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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 YMCA 日本語教育以全人教育為理念,希望世界各國的人能夠

在此共同學習,相互理解,共創和平社會。 

福岡 YMCA 的日本語課程針對同學們升學、工作、生活等各種目的

和需要,為大家提供高品質的教育環境。 

 

 

■  課程概要  
 
 
 
學校會根據每個學生的日文程度將學生個別分配到初級到上級的班級，並學習在日常生活， 

職場，大學等各式各樣的場合中能夠使用的實用日文。 

中級以上的班級，能夠選擇並修習以升學、就職等個人目標的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包含，「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EJU（日本留學試驗：日語）對策」等課程。 

 
 

 

學校會根據每個學生的日文程度將學生個別分配到初級到上級的班級，並學習在日常生活，職場

等各式各樣的場合中能夠使用的實用日文。 

中級以上的班級，能夠選擇並修習以生活、就職等個人目標的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包含，「JLPT（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商業日語」等課程。 

 

◎ 有關課程期間 

 根據自身在入學時的日語能力和未來出路規劃，可以提早結束預定課程。但如果選擇中途結束課程，

本校將不給予畢業證書。 

 

入學時期 課程期間 上課時間 班級 

4 月入學 2 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9:30～13:15 

【下午】 13:45～17:30 

（1 堂課 50 分鐘×4 堂課） 

初級、初中級 

中級、中上級、上級 

※並不是每學期所有的班都會開課。 

※依據程度分為上午班或下午班。 
10 月入學 1.5 年 

入學時期 課程期間 上課時間 班級 

4 月入學 
1 年 

2 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9:00～12:50 

【下午】 13:20～17:10 

（1 堂課 50 分鐘×4 堂課） 

初級、初中級 

中級、中上級、上級 

※並不是每學期所有的班都會開課。 

  ※依據程度分為上午班或下午班。 
10 月入學 1.5 年 

升學日本語課程／一般日本語課程：福岡ＹＭＣＡ學院 (七隈校) 

 

一般日本語課程：福岡ＹＭＣＡ日本語學校  (天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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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報名資格》 

① 在外國已完成 12 年以上學校教育課程 

② 報名時在日語教育機關學習日本語達 150 小時以上,或者持有日語能力試驗 N5 或 J-TEST・F 級 

以上證書 

 

《報名時間》 

◎ 招生額滿時即便在報名期間內也會提前截止報名,請諒解。 

 

《報名方法》 

  ◇ 直接到福岡 YMCA 窗口報名 

請務必事先電話預約,準備好報名資料後,由聯絡人直接提交到學校窗口辦事處。 

  ※請注意,若報名資料不齊全我們將無法受理。 

◇ 透過海外合作機構進行報名 

具體手續請向各合作機構確認。 

合作機構各國都有(台灣、韓國、泰國、越南等）,若需詳細資料請諮詢。 

 

《關於面試》 

為了確認申請者在日本求學的意願和能力,根據需要進行面試,春期入學的同學在 10 月下旬,秋期入學的

同學則在 4 月下旬。 

 

《從報名到入學的流程》 

 

 

 

 

 

 

 

 

 

 

 

 

 

 

 

 

入學時期 報名期間 

4 月入學 前一年 8 月～前一年 10 月 

10 月入學 2 月～4 月 

學生 

or 

海外合作機構 

ＹＭＣＡ 

日本在外使館 

（大使館、領事館） 

 

入國管理局 

④
交
付
在
留
資
格 

認
定
證
明
書 

     

③
申
請
在
留
資
格 

認
定
證
明
書 

⑧
發
簽
證 

    

 

⑦
申
請
簽
證 

① 提交報名材料和報名費 

⑤  繳納學費 

 

 

 

 

②  入學許可 

⑥ 郵送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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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料   

≪注意事項≫ 

＊提交的報名資料需是三個月之內簽署的。 

＊日語以外的資料必須附帶日語譯本。 

＊報名資料原則上不退還。（只簽發一次的證書類會退還本人。） 

＊根據需要,有可能會要求提交報名資料外的資料。 

＊過去曾申請過短期停留簽證外的簽證的同學請事先申告。 

＊如有不實記載,將無法取得入學資格,或事後取消入學許可。 

 

Ⅰ ．申請者之相關資料  ※規定的書寫表格可從首頁的連結下載 

① 入學願書（規定樣式）  

・除了簽名之外，請盡量使用電腦打字。手寫的話，請寫工整。 

・履歷上有六個月以上空白期間的同學必須另外在第六項填寫兩頁有關此時期的說明。 

・學歷年數請填寫畢業（完成課程）所需的標準年數。 

如有提早完成課程或留級的情況，請另外提交說明書。  

 

② 就學理由書（規定樣式） 

・須由本人填寫。 

・入學審查時最重視的資料。請具體填寫在本校的學習目的和畢業後的進路規劃。 

・距離最後學校畢業 5 年以上的同學尤其需要詳細說明以前的經歷、學習日語的目的和必要性、    

畢業後的進路等。 

 

③ 最終學歷的畢業證明書正本 

・如須繳交畢業證書請提交副本。如有必要，也會要求必須提交正本的畢業證書。 

・目前仍在大學就讀者需提交在學證明書。 

 

④ 在職證明書 

・有過工作經歷的同學請提交就職公司簽發的在職證明書。 

 

⑤ 日語能力證明資料 

・請提交日語能力試驗 N5 或相對應以上的認定書副本。 

・日語教育機關發行的 150 小時以上的日語學習經歷證明書內容，須載明學習時數、學習期間、 

出席率、學習內容、課程名稱、課程最終日語目標水平,以及使用教材名稱。 

 

⑥ 照片 3 張（4cm×3cm） 

・報名時三個月之內的照片。入學願書上請黏貼一張。 

・証件照請參照入學申請書之規定尺寸。 

 

⑦ 護照影本 

・請提交記載有身份事項（姓名等）的照片頁面影本。 

・如果有過日本出入境記錄,包括舊護照,請提交所有蓋有日本出入境章的頁面影本。 

・如果沒有取得護照，請提交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份證等公家機關證明文件。 

 

⑧ 在日親屬之書面資料 

若有在日親屬, 請提出在日親友之在留卡,住民票...等書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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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經費支付人之相關資料 

① 經費支付書（規定樣式） 

・必須由經費支付人本人填寫。 

・如果是父母以外的人做支付人,請提交關於和申請人的關係及同意支付經費的原委的說明書（規定樣

式 3）。 

 

② 存款餘額證明正本（外國貨幣可） 

・請提交金融機關所發行，能夠證明具有與留學期間所需學費、生活費等同程度財力的文件。 

 

③ 證明資金形成過程的資料 

・請提交過去 1 年間的存摺副本等,能顯示金融帳戶餘額增長記錄的文件。 

 

④ 證明職業的資料（以下任意一種） 

 ・公司職員：請提供由任職公司發出,記載著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在職期間・職務內容之在職證明書 

  ・公司經營者或董事：法人登記謄本 

  ・私營：營業許可之複件 

 

⑤ 所得證明書面資料 

・收入證明書：請提供公家機關所發行,儘可能記載了複數年間所得之證明。 

・納稅證明書：請提供所得稅管理機關所發行之繳稅證明。 

 

⑥ 證明和申請人本人關係的資料  ※由申請者本人以外的人支付經費時 

・請提交戶籍謄本、住民登記、出生證明書等官方證明。 

 

⑦ 住民票或登錄原票記載事項證明書 ※由居住在日本的人士支付經費時 

 

 

■  獎學金制度 

福岡 YMCA 有以下支援學習的獎學金制度。 

★以新生為對象  

《福岡ＹＭＣＡ入學金減免獎學金》    ※因受獎人數有上限,經過審核後於入學時確認資格。 

○ N1：80,000 日圓 ○ N2：50,000 日圓 

 

★以在校生為對象  

《福岡ＹＭＣＡ學費減免獎學金》  ※在學 6 個月後,根據審核結果確認資格。 

○ 人數：1 學期 3～4 名     ○ 金額：50,000 日圓～70,000 日圓／人 

 

 

 

 

 

 

 

 

 

 



 6 

■  學費 

◎ 設施教材費內包含教材費 ・課外活動費 ・體檢費 ・傷害保險費。 

 

《繳納方法》 

  在學校窗口現金繳納,或匯入學校指定帳戶（請參照 P.8）。 

  ※匯款時請用申請人名義(用其他人名義匯款時請事先聯繫)。 

  ※從外國向日本匯款時,除了匯款國的手續費外,還需支付中轉銀行和領取銀行的手續費。 

請匯款人負擔所有手續費。 

 

《學雜費退還問題》 

○ 學校審查不允許入學  入境管理局的審查未過 或是繳納學費前退學的情況 

  → 報名費、入學金不予退還。 

○ 獲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並辦理入學手續後,未能在日本在外使領館獲取 

→ 報名費和入學金不退.在本校確認拒簽結果後,退還學費。 

○ 獲取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並辦理入學手續後,入境日本之前取消入學 

→ 報名費和入學金不退.向本校提交辭退理由書並歸還入學許可書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退還 

學費。 

○ 入學後中途退學(包括入境日本後取消入學) 

→ 報名費、入學金和在校期間的學費不予退還。 

  在學期結束前提交退學申請的同學, 學校確認本人回國或變更在留資格完畢後, 退還下學期的 

學費。 

○ 違反法令和校規而受到退學處分時,學費不予退還。 

○ 如果因為延遲扺達日本或是入學而無法接受課程的話，該堂課的課程費用不會進行退還。 

○ 由於天災、事故、感染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而結束課程的話，學費將不予以退還。 

 

《日本生活的費用概算：1 年》 

學費  780,000 日圓 

宿舍 【初期費用】20,000 日圓～70,000 日圓＋【家賃】360,000 日圓～480,000 日圓 

水電煤氣費  60,000 日圓～120,000 日圓 

保險費 【健康保險】20,000 日圓＋【住宅保險】4,000 日圓～32,000 日圓 

其他 【食費】240,000 日圓～360,000 日圓＋【手機話費 】60,000 日圓～120,000 日圓 

合計   約 1,500,000 日圓～2,000,000 日圓 

學習時間 報名費 入學金 

第 1 年 第 2 年 

合計 學費 

(含施設教材費) 

學費 

(含施設教材費) 

繳納時間 報名時 入管交付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之後 第二年開始前  

1 年課程 ￥30,000 ￥80,000 ￥704,000  ￥814,000 

1.5 年課程 ￥30,000 ￥80,000 ￥704,000 ￥352,000 ￥1,166,000 

2 年課程 ￥30,000 ￥80,000 ￥704,000 ￥704,000 ￥1,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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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岡 YMCA 合作宿舍  

《福岡 YMCA 合作宿舍例》 

 

宿舍名稱 ①DORMY福岡 ②SHARELY　ＳＴＹＬＥ博多

宿舍類型 學生宿舍（附餐） 學生宿舍（不附餐）

地址 福岡市早良区西新5-15-43 福岡市南区井尻1-32-5

最近車站 地鐵空港線「西新站」 西鉄電車「井尻站」

上學
【天神校】 約15分：徒歩→地鐵→徒歩（自行車約25～30分）

【七隈校】約25分：徒歩→公車→徒歩 （自行車約25～30分）

【天神校】約20分：徒歩→電車→徒歩（自行車約45分）

【七隈校】約45分：徒歩→電車→公車→徒歩（自行車約40～60分）

交通費※
【天神校】地鐵定期（3個月）：29,130日圓

【七隈校】公車定期（3個月）：21,800日圓

【天神校】電車定期（3個月）：25,280日圓

【七隈校】電車＋公車定期（3個月）：29,300日圓

保證金等

入住費：51,000日圓（不退費）

清掃費：15,000日圓

建物維持費：3,000日圓/年

退去時清掃費：18,000日圓/僅限第一次

房租 52,300日圓／月(附早晚餐） 40,000日圓／月

水電煤氣費 8,250日圓／月 房租內

網絡 550日圓／月 房租內

３個月費用概算 252,300日圓 138 ,000日圓

房間 21㎡ 12.00㎡～

室內設備
衛浴、廁所、迷你廚房、書架、衣櫥、空調、

床、桌椅、電冰箱、洗衣機
空調、一體式衛浴、廁所、床、桌椅、電冰箱

共用設備 電梯、自動鎖大門、食堂、電熨斗、吸塵器 電梯、自動鎖大門、食堂、廚房、洗衣機

宿舍名稱 ③DELCO HOMES別府 ⑥Ｊ-ＦＩＥＬＤ田島

宿舍類型 公寓（附家電家具） 公寓

地址 福岡市城南区別府2-10-19 福岡市城南区田島1-2-32

最近車站 地鐵七隈線「別府站」 地鐵七隈線「別府站」

上學
【天神校】約20分：徒歩→地鐵→徒歩（自行車約25～30分）

【七隈校】約10分：徒歩→公車→徒歩（自行車約10～15分）

【天神校】約25分：徒歩→地鐵→徒歩（自行車約25～30分）

【七隈校】約15分：徒歩→公車→徒歩（自行車約10～15分）

交通費※
【天神校】地鐵定期（3個月）：29,130日圓

【七隈校】公車定期（3個月）：21,800日圓

【天神校】地鐵定期（3個月）：29,130日圓

【七隈校】公車定期（3個月）：21,800日圓

保證金等

保證金：50,000日圓（原則退費）

清掃費：11,000日圓

床包被套組費：3,300日圓

換鎖費：6,600日圓

保證金：31,300日圓

火災保險：13,000日圓/2年

中介介紹費：31,900日圓

房租
50,000日圓／月

（含水電煤氣費）※有上限

31,300日圓/月

（含水費、町費）

水電煤氣費 ― 實際費用（電煤氣費）

網絡 房租內（無線Wifi） 房租內（無線Wifi）

３個月費用概算 214,300日圓 176 ,700日圓

房間 19.2㎡ 16.8㎡

室內設備
空調、衛浴、廁所、床、桌子、電冰箱、TV、微波爐、

電鍋、吸塵器、吹風機、寝具、廚具餐具

一體式衛浴、空調、廚房、床、

桌子、洗衣機、電冰箱、微波爐、電風扇

電鍋、廁所用品

共用設備 電梯、自動鎖大門 自行車停車場

■費用（3個月以上～）

■設備・設施

■費用（3個月以上～）

■設備・設施

※乘坐西鉄巴士的同學可購買福岡市内全線券（7,200日圓／月）。  
 

《備考》 1, 空房狀況隨時有變化,房租也可能有變化。 

☆具體信息和其他合作宿舍的信息請參見首頁。 

→ http://www.fukuoka-ymca.or.jp/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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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0133 福岡市城南區七隈 1-1-10 

Tel : (81) 92-831-1771  Fax : (81) 92-822-8701 

E-mail : f-j-college@fukuokaymc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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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理時間：星期一～五 9:00～17:30 （例假日除外） 

※來校時請事先電話預約。 

 

【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Bank Name 

 福岡銀行  荒江分店 

 The Bank Of Fukuoka, LTD.  Arae Branch 

銀行地址 

Bank Address 

 福岡市早良区荒江 2-9-5 

 2-9-5 Arae, Sawara-ku, Fukuoka-city, Fukuoka, Japan  

帳號 

Account No. 

 普通帳戶 1508107 

 Ordinary Deposit  1508107 

帳戶名義 

Account Name 

 學校法人福岡 YMCA 學園 理事長 齊藤皓彦 

 Fukuoka YMCA Gakuin,  Akihiko Saito 

Swift Code  FKBKJPJT 

 

 

 

 

 

〒810-0001 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3-4-7 天神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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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理時間：星期一～五 9:00～17:30（例假日除外） 

※來校時請事先電話預約。 

 

【銀行帳戶】 

銀行名稱 

Bank Name 

 西日本城市銀行 荒江分店 

 The Nishi-Nippon City Bank, LTD.  Arae Branch 

銀行地址 

Bank Address 

 福岡市早良区荒江 2-11-3 

 2-11-3 Arae, Sawara-ku, Fukuoka-city, Fukuoka, Japan  

帳號 

Account No. 

 普通帳戶 1583788 

 Ordinary Deposit  1583788 

帳戶名義 

Account Name 

 公益財團法人福岡 YMCA 理事長 齊藤皓彦 

 Fukuoka YMCA,  Akihiko Saito 

Swift Code  NISIJPJT 

 

福岡ＹＭＣＡ學院  (七隈校) 

 

福岡ＹＭＣＡ日本語學校    (天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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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