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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课程概要 

 

●年度日程 

入学时期 课程期间 申请时期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交付时期 

4月 2年 上一年 9月～11 月 10日 2月中旬 

7月 1年 9个月 2月～3月 10日 5月下旬 

10月 1年 6个月 3月～5月 10日 8月下旬 

1月 1年 3个月 上一年 6月～9月 10日 11月中旬 

※任何课程的学生都是 3月毕业。 

●上课时间 

周一～周五（除日本的国定假日外） 

上午：9:00～12:20 或  下午：13:10～16:30 

●关于班级 

每天 4节课，每节课 45分钟。根据日语程度分班。每 3个月举行１次分班考试，进行班级调整。 

每个班级的学生大概为 20名左右。 

●课程 

班级 期间 程度 到达目标 主要教材 副教材 

初级Ⅰ 3个月 

初级 

相等于日语能力考

试 N4程度。掌握简

单的日常会话，培

养阅读能力。 

『来学日本语』 

初级Ⅰ、Ⅱ 

『来学日本语』问题练习册 初级Ⅰ、Ⅱ 

『来学日本语』汉字练习册 初级Ⅰ、Ⅱ 

『来学日本语』听力练习册 初级Ⅰ、Ⅱ 

『来学日本语』作文练习册 初级Ⅰ、Ⅱ 初级Ⅱ 3个月 

初中级 3个月 

中级 

相等于日语能力考

试 N2程度。掌握一

般的会话，培养阅

读能力。能理解电

视，新闻等媒体日

本语。 

『来学日本语』 

初中级、中级 

『来学日本语』问题练习册 初中级、中级 

『来学日本语』汉字练习册 初中级、中级 

『来学日本语』听力 CD 初中级、中级 

『用「あいうえお」查找日语的重要表现文型』 

「日语能力考试 N2/N3对策问题」 

「日本留学考试对策问题」 

中级 3个月 

中上级 4个月 

高级 

相等于日语能力考

试 N1程度。掌握社

会生活中以及在大

学使用的综合日

语。 

『来学日本语』 

中上级、上级 

『用「あいうえお」查找日语的重要表现文型』 

「日语能力考试 N1对策问题」 

「日本留学考试对策问题」 

「特制教材（报纸・电视・小说等）」 上级 4个月 

 

 

 

 

一般留学生班级 

入学简介/招生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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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申请资格 

 

●在国内受到过 12年以上的学校正规教育者 

●具备日语能力考试 N5以上，或具备同等的日语能力者（需持有证明书） 

●具备上述条件以及遵守本校的指示提交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所要求的资料者 

●曾来过日本或申请过日本签证者，需提交相关材料 

 

III.考核方法 

 

●书面审查以及面试 

●如果申请者超过定员,即使材料齐全,也不再受理申请材料 

 

IV.从申请至入学为止的流程 

 

申请者：提交面试所需材料  

●提交入学申请书、经费支付书以及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的电子档 

 

ICA : 审查面试所需材料 

ICA : 面试  

●由 ICA公布本校的审查结果 

申请者：提交申请材料  

●邮寄前请先提交所有材料的电子档，审查无误后邮寄到本校 

●缴纳考核费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 审查 

●根据国籍和个人的情况有可能被要求提交追加材料。这种情况时，本校会通知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公布审查结果＋交付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申请人：缴纳学费 

 

ICA：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书 

 

申请人：去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手续 

●根据情况有可能被要求追加材料和面试 

 

日本大使馆或领事馆：签发签证＋留日准备 

●订机票 

●申请住宿或宿舍 

留日＋入学 

●来到日本后至开学为止，首先去区公所办理住民登录以及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ICA的考核方针： 

ICA在考核时，不会因以下事项而影响对考生的评价 

  ・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出身地・障碍 



                       2019.4 作成       

3 

 

V.申请所需材料 

 

申请人所需材料 

１ 入学愿书(本校规定的格式)(原件) 

 ・履历若有空白期，需附上理由说明书 

 ・姓名必须和护照一致，履历表里的地址必须详细填写 

 ・各种名称不可缩写，必须填写正式名称 

 ・学历：从小学入学至最终学历的各个期间必须详细填写。在学期间请填写到年月日

若现在仍在学中请填写「～至现在」 

 ・毕业后的志愿：想升学者，不一定要填写具体的学校名称，填写学部和学科即可 

 ・到日本的经历：若有到过日本的经验，请填写所有经历 

 ・若有没有填写的事项请在该栏填写「无」 

 

２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书原件或毕业证明书原件 

 ・提交毕业证书者，申请结束后会将原件退还。 

 

３ 最终学历的成绩单原件或成绩证明书原件 

 ・提交入学至毕业为止的所有成绩 

 

４ 在学证明书原件以及毕业预定证明书原件(只限在校生)  

５ 高中的成绩单原件或成绩证明书原件 

 ・必须记载入学至今的成绩 

 ・硕士在校生也需提交大学的成绩证明书原件 

 

６ 日语能力考试（JLPT）或同等的能力考试的合格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关于被认定的能力考试请咨询本校 

 

７ 150 小时以上的日语学习证明(原件) 

 ・必须是日语学习机构所发行的证明。并包含以下内容： 

➀学习期间②出席率③学习内容④课程名称⑤该课程结束后的目标程度 

⑥使用教材名称 

 

８ 证明在入学愿书上所填写的履历的材料 

・在职证明书原件(只限现在职中或有在职经验者) 

・各种资格证明书等 

 

９ 照片 10张 

 ・4ｘ3ｃｍ ・3个月以内所拍摄的照片 ・在背面填写姓名 

 

１０ 护照复印件 

 ・照片和基本信息的页面 

 ・若曾有到过日本的记录，出入境的页面也需要 

 

１１ 学历认证书 

有被拒签过者必须上交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职业指导中心（CHSI）或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CDGDC）所发行的学历认证报告原件 

 

１２ 说明书以及证明材料等 

 ・有来过日本者 

 ・过去有申请过日本的在留资格者 

 ・无法提交上述 1～7中任何一份材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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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付人所需材料 

１ 经费支付书（本校规定的格式）（原件）  

２ 经费支付人的家族表 

・国籍、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年龄、职业、居住地、同居与否 

・分居的家族也需记载。此文件需由经费支付人填写，并记载日期以及签名 

 

３ 由公共机关发行的证明经费支付人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家族全员的户口本的复印件 

 ・亲属关系公证书 

 

４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和存单复印件  

５ 资金形成说明(证明上述 4所记载的金额的形成过程的材料) 

 ・存折的复印件、流水 

 ・需提交近 3年的 

※中国国籍者（无拒签记录者）：如有银行存款证明和存单复印件，无需提交此项。 

 

６ 证明经费支付人的职业的材料（以下选项中择一） 

 ・在职证明书 

 ・营业许可证、事业者登录证明书、法人登记簿藤本的复印件 

 ・其它公共机关所发行的证明 

 

７ 证明经费支付人收入的材料 

 ・管理个人所得税的公共机关所发行的近 3年的收入证明书 

 ・需记载总收入金额和扣除各项税金后的金额 

 

８ 证明经费支付人的纳税情况的材料 

 ・由公共机关所发行的近 3年的纳税证明书 

 

 

※制作材料时所需注意的事项 

 ●使用黑色或深蓝色的原子笔填写。(不可使用铅笔) 

 ●申请所需的材料必须是近 3个月以内发行的。 

 ●外语的文件必须附上日语翻译。翻译可使用 Word等制作。 

 ●各种证明需记载发行机关的地址、联系方式、发行者姓名、发行者的签名以及公章。 

 ●提交原件复印件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单面复印 ・A4尺寸 ・记载复印日、复印者姓名以及与申请人的关系 

 ●无法提交指定材料者，需附上说明书。（说明书的最后需记载制作人姓名、制作日以及制作人签名） 

 ●除上述材料以外，根据国籍和经历等情况，可能需提交追加材料。另外，本校提交材料后，东京出入国

在留管理局也有可能要求提交追加材料。 

 ●准备材料上如有任何疑问，请在邮寄前与本校联系。 

 ●若发现文件有伪造等情况 

   ・无条件取消申请并且今后将不再给该生申请。 

   ・该中介介绍的其他学生也一并取消申请。 

   ・不退还考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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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毕业条件 

 

１）升学至日本国内研究所者，在学 6个月以上承认毕业资格。 

２）升学至日本国内大学者，在学 1年以上承认毕业资格。 

３）升学至日本国内短期大学、专门学校者，在学 1年 3个月以上承认毕业资格。 

４）毕业时出席率需达 90%以上。 

 

Ⅶ.其它 

 

●机场接送服务（只限入住学校安排的宿舍者） 

成田国际机场   15,000日元 （单程、含日本国内的交通费） 

东京国际机场(羽田)  6,000日元 （单程、含日本国内的交通费） 

※需要机场接送时，请在订机票后与本校联系。请注意机场接送只限平日。 

●关于住宿 

   本校可介绍学生宿舍和公寓。若有意者，请在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通知后，尽快与本校联系。 

 ●关于办理手机 

   本校可介绍手机公司。有意者请在入学时与本校联系。 

    

Ⅷ.咨询 

 

●对应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关于申请，请用 E-mail咨询。 

 

 

ICA 国际会话学院 International Conversation Academy 
地址：〒171-0021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 3-31-8 池袋ウェストビル 2F 

TEL：81-(0)3-3984-2476 

FaX：81-(0)3-3986-0088 

Email：contact@icaschool.jp 

URL：https://icaschool.jp/ica/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ICAnihongo/ 

Wechat: ica1955 

Skype：Nihongo ICA 

mailto:contact@icaschool.jp
https://icaschool.jp/ica/
https://www.facebook.com/ICAniho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