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YO MANAGEMENT COLLEGE
GLOBAL STUDY CENTER

2022 年度

招生简章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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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的教育目的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的 Global Study Center 作为东京经营短期大学的日语教育机关，帮助留学生考入日
本的大学以及大学院的课程。立志培养国际型人才作为我们的初衷，不仅通过日语课程让学生掌握在升入
大学后所需要的日语能力，而且通过日本传统文化和 IT 信息技术的学习，更深一步的加强学生对于国际
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成长为将来能够在国际平台上发挥出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2. 招生名额
200 名（4 月生，10 月生共 200 名）
3. 报名资格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学生
（1） 身心健康，入学时年龄需满 18 周岁（原则上国内最终学历毕业 5 年以内者）
（2） 在母国内，完成 12 年学校教育课程者。或来日时已获得学校的毕业预定认可的学生，以及具备
与 12 年学校教育课程同等学历者。
（3） 关于日语能力要求，日语能力测试 N5 以上，或 J-TEST F 级以上的合格者，或日语学习时间超过
180 小时者。
（4） 原则上入学后，在留资格为「 留学 」者。
注意点：已经来日，并已具备「 留学 」的在留资格者，再满足以上（1）至（3）的条件智商，
同时还要满足以下的①·②条件。
①

入学本校时，在其他日本国内的教育机关的在籍时间不超过 1 年。

②

能够提交所在教育机关所发放的在籍证明书以及转校许可书。

（5） 至今在日本以及海外无犯罪行为者。
（ 例： 不法滞留， 偷窃等 ）
（6） 有升学欲望，对学习有上进心者。
（7） 本人或者保证人的监护人为（两者均可。或者是 2 代直系亲属 )有能力支付本人在日本留学所
需要的费用者，并且能够提供本校所要求的资料者。
【注意】 经费支付人要负担学生在校期间所有的必要经费以及负责一切学生的行为，尽遵守日本的法
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并且指导学生在本校期间认真学习的义务。
４．报名手续
（1） 报名截止日期

4 月入学者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截止
10 月入学者：2022 年 6 月 30 日（周四）截止

（2） 报名资料

请参照本招生简章的招生简章 5 报名资料

（3） 报名费用及汇款账户

报名费：30,000 日本元

汇款账户
[日本国内的汇款账户信息]
银行名

三菱 UFJ 银行

支店名

神户支店

账户名称

学校法人創志学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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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号

普通預金 0561757

支店地址

〒650-0037 兵庫県神戸市中央区明石町４８

支店联系电话

078-391-8141

[日本以外的海外汇款账号信息]
Bank Name

MUFG Bank , Ltd.

Branch Name

KOBE BRANCH

Swift Code

BOTKJPJT

Account No

581-0561757

Account Holder

GAKKOUHOUJIN SOSHIGAKUEN

Branch address

48, Akashimachi, Chuo-ku, Kobe-shi, Hyogo 650-0037, JAPAN

※汇入报名费用时所产生的手续费由报名者负担，汇款后所发行的发票以及证明请慎重保管。
※汇入报名费后无论合格与否都不将于退还。
（4） 报名方式
报名者请用以下记载的电子邮箱地址和本校取得联系。在本校确认后，将给报名者发送专用的报
名申请书。在填写报名申请书时并准备好本校指定的相应资料。
报名咨询专用电子邮箱地址：globalstudy@tokyo-keitan.ac.jp
已经准备好报名所需要的相应资料之后，请将报名者本人的资料以及经济担保人的资料放入同一
信封后，在本校所指定的日期内邮寄。请按照以下记载的方式进行邮寄。
① 在日本国内邮寄时：挂号信（日语：簡易書留）
② 从海外邮寄到日本国内时：EMS 等国际快递
邮寄地址：邮编 272-0001 日本国千葉県市川市二俣 625-1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一旦受理的报名资料除毕业证明，日本语能力考试证明书的无论任何理由都不予退还。
（5） 报名的注意事项
① 关于所提交证明材料的有效期，海外发行的为 6 个月以内，日本国内发行的为 3 个月以内。
② 入学申请书之外的资料为日语以外的语言时，必须添加该资料的日语翻译。
③ 资料由日本国以外的机关，团体，学校所发行时，请使用印有该机关名，团体名，以及电话号
码，地址的纸张进行发行。
④ 请注意在提交资料中若有遗漏，或未能在本校所指定期间内提交，将无法参加入学考试。
⑤ 若在报名后，材料审查过程中，发现曾有「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被拒签的记录时，我们将立
即中止选考，已被缴纳的报名费页不给予退还。
⑥ 当提交资料中发现伪造资料和虚假资料时，即使已获得入学许可或已办理完的入学手续者都予
以取消，一切失效。入学许可无效的情况下，交付的学费将不予退还。并且，来日的情况下所有支
付的费用也不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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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报名资料

※会有出现追加资料的情况

（1）报名者本人的资料
资料名称

注意事项

1

照片（3cm×4cm）6 张

彩照，白色背景、脱帽、拍摄三个月以内

2

入学申请书（规定用纸）

贴照片

3

留学理由书（规定用纸）

根据申请人本人的经历，详细说明开始学习日语的
缘由，目的，以及对留学后本人将来的发展和展望。

4
5
6

最终学历证明书或学校在籍证明书

在证明书中请明确记载发行机关的地址，联络方式，

或在职证明书

责任人的信息。

最终学历或高考成绩证明

大专以上学历或高中毕业后高考成绩认证，认证方
法请在教育部的官网上进行确认。

最终学历在籍时的成绩证明书

在证明书中请明确记载发行机关的地址，联络方式，
责任人的信息。

7
8

日本语能力证书（能力考试或

在证明书中请明确记载发行机关的地址，联络方式，

J-TEST）或日语学习证明

责任人的信息。

护照或身份证的复印件

无护照的情况下，可使用身份证明书
※身份证明书的情况下请附加日语翻译

9

户口本的复印

清晰明确的复印户口簿的全部页数，请使用和户口
簿实物等大的尺寸进行复印。

※入学申请书请务必本人填写。所提交的材料为发行 6 个月以内。
（2）经济担保人（保证人）的资料
① 当经济担保人为居住在日本国以外的国家
1

资料名

注意事項

经费支付书（本校指定用纸）

由支付人填写，地址等信息要与公证书上的信息一
致。

2

亲属关系公证书

入学申请者与经费担保人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3

经济担保人的存款证明

国有银行或主要银行中约为 150 万至 200 万日币的
存款证明
※若为定期存款的话请注意存款的到期期限

4

经济担保人所持存折的复印件

最近一年的所有记录的复印件

5

经济担保人的在职证明书

请详细记载在职单位的地址，法人代表的名字。
公司所有者或个体企业所有者请提交注册副本。

6

收入证明书和纳税证明书

请详细记载最近 1 整年的收入金额和纳税金额以及
在职单位的地址，联系方式，法人代表的名字，工
作内容以及职称等。

※ 若经费担保为法人代表或个体营业者请提交营业许可书。
※ 所提交的证明材料为发行的 6 个月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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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济担保人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情况
资料名称

注意事项

1

经费支付书（本校指定用纸）

由支付人填写，地址等信息要与公证书上的信息一致。

2

亲属关系公证书

入学申请者与经费担保人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3

经济担保人年间总收入证明书

由所居住的地方机关发行的证明。

4

在职证明书

自营业的情况下，请提出营业许可书，公司登记等
级藤本的复印。

5

住名票

使用无个人编号的住名票

※ 所提交的证明材料为发行时间后的 3 个月以内。
６．从报名到来日的流程（第一次来日留学者）
报名者

报名者通过电子邮件与本校取得联系，填写资料，本校进行材料审
查后，入学考试。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入国管理局

由本校通知报名者合格，同时向日本入国管理局代理申请「在留资
格认定证明书」
。
由入国管理局发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得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通知书之后，向本校支付指定的

合格者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学费。

本校向合格者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
合格者向所在地的日本领事馆提交「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资

合格者

料申请来日签证。
在发放日本入国签证后，在出国前接受体检，来日后向我校提交。

所在地的日本领事馆

来日本以后再进行体检，费用由自己负担。
本校指定日期或在该日期前，出示护照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合格者来日流程

来日，在机场得到「上陆许可」后，拿到「在留卡」
。
想在日本做兼职者可以通过办理手续得到「资格外活动许可」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关于希望接机的同学，我校会在指定日程中去机场迎接，迎接费由
我校统一规定。※若在本校指定日程以外希望接机时，所有迎接花
费的费用都由学生自己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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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咨询方式・资料邮寄地址
邮寄地址：邮编 272-0001 日本国千葉県市川市二俣 625-1
东京经营短期大学 Global Study Center
电话： 047-328-6161

FAX：047-328-6163

Ｅ-mail：globalstudy@tokyo-keitan.ac.jp
８．选考方式
（1）根据材料审查，笔试，面试等的综合评价后决定报名者的合格与否。在考试的时候请准备母国的高考
成绩，日语能力考试以及 J-TEST 的认定证书，或准备好各项所需的成绩证明。
① 材料审查：审查提交的所有资料。
② 笔试：

审查日语能力。

③ 面试：

通过日语，英语或中文进行交流，确认报名者的学习欲望。

（2）选考结果会依次进行通知。关于咨询选考结果的电话，邮件，电子邮件都不给予任何回答。
９．在留资格
（1）日本国外居住者
①日本入国时必要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将由本校进行代理申请，所以在报名时必须提交本校代理
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所需的报名者的材料（材料由本校指定）。
②缴纳完学费后，由本校向本人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等材料。拿到材料后，请到日本国领事馆
进行申请签证的手续。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签证」都分别由日本法务省，外务省进行审核发放，
本校无法保证。
（2）日本国内居住者
①若在留资格为「留学」
，并且签证有效期在进入本校前的话，请务必在入学前务必由本人或代理人在入
国管理局办理更新手续。此时，我校将发行相关必要资料。但是，在留资格的更新由入国管理局办理，
本校无法保证。
②当在留资格为「家属随迁」
「配偶」
「永住」
「定居」时、没有变更在留资格的必要。但是无法享受留学
生的优惠待遇。
③如果还有不明白的事项、请咨询最近的入国管理局。
10．学费
2021 年入学学生（升学・特别升学课程）
[4 月入学学生（1 年課程）]

（单位：日本元）

年次

入学费

学费

设备维修费

学杂费

合

第一年

90,000

600,000

50,000

90,000

830,000

[10 月入学学生（1.5 年課程）]

计

（单位：日本元）

年次

入学金

学费

设备维修費

学杂费

合

计

第一年

90,000

600,000

50,000

90,000

830,000

第二年

―

300,000

25,000

45,000

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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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复印件，或者交付通知书以后，请在指定日期之前，根据上文记载的
第一年合计学费，使用日元一次性支付。汇款手续费由合格考生负担。
※ 仅 10 月入学学生可将第二年的合计学费在当年 8 月月底截止日期之前一次性支付。
※ 在接受自由选择制的特别课程的情况下，该特别课程所需教材费，以及活动费等费用将另收。
※ 在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如果该生国内居住地的日本领事馆没有颁发签证的情况下，需要
向本校提交相关文件。本校可将除去入学金及手续费剩余的学费予以退换。
11．上课时间
（1）根据学生的日语能力分班，课程安排为一周五天课程制。
（原则上，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为休息
（2）课程分为上午课程与下午课程，上午时间为 9:10～12:20 和下午时间为 13:10～16:20 为基准进行。
其次，根据学科区别，有选择科目，特别科目，实习等课程安排。
12．关于入学后的生活
（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法规定，在取得资格外活动许可，且在留资格为[留学]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一周 28
小时以内，长假期间，一天 8 小时以内的兼职。
（2）本校学生，在使用如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学的情况下，可以享受学生优惠支付交通费。
（3）在校期间，品学兼优的学生，通过学校的选拔，可以获得由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支付的学习奖励金。
（4）东京经营短期大学坐落于日本首都东京周边，可以为学生提供方便的居住条件与打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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