

 

⑧ 身份证明材料 

・请提交户籍滕本、住民登记、身份证等官方证明。 

・中国国籍请提交户口本复印件，越南国籍请提交户籍本复印件（登记内容更新为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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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经费支付者的相关资料 

① 经费支付书（规定样式 2） 

・由经费支付者本人亲笔填写。 

・支付者是本人父母之外时，请提交说明书说明支付人和本人的关系以及同意支付经费的原因。 

② 存款余额证明原件（可以是外国货币） 

・请提交金额相当于留学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金额的证明。 

③ 证明资金形成过程的相关材料 

・请提交存折复印件等可以证明资金存蓄过程的资料。 

④ 证明职业的材料（下面任意一种） 

  ・公司职员：用公司信签开的在职证明，须记载有公司名字、地址、电话、在职期间和职务内容 

  ・公司经营者和董事：法人登记簿滕本 

  ・自营业：营业许可的复印件 

⑤ 收入证明及纳税证明・尽量提交公务机关发行的记载有年收入的证明书 

⑥ 证明和申请者本人关系的材料  ※非申请者本人支付经费的场合 

・请提交户籍謄本、住民登记、出生证明等官方材料。 

・中国国籍请提交户口本复印件、越南户口请提交户口本复印件。（全家人的） 

⑦ 住民票或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日本居住人士支付经费时 

 

《关于面试》 

为确认申请人在日留学的意向和能力，在必要之时，春季入学者在 10月下旬，秋季入学者在 4月下旬进

行现场面试。 

 

 

■ 奖学金制度 

福冈 YMCA有以下奖学金支援同学们的留学生活。 

☆以新生为对象的奖学金 

《福冈ＹＭＣＡ入学金减免奖学金》  人数有上限，以入校后的学校选考决定 

【升学日语课程】 ○N1：80,000riyuan  ○N2：60,000 日元  ○N3：50,000riyuan  ○N4：30,000 日元 

【实用日语课程】 ○N1：80,000riyuan  ○N2：60,000 日元 

☆以在校生为对象的奖学金 

《福冈ＹＭＣＡ学费减免奖学金》 

【升学日语课程】 ○人数：1 学期 4～8 名     ○金额： 50,000 日元／人 

【实用日语课程】 ○人数：1 学期 2～3 名     ○金额： 减免 1 学期学费的 30％ 

《福冈ＹＭＣＡ赞助会奖学金》 

 【升学日语课程】 ○人数： 1～2 名         ○金额： 20,000 日元／月（6 个月） 

 【实用日语课程】 ○人数： 1 学期 2～3 名    ○金额： 10,000 日元／月（6 个月）  

《JASSO 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升学日语课程】 ○人数：1 名              ○金额： 48,000 日元／月 （12 个月） 

 

■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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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教材费里含教材费，课外活动费，体检费和伤害保险费。 

 

《缴纳方法》 

  在学校窗口支付现金，或汇入学校指定银行（请参照 P.8）。 

  ※汇款时请用申请人名义汇款。(使用其他人名义时，请事先联系。) 

  ※汇款手续费请汇款方负担。 

 

《关于学费的退还》 

○校内审查结果为不合格，入管局申请结果为拒发在留资格证明书，或缴纳学费前谢绝入校的情况 

  → 报名费不退。 

○领取了在留资格证明书，入学手续办理完毕后，日本领使馆拒发签证 

→ 本校确认拒签后，退还报名费和入学金之外的学费。 

○领取了在留资格证明书，入学手续办理完毕后，入学前取消入学时 

→ 报名费和入学金不退。本人提交辞退入学理由书并归还入学许可证明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退

还学费。 

○入学后中途退学时（也适用于入境日本后取消入学的情况） 

→ 报名费・入学金和在校学期的学费不予退还。如果在当前学期结束前提交退学申请，在确认归国或

在留资格变更完毕后，退还下学期的学费。 

○违反法令和校规而被开除时，学杂费不予退还。 

 

 

《留学费用概算：1 年》 

 

学费  750,000日元 

宿舍 【初期费用】20,000日元～70,000日元＋【房租】360,000日元～480,000日元 

水电煤气费  60,000日元～120,000日元 

保险费 【健康保险】20,000日元＋【住宅保险】4,000日元～32,000日元 

其他 【食費】240,000日元～360,000日元＋【携帯電話代】60,000日元～120,000日元 

合计   大约 1,500,000日元～2,000,000日元 

 

 

学习期间 报名费 入学金 

第一年 第二年 
合计 学费 

（包括设施教材费） 

学费 

（包括设施教材费） 

缴纳时间 报名时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后 第二年开始前  

4 月入学 

(1年课程) 
￥20,000 ￥80,000 ￥670,000  ￥770,000 

10月入学 

(1.5年课程) 
￥20,000 ￥80,000 ￥670,000 ￥335,000 ￥1,105,000 

4 月入学 

(2年课程) 
￥20,000 ￥80,000 ￥670,000 ￥670,000 ￥1,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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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冈 YMCA合作宿舍 

福冈 YMCA合作宿舍例。   

宿舍名称 ①DORMＹ福冈 ②SHARELY STYLE博多 ③WINGS 室见

宿舍类型 学生宿舍（含餐） 学生宿舍（不含餐） 学生宿舍（吃飯選擇制）

地址 福冈市早良区西新5-15-43 福冈市南区井尻1-32-5 福冈市早良区室見4-18-10

最近车站 地下铁空港线「西新站」 西铁电车「井尻站」 地下铁空港线「室见站」

上学

【天神校】约15分：徒歩→地下铁→徒歩
             （自行车约25～30分）

【七隈校】约25分：徒歩→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25～30分）

【天神校】约20分：徒歩→电车→徒歩
　　　　　　　（自行车约45分）

【七隈校】约45分：徒歩→电车→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40～60分）

【天神校】约20分：徒歩→地下铁→徒歩
　　　　　　（自行车约35～40分）

【七隈校】约30分：徒歩→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20～25分）

车费※
【天神校】地下铁定期（3个月）：28,590日元

【七隈校】公车定期（3个月）：20,000日元

【天神校】电车定期（3个月）：9,870日元

【七隈校】电车＋公车定期（3个月）：29,300日元

【天神校】地下铁定期（3个月）：28,590日元

【七隈校】公车定期（3个月）：20,000日元

保证金等
入馆费：51,000日元（不退）

清洁费：15,000日元

维持费：3,000日元

保证金：20,000日元
（扣除清扫费用8,640日元后原则上退还）

房间补偿金4,000日元／年

入馆费：30,000日元（不退）
保证金：20,000日元

（扣除清扫费用8,640日元后原则上退还）
房间补偿金4,000日元／年

房租 51,000日元／月（含早晚餐）
31,500日元～33,500日元／月

（含共益费、町费）

33,000日元／月

（含共益费、町费）

水电煤气费 6,480日元／月 9,300日元／月 实际费用

网路费 含房租内（有线LAN） 含房租内（有线LAN） 含房租内（有线LAN）

3个月概算 241,440日元 146 ,400日元～152 ,400日元 153 ,000日元

房间面积 21㎡ 12.00㎡～ 12.50㎡

室内设备
配套卫浴、迷你厨房、书架、衣柜、空调、

床、桌子・椅子、冰箱、洗衣机
配套卫浴、空调、

床、桌子・椅子、冰箱
配套卫浴、衣柜、

空调、床、桌子・椅子、冰箱

公用设备
电梯、自动锁大门、

食堂、电熨斗、吸尘器

电梯、自动锁大门、

食堂、厨房、洗衣间

电梯、自动锁大门、

食堂、厨房、洗衣间

宿舍名称 ④DERUＣO　ＨＯＭＥＳ別府 ⑤LakesideCorpo Nanakuma ⑥Ｊ-ＦＩＥＬＤ田島

宿舍类型 带家具家电公寓 带家具家电公寓 公寓

地址 福冈市城南区別府2-10-19 福岡市城南区七隈7丁目38-32 福冈市城南区田島1-2-32

最近车站 地下铁七隈线「別府站」 地下铁七隈线「福大前站」 地下铁七隈线「別府站」

上学

【天神校】约20分：徒歩→地下铁→徒歩

　　　　　　（自行车约25～30分）
【七隈校】约10分：徒歩→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10～15分）

【天神校】约45分：徒歩→地下铁→徒歩

　　　　　　（自行车约40～45分）
【七隈校】约20分：徒歩→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15～20分）

【天神校】约25分：徒歩→地下铁→徒歩

　　　　　　（自行车约25～30分）
【七隈校】约15分：徒歩→公车→徒歩

　　　　　　（自行车约10～15分）

车费※
【天神校】地下铁定期（３个月）：28,590日元

【七隈校】公车定期（３个月）：20,000日元

【天神校】地下铁定期（３个月）：33,150日元

【七隈校】公车定期（３个月）：14,080日元

【天神校】地下铁定期（３个月）：28,590日元

【七隈校】公车定期（３个月）：20,000日元

保证金等
保証金：50,000日元（原則返金）

清扫费：10,800日元
被褥费：3,240日元

保証金：35,000～69,000日元
※金額·內容源於保證公司

退房後，有一部還錢
 换锁费：15,000日元

火灾保险：15,000日元
清扫费：33,480日元

礼金：30,000日元(不退)
 换锁费：5,400日元

保证金：24,200日元
火灾保险：6,500日元/年

中介手续费：21,600日元
清扫费：21,600日元

房租
50,000日元／月

（含水电煤气费）※有上限

34,000日元／月

（含共益费、水费、町费）

24,200日元／月

（含水费、公益费＆町费）

水电煤气费 ― 实际费用（电费煤气费） 实际费用（电费煤气费）

网路费 含房租内（无线Wifi） 含房租内（无线Wifi或有线LAN） 含房租内（有线、１２Ｍ内免费。）

3个月概算 214,040日元 200 ,480日元～234 ,480日元 157 ,700日元

房间面积 19.2㎡ 22.0㎡ 16.8㎡

室内设备

空调、淋浴、厕所、床、桌子、

电冰箱、TV、微波炉、电饭煲、吸尘器、吹风
机、被褥、厨房用品、餐具

冰箱，微波炉，洗衣机，TV，空调，床，照明，燃

气灶，吹风机，抹布，洗涤剂，卫生间用品，亚麻
布各种

照明，空调，浴室，厕所，厨房

公用设备 电梯、自动锁大门 自行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

■费用（3个月以上～）

■设施・设备

■费用（3个月以上～）

■设施・设备

※乘坐西铁公车的同学可购买福冈市内全线自由券（7,000日元／月），乘坐地下铁的七隈校同学可以购买地铁全线自由券（7,200日元/月）。  

＊备考：・由学校介绍入住时，需加入留学生住宅补偿保险。 

     ・空房情况随时有变动，房租也可能会变化。 

 

详情和其他福冈 YMCA合作宿舍的信息请参见 HP 

→http://www.fukuoka-ymca.or.jp/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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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０１３３ 福冈市城南区七隈 1-1-10 

TEL: (８１）９２-８３１-１７７１  FAX: (８１）９２-８２２-８７０１ 

E- Mail : f-j-college@fukuokaymca.org  QQ:3131017217 

HP: http://www.fukuoka-ymca.or.jp/japanese/nanakuma/ 

 

●接待时间：周一～五 9:00～17:30 （节假日除外） 

※来校时请提前电话预约。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Bank Name 

 福冈银行 荒江分行 
 The Bank Of Fukuoka, LTD.  Arae Branch 

银行地址 
Bank Address 

 福冈市早良区荒江 2-9-5 
 2-9-5 Arae, Sawara-ku, Fukuoka-city, Fukuoka, Japan  

账号 
Account No. 

 普通储蓄 1508107 
 Ordinary Deposit  1508107 

账户名义 
Account Name 

 学校法人福冈 YMCA学園 理事長 齐藤皓彦 
 Fukuoka YMCA International College,  Akihiko Saito 

Swift Code  FKBKJPJT 

 

 

 

 

 

〒８１０-０００１ 福冈市中央区天神 3-4-7 天神旭楼 2Ｆ 

TEL: (８１）９２-７８１-７４１０  FAX: (８１）９２-７１２-４２２３ 

E- Mail : f-nihongo@fukuokaymca.org 

HP : http://www.fukuoka-ymca.or.jp/japanese 

 

●接待时间：周一～五 9:00～17:30 （节假日除外） 

※来校时请提前电话预约。 

 

【银行账号】 

银行名称 
Bank Name 

 西日本城市银行 荒江分行 
 The Nishi-Nippon City Bank, LTD.  Arae Branch 

银行地址 
Bank Address 

 福冈市早良区荒江 2-11-3 
 2-11-3 Arae, Sawara-ku, Fukuoka-city, Fukuoka, Japan  

账号 
Account No. 

 普通储蓄 1583788 
 Ordinary Deposit  1583788 

账户名义 
Account Name 

 公益财团法人福冈 YMCA 理事长 齐藤皓彦 
 Fukuoka YMCA,  Akihiko Saito 

Swift Code  NISIJPJT 

 

福冈 YMCA 国际饭店・福祉专门学校日语科 （七隈校） 

 

福冈 YMCA 日本语学校（天神校） 

 

http://www.fukuoka-ymca.or.jp/japanese/nanaku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