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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の所要時間には、待ち時間・乗り換え時間は含まれておりません。また、時間帯によって多少異なる場合があります。　※学校寮、アルバイト先は一例となります。

特定技能への切り替えも承っております。詳細はお気軽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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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方面提供宽敞舒适的校舍与悉心热诚的教育指导

在宽敞舒适的教学楼里，有资深的教师阵容，来进行传课授业．此外，任课教师和指
导员会在住宿，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帮助，例如升学指导和为希望勤工俭学的
学生推工作等，让学生没有后顾之忧，安心的投入学业中．

在日本首都圈内
的埼玉县学习

为升入可实现梦想
与希望的学府提供
最有力的支持

为生活，住宿，毕
业后的出路提供热
诚的服务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在本校学习

有资深的教师阵
容和经验丰富的

指导员

通过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学习，培养出有能力开拓自己人
生道路的人材.

通过养成规律的日本校园生活习惯，培养出可以遵守日本社
会秩序的人材.

把在日本高等教育中所学得的知识，运用到日本企业，或者
是自己国家的日企中，更可以在本国自己创业，培养出在本
国和日本商业交流中可以做出贡献的人材为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

教育理念

以培养身心健康，性格开朗，精神世界丰富的
人材为教育理念，培养可活跃在全球化社会中
的优秀人材为教育目的，为学生可以成为能活
跃在各个领域的国际人材，本校将提供全面的
支持.



比企学院日本语学校
教育部 部长　海米提  阿布力提甫

教育课程

以初级的句型，语法等的学习为主. 听力和会话的练习为辅的基础日语学习. 初级的基本句型, 语法复习以
及基本的汉字, 词汇的学习.

培养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合的听力和会话能力. 提高文章理解，文章表达能力，以及简单的写作能力.

初級

初中級

中級

高級

更高级的句型, 语法, 表达的学习和应用. 根据某个主题进行对话练习. 复习日语能力考试的对策和日本留
学生考试的基本科目，特别是提高阅读能力和写小论文的技巧. 日本升学考试的内容之一是对当前的实时
进行解析，特别是报纸, 杂志上使用的汉字，语法，词汇等要加以关注和学习.

以进入日本的专门学校，大学，大学院为目标的学生，为此需要取得日本语能力考试1级或者是2级的证书.
希望升入大学的学生要以取得日本大学升学必要的260分以上的分数为目标进行努力．另外，为了提高升
学后学术课，研讨会，辩论会，写论文等适应能力，进行日语综合能力的培养．

比企学院日本语学校 让在异国他乡，朝着梦想努力拼搏的学生，可以安心学习，学校的全体教职
人员将为你提供全面的支持和帮助.
另外，我自己本人也是通过读语言学校开始的留学生活.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将以自身的经验认
真负责的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建议. 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注重学生的未来，在听取学生的意愿的
同时，我们也将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

着眼于学生将来的「升学体系」

※指定日期以外的机场接送需要另外支付 12,000 日元.　※教材费里面包括：教材费、设施费 课外活动费 体检费等. ※奖学金从学费里减免.

寄语　

学費　 奨学金　

我校有于应对JLPT（日语能力考试）, EJU（日本留学
考试）丰富的应试对策，并在为学生收集关于升学
信息等方面提供支持．对学生理想的道路选择提供
全面细致的指导，为将来可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的优秀人材打下夯实的基础.

根据日语水平的分班制度

根据日语能力的不同，实行阶段性的
分班制度，更有效率的进行日语教学
4 月生，学习期间为 2 年，学习内容
有初级日语，初中级日语，中级日语,
上级日语.
7月生，学习期间为1年9个月，学习
内容有初級，初中級，中級，上級日
语.
10 月生已完成初级日语学习的学生，
学习期间为 1 年 6 个月，学习内容有
初中级日语，中级日语，上级日语.

关于JLPT日本语能力考试，EJU日本留学考试的对策 升学咨询

设置升学咨询窗口，学生可以单独向升学指导
教师进行咨询．指导教师也会针对不同的学生
进行 1 对 1 的指导．另外，在升学考试之前，
会进行多次模拟面试.

校内升学说明会

我校会邀请各个大学，大学院，专门学校的负
责入学考试的指导教师来校进行关于考试内容，
升学以后的教学内容，学校特色，就职情况等
方面的说明会.

升学说明会

主要是参加在池袋，涩谷举行的联合升学说明
会，从各个大学，大学院，专门学校那里尽可
能多的获得关于应试资格，考试内容，教学内容，
学费等各方面的信息.

大学升学对策特别讲座

主要是以大学升学者为对象，准备了关于英语，
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考试中所需要的基
础科目的特别讲座.（春假，暑假期间集中进行）

日本文化体验课

为了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进行茶道，书法，
花道等的体验课．另外，在附近的具有日本传
统特色的城市，各学期举行一次日本历史活动
体验课.

教育内容　

JLPT 的考试对策是以 N3，N2，N1 合格为目标.
EJU 的考试对策是以取得日本大学升学时所必
要的 260 分以上的分数为目标.

课程指南

在日本国内和海外，面向母语非日语的日语学习者而进行日语语言能力测试.
(一年实行两次：7月，12月)

日本留学考试是为了测试希望升入日本大学(学部)的外国留学生的日语能力和基础学习能
力而进行的考试. (一年实行两次：6月，11月)

進学2年課程（4月入学）

初級 初中級 中級 高級

進学1年9个月课程（7月入学） 進学1年6个月课程（10月入学）

初級 初中級 中級 高級 初中級 中級 高級

進学2年
課程

課程 選考料

1年目

2年目

1年目

2年目

1年目

2年目

20,000日元 50,000日元

20,000日元 50,000日元

80,000日元540,000日元 690,000日元

80,000日元540,000日元 620,000日元

759,000日元

80,000日元540,000日元 690,000日元 759,000日元

60,000日元405,000日元 465,000日元 511,500日元

20,000日元 50,000日元 80,000日元

40,000日元

540,000日元

270,000日元

690,000日元

310,000日元

759,000日元

341,000日元

682,000日元

入学金 授業料 教材費等 小計（税別） 合計（税込）

進学1年
9个月课程

進学1年
6个月课程



年度活动 生活保障制度

60,000日元/月
40,000日元/月 40,000日元 自己负担

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免费Wi-Fi　
※合计的价格是包含3个月房租的

40,000日元
40,000日元

40,000日元/人30,000日元/人

60,000日元

25,000日元/月

280,000日元/月
200,000日元/月
145,000日元/人

房间类型 房　租 入住时 合计首付 水电瓦斯设备包括寝具费用
S级（1人间）
A级（1人间）
B级（2人间）

内含设备

・4月期 入学典礼

・10月期 入学典礼

・EJU　・課外活动

・JLPT　・寒假

・文化体验课

・期末考试
・进路（职业）调查

・毕业典礼
・春假

・7月期 入学典礼
・JLPT（日语能力考试）

・黄金周　・課外活动

・期末考试　・EJU（日本留学考试）
・校内升学说明会

・暑假

・升学说明会　・期末考试
・秋假　・校内升学指导

校长
柴野 たまの

教育部 课长
西浦 重吹

教務主任
田代 広司

教师
中川  竜

教师
春山 将之

教育部 部长
海米提  阿布力提甫
Hamit Ablitip

中国籍 事务员
趙 俊

在生活方面提供热诚的支持

学生宿舍　
为了支持在校学生的留学生活，我校准备了学生宿舍.
对于在海外生活的留学生来说，安心的住宅环境当然不用
说，作为多国籍学生之间的交流场所来使用的话，学生宿
舍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宿舍设备齐全之外，我校还考虑
到到学校的交通方式和宿舍周边的环境，为学生提供可以
安心学习的居住空间．

③入住学生宿舍后，如果想要搬出去，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提前一个月提交退房申请，
　如果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則需要額外支付1个月的房租.

①最初的合同与入学日期一致，4月1日或者7月1日或者10月1日.

学生宿舍的
基本事项

②基本上, 最初的入住时, 需要提前支付三个月的房租. 入住3个月之后, 根据情况, 来支付1个月或者3月的房租.

※是否有空房随时可能变化，以上的房租都是加税之后的价格

让在异国他乡，朝着梦想努力拼搏的学生，可以安心学习，我校全体教职人员将提供全
力的支持. 在学生宿舍和勤工俭学方面也会提供帮助.

越南籍 事务员
Nguyễn Thị Hươ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