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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課程概要 

 

●年度日程 

入學時期 課程期間 申請時期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交付時期 

4月 2年 上一年 9月～11 月 10日 2月中旬 

7月 1年 9個月 2月～3月 10日 5月下旬 

10月 1年 6個月 3月～5月 10日 8月下旬 

1月 1年 3個月 上一年 6月～9月 10日 11月中旬 

※任何課程的學生都是 3月畢業。 

●上課時間 

週一～週五（除日本的國定假日外） 

上午：9:00～12:20 或  下午：13:10～16:30 

●關於班級 

每天 4節課，每節課 45分鐘。根據日語程度分班。每３個月舉行１次分班考試，進行班級調整。 

每個班級的學生大概為 20名左右。 

●課程 

班級 期間  程度 到達目標 主要教材 副教材 

初級Ⅰ 3個月 

初級 

相當於日語能力考

試Ｎ４程度。掌握

簡單的日常會話，

培養閱讀能力。 

『来學日本語』 

初級Ⅰ、Ⅱ 

『来學日本語』習題練習本 初級Ⅰ、Ⅱ 

『来學日本語』漢字練習本 初級Ⅰ、Ⅱ 

『来學日本語』聽力練習本 初級Ⅰ、Ⅱ 

『来學日本語』作文練習本 初級Ⅰ、Ⅱ 初級Ⅱ 3個月 

初中級 3個月 

中級 

相當於日語能力考

試Ｎ2程度。掌握一

般的會話，培養閱

讀能力。能理解電

視、新聞等媒體日

語。 

『来學日本語』 

初中級、中級 

『来學日本語』習題練習本 初中級、中級 

『来學日本語』漢字練習本 初中級、中級 

『来學日本語』聽力 CD 初中級、中級 

『用「あいうえお」查找日語的重要表現文型』 

「日語能力考試 N2/N3對策問題」 

「日本留學考試對策問題」 

中級 3個月 

中上級 4個月 

高級 

相當於日語能力考

試 N1程度。掌握社

會生活中以及在大

學使用的綜合日

語。 

『来學日本語』 

中上級、上級 

『用「あいうえお」查找日語的重要表現文型』 

「日語能力考試 N1對策問題」 

「日本留學考試對策問題」 

「特制教材（報紙・電視・小說等）」 上級 4個月 

 

 

 

 

一般留學生班級 

入學簡章/招生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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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申請資格 

 

●在國内完成 12年以上學校正規教育者 

●具備日語能力考試 N5以上，或具備同等的日語能力者（需持有證書） 

●具備上述條件以及遵守本校的指示提交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所要求的資料者 

●曾來過日本或申請過日本簽證者，需提交相關資料 

 

III.考核方法 

 

●書面審查以及面試 

●如果申請者超過定員,即使資料齊全,也不再受理申請資料 

 

IV.從申請至入學為止的流程 

 

申請人：提交面試所需資料  

●提交入學申請書、經費支付書以及最終學歷的成績證明的電子檔 

 

ICA : 審查面試所需資料 

ICA : 面試  

●由 ICA公布本校的審查結果 

申請人：提交申請資料  

●郵寄前請先提交所有資料的電子檔，審查無誤後郵寄至本校 

●繳納考核費 

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 : 審查 

●根據國籍和個人的情况有可能被要求提交追加資料。這種情況時，本校會另外通知 

 

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公布審查結果＋交付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申請人：繳納學費 

 

ICA：郵寄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和入學許可書 

 

申請人：去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申請簽證手續 

●根據情況有可能被要求追加資料和面試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簽發簽證＋赴日準備 

●訂機票 

●申請住宿 

赴日＋入學 

●來到日本後至開學為止，至區公所辦理住民登錄以及加入國民健康保險 

ICA的考核方針： 

ICA在考核時，不會因以下事項而影響對考生的評價 

  ・年齡・性别・種族・宗教信仰・階級・出身地・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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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申請所需資料 

 

申請人所需材料 

１ 入學願書(本校規定的格式)(正本) 

 ・履歷若有空白期，需附上理由說明書 

 ・姓名必須和護照一致，履歷表里的地址必須詳細填寫 

 ・各種名稱不可縮寫，必須填寫正式名稱 

 ・學歷：從小學入學至最終學歷的各個期間必須詳細填寫。在學期間請填寫到年月日

若現在仍在學中請填寫「～至現在」 

 ・畢業後的志願：想升學者，不一定要填寫具体的學校名稱，填寫學部和學科即可 

 ・到日本的經歷：若有到過日本的經驗，請填寫所有經歷 

 ・若有没有填寫的事項請在該欄填寫「無」 

 

２ 最終學歷的畢業證書正本或畢業證明書正本 

 ・提交畢業證書者，申請結束後會將正本退還。 

 

３ 最终學歷的成績單正本或成績證明書正本 

 ・提交入學至畢業為止的所有成績 

 

４ 在學證明書正本以及畢業預定證明書正本(只限在校生)  

５ 高中的成績單正本或成績證明書正本 

 ・必須記載入學至今的成績 

 ・碩士在校生也須提交大學的成績證明書正本 

 

６ 日語能力考試（JLPT）或同等的能力考試的合格證（正本或影本） 

 ・關於被認定的能力考試請諮詢本校 

 

７ 150 小時以上的日語學習證明(正本) 

 ・必須是日語學習機構所發行的證明。並包含以下内容： 

① 學習期間②出席率③學習内容④課程名稱⑤該課程結束後的目標程度 

⑥使用教材名 

 

８ 證明在入學願書上所填寫的履歷的資料 

・在職證明書正本(只限在職中或有在職經驗者) 

・各種資格證明書等 

 

９ 照片 10張 

 ・4ｘ3ｃｍ ・3個月以内所拍攝的照片 ・在背面填寫姓名 

 

１０ 護照影本 

 ・照片和個人資料的頁面 

 ・若曾有到過日本的紀錄，出入境的頁面也需要 

 

１１ 理由書以及證明資料等 

 ・過去有申請過日本的在留資格者 

 ・無法提交上述 1～7中任何一份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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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付人所需材料 

１ 經費支付書（本校規定的格式）（正本）  

２ 經費支付人的家族表 

・国籍、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年齡、職業、地址、同居與否 

・分居的家人也需记载。此文件須由經費支付人填寫，並記載日期以及簽名 

 

３ 由公家機關發行證明經費支付人與申請人的關係證明 

 ・家族全員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 

 ・出生證明書影本 

・身份證的影本 

 

４ 銀行存款證明(正本)  

５ 證明經費支付者的職業的資料 （擇一） 

 ・在職證明書 

 ・營業證照、事業登錄證明、法人登記謄本的影本 

 ・其他公家機關所發行的證明 

 

６ 證明經費支付人收入的資料 

  ・管理個人所得稅的公家機關所發行的近三年的收入證明書 

 ・須載明總收入金額和扣除各項稅金後的金額 

 

７ 證明經費支付人的納稅情況的資料 

 ・由公家機關所發行的近 3年的納稅證明書 

 

 

※準備文件時的注意事項 

 ●使用黑色或深藍色的原子筆填寫。(不可使用鉛筆或可擦拭的原子筆) 

 ●申請所需的資料必須是近 3個月以内發行的。 

 ●資料必須附上日文翻譯。翻譯可使用 Word等制作。 

 ●各種證明需記載發行機關的地址、聯絡方式、發行者姓名、發行者的簽名以及公章。 

 ●提交影本時請遵守以下事項 

  ・單面影印 ・A4尺寸  

 ●無法提交指定文件者，需附上說明書。（說明書的最後需記載制作人姓名、制作日以及制作人簽名） 

 ●除上述資料以外，根據國籍和經歷等情況，可能需提交追加資料。另外，本校提交資料后，東京出入國

在留管理局也有可能要求提交追加資料。 

 ●準備資料上如有任何疑問，請在郵寄前與本校聯繫。 

 ●若發現文件有偽造等情况 

   ・無條件取消申請並且今後不再給該生申請。 

   ・該仲介介紹的其他學生也一並取消申請。 

   ・不退還考核費。 

  ●非台灣國籍者的申請材料會有些微不同，詳情請諮詢 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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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畢業條件 

 

１） 升學至日本國內研究所者、在學 6個月以上承認畢業資格。 

２） 升學至日本國內大學者、在學 1年以上承認畢業資格。 

３） 升學至日本國內短期大學・專門學校者、在學 1年 3 個月以上承認畢業資格。 

４） 畢業時出席率需達 90%以上。 

 

VII.其他 

 

●機場接送服務 （限入住學校安排的宿舍者） 

成田國際機場   15,000日幣 （單程、含日本國內的交通費） 

東京國際機場(羽田)  6,000日幣 （單程、含日本國內的交通費） 

※需要機場接送時，請在訂機票後與本校聯繫。請注意機場接送只限平日。 

●關於住宿 

   本校可介绍學生宿舍和公寓。若有意者，請於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交付通知后，盡快與本校聯繫。 

 ●關於辦理手機 

   本校可介绍手機公司。有意者請在入學時與本校聯繫。 

    

Ⅷ.諮詢 

 

●對應语言：日文、英文、中文 

●關於申請：請用 E-mail諮詢。 

 

 

ICA 国際会話学院 International Conversation Academy 
地址：〒171-0021東京都豊島区西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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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台灣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ca.nihongo.taiwan 

Skype：Nihongo ICA 

    Wechat: ica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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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