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4 月生 募集要項 

Ⅰ. 申请人（学生）材料 
照片（5 张） 申请前 3个月内拍摄的免冠正面照片，规格 3㎝×4㎝。 ※请务必在背面写上学生姓名。 

护照复印件 ・带照片的页面 

※如果曾经来过日本请提供相应护照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请复印成 A4大小。 

※申请护照需要时间，请尽早申请。 

富士国际语学院 

入学申请书 

・可以电脑输入打印，但学生署名处务必亲笔签名。无需盖章。 

・申请人和家庭成员的地址请与亲属关系公证的地址一致。 

如果现住址和亲属关系公证的地址不同的话，请把两个地址都填写上。 

・所有的学校以及工作单位的地址请具体填写。○○省○○市〈县〉～○○号 

・最终学历的校名、入学日、毕业日请与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学校开的证明保持一致。 

・留学理由的字数控制在 150字以内。用日语或中文（日语优先）。 

例）私は日本語を勉強して、日本の大学（大学院、専門学校）へ進学し、○○を勉強したいです。 

亲属关系公证 ・申请时请申请用于海外用途的公证。 

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申请人和经济支付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住址可有可无） 

・请同时申请日文版。 

※经济支付人是在日亲属的话只写「现住日本」即可， 

并提交该人在日本的住民票（家庭全员） 

 

Ⅱ.申请人（学生）学历的相关材料（请确认自己的现在学状况） 

 
●高中 3 年级(2020年 6月毕业) 

高中预定毕业证明 ・需该证明的发行机关所在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经办人职位及姓名(需签名)  

高中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需有打印日期 

 

●高中毕业生 

高中毕业证的复印件 ・所有的页面包括封面的复印件（请复印成 A4大小的） 

高中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需有打印日期 

高考成绩认证报告书 ※申请方法请参考备注栏。申请需要时间，请尽早申请 

※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 ・请提交毕业证书原件 

 

●大专 1,2,3 年级・大学 1,2,3,4年级(2020年 6月毕业) 

大学在读证明书 ・需该证明的发行机关所在地址、电话、传真号码以及经办人职位及姓名(需签名) 

大学成绩证明书 ・成绩证明需有打印日期 

高考认证报告书 ※申请方法请参考备注栏。申请需要时间，请尽早申请 

高中毕业证的复印件 ・所有的页面包括封面的复印件（请复印成 A4大小的） 

高中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需有打印日期 

 

●大专・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证的复印件 ・只要内容的复印，封面无需复印（※请复印成 A4大小的） 

大学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需有打印日期 

学位认证报告书 ※申请方法请参考备注栏。申请需要时间，请尽早申请 

 

Ⅲ. 经济支付人的材料（在中国的经济支付人请准备以下材料） 
※経費支弁者が日本にいる場合は、担当者へお申し出ください。 

经济支付书 ・必须使用本校表格模板来填写。 

・尽量用电脑输入打印，但经费支付人署名处务必亲笔签名。（经费支付人在日本工作或是日本人的情况下

著名处需要亲笔签名并盖章） 

・父母以外的亲戚做经费支付人的情况下请提前告知学校。 

・经济支付理由（日语优先。中文也可。） 

例１）作为申请人的父亲，我们会支付所以的留学所需费用。 

例２）作为父亲，我很支持女儿到日本来留学，所以我会支付学生在日留学期间的费用。 

・生活费金额：8万円以上 

・支付方法：银行汇款 （日语优先。中文也可。） 

※如果有给此申请人以外的学生做过留学日本的经济支付人,请通知学校※ 

经费支付人家族一览表 ・ 必须使用本校表格模板来填写。 

・ 尽量用电脑输入打印，但经费支付人签名处务必亲笔签名。（经费支付人在日本工作或者是日本人的情况

下签名处需要亲笔签名并盖章） 

・ 相关人员的地址信息请和入学申请书中填写的内容保持一致。 

存款证明 ・务必 16万人民币以上 

存单复印件 ・与存款证明配套的存单复印件,金额一致 

在职证明复印件 

 

职工：写明单位名称，地址以及固定电话和传真号码并盖公章， 并需要写明经办人职位及姓名(需签名) 

个体营业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收入证明复印件 ・务必年收 8万人民币以上 

职工：由所在单位开具的注明过去 3年（2016、2017、2018年度）的年收入明细，证明上要有单位的地址、

固定电话和传真并盖公章，需要写明经办人职位及姓名(需签名) 

个体营业者：相关的机关开具出的纳税证明以及注明有年收入金额的说明书 

全套材料需要配有日语翻译件。因材料有效期只有 3 个月，请在 8 月 30 日后开具。 

※所有的材料及申请过程存在隐瞒或者造假的情况会被取消申请资格。 

※曾经有申请过在留资格的人：学生、家人、经费支付人但凡有过任何在留资格申请、在留资格变更等经历的， 

不论结果如何（包括申请中途撤销的情况）请一定告知学校。 

【备注栏】 

申请认证报告书的方法：  

※从申请到寄到大约需要 3周的时间，因此请大家尽早申请。请通过以下的 HP来进行申请。 

高考/学位认证报告书 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认证报告书邮寄地址的指定： 

认证流程第三步：认证报告邮寄地址的选择≫≫报告接收机构栏目， 

点击选择后请输入学校的机构代码：A120 

※学校地址（日语版）：フジ国際語学院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 1-7-20 

  （英语版）：Fuji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stitute 

      1-7-20, Kita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169-0074  JAPAN 

专科学历证认定官网：http://www.chsi.com.cn/xlrz/201202/20120228/284945923.html 

※：进入认证官网后，请先选择就近的认证代办机构。 

※除了毕业证原件以外，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将交给入国管理局，所以不予以返还。在留资格的结果会在 2 月 20 日交付。交付

后学校会在当天联络大家通知结果。 

因为当日学校电话繁忙，占线无法接通的情况也常有发生、所以当日不接受任何电话的咨询，请谅解。 

本校的特色： 

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http://www.chsi.com.cn/xlrz/201202/20120228/284945923.html


2020 年 4 月生 募集要項 

1. 升学预备校，重视升学率，每年升入国公立大学（院），私立名牌大学（院）的人数都居日语学校之首。 

（详情请参阅网页） 

2. 教员经验丰富，升学指导能力及责任心强。 

3. 事务室配备日中两国职员，指导学生尽快适应日本生活，顺利考入大学(院) 

4. 学校地处东京都心，环境和文化氛围好，交通方便。打工工资高，机会多。 

5. 学校宿舍房型多，设备完善，交通便利。 

6. 有奖学金制度，奖学金名额多。 

 

报名资格和选拔方法： 

报名资格： 高中，大专，本科已毕业者及 2020年高中，大专，本科预定毕业者。 

选拔方法 ：提交 【申请人情况表】后由负责的老师进行审核。（有免试入学制度） 

 

课程设置<2020年 4 月生>： 

大学，大学院升学课程<2年课程> 2020年 4月～2022年 3月(上午，下午二部制各班定员 20名) 

※全日制精英升学课程及大学院直达课程 详细请联系咨询！ 

 

入学和入国申请的程序： 
 

 

 

 

  委托  代理 申请入国 合格者发给在留  通知合 转发认 申请 

 代办  申请 返签证 资格认定证明 格与否 定证明 签证                                                   

费用： （单位：日元） 

第一年 第二年 

  
合格录取 

一周内交纳 
在留资格发放时交纳 

合计 
续读时交纳 

合计 

课程名称 最长课程时间 报名费 入学金 授课费 设施费 授课费 设施费 

大学，大学院 

升学课程 

4 月生 

(2 年） 
30,000 100,000 640,000 60,000 830,000  640,000  60,000  700,000  

                                                                ※所列费用均已包含消费税                

 

报名费须知：交费后，不予退还。 

学费须知：在留资格认定书下来后需要按时缴纳学费。 

日本领事馆拒签者及放弃日本留学者(包括任何原因)，除了入学金部分 100,000 日元以及入寮金 50,000 日元外，学费等其他

费用全部退还。 

※学费按年度计算，入学后，已经缴纳的学费以及寮费不予退还。 

※根据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消费税变动的情况下，会追缴消费税增长部分的差额，请配合，非常感谢。 

 

 

 

 

 

 

 

フジ国際語学院 
 

招生简章 

 

（2020年4月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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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 1-7-20 

TEL：03-3368-0531 

FAX：03-3368-0909 

网页：http://www.fuji-edu.jp/ 

E-mail：zhaosheng@fuji-ed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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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信用金庫 

大久保通り 

至新宿 フジ国際語学院事務所 至新宿 

小
滝
橋
通
り 

 
从JR大久保站北口步行3分,新大久保站步行6分 

牛丼 
松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