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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SU日语学校

EBISU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えびす日本語学校

EBISU日语学校简介
本校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在充分

了解学生学习日语的目的后，一起为实现同学们的理想和目标而创立的

学校。该校由“ 株式会社福和楽”自主经营。同时为减轻学生负担以便于

认真学习，学费设定也相对便宜。并设有独立的奖学金制度及全勤奖、努

力奖等各项奖学金。

えびす日本语学校坐落于以“打造安心、安全的居住环境”为目标的大阪

市东成区，该区交通便利、静谧祥和 。学校周边有大阪市东成区市役所、

大阪市东成区警察署、大阪市东成区邮局、大阪城公园等，安心、可靠、舒

适的周边环境也是学校建校的选择之一。



EBISU
日语学校

ABOUT US
关于我们

えびす日本語学校

辻本義輝
EBISU日语学校的運営責任者兼校长
明治学院大学社会学部卒業

日本に留学したあと、日本又は母国で能力を発揮

し、活躍している人を私はたくさん知っています。み

なさんに「がんばろう！」という気持ちさえあれば、

きっと同じような未来があるでしょう。えびす日本

語学校は「一人一人を大切に」という理念のもとで

、みなさんを一生懸命サポートします。

謝子恒
EBISU日语学校的事務主事
毕业于大阪成蹊大学

我是えびす日本語学校事务主事担当谢子恒。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请不要担心前方还未知的困难，因

为我会和大家一起并肩前行，共同奋战。在大家逐

梦、筑梦的路上，时刻准备着，尽一份绵薄之力。这

里一切就绪，随时欢迎大家到来。



OUR TEAM
我们的团队

喜多　志保美

大阪市立大学　文学部 
人間行動学科　社会学

専任講師

徐怡
事务员

陈锋

国立大学法人　
大阪教育大学 教育学部

理事长

NGUYEN THANH 
HUYEN
事务员

中野　伸明
専任講師

大倉　瑠美

大阪大学大学院　
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

専任講師
松井　敦子

東亜大学　
総合人間・文化学部卒

専任講師

横木 博和
事务顾问

林蓓
EBISU日语学校的事务员

大家好。我是えびす日语学校事务所的林蓓。2003

年，在樱花纷飞的4月 ，我开启了日本的留学之路。

大学四年 ，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参加了日本国

内外的企业实习。丰富了生活，开阔了眼界。而12年

的职场经历也让我更加了解日本社会 。我的经验，

可以帮到你 。えびす日语学校的全体老师，可以協

助你实现梦想。我们在大阪。你在哪里?

榊原 健司
EBISU日语学校的専任講師 
大阪工業大学

どうして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か？「日本語が好き」「

日本の大学へ行きたい」「日本で働きたい」「日本

人と話したい」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が、一番大

切なのは強い気持ちです。強い気持ちがあれば、う

まくいきます！皆さんと、皆さんの強い気持ちに会

え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中林由希子
EBISU日语学校的教務主任
京都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日本語学科

アニメが好き。日本文化が好き。日本を旅行したい

。「好き！」「したい！」を日本語で理解したら、もっと

楽しいですよ☆日本語でわかったら、今度はあな

たのことやあなたの国のこと、あなたが考えている

ことを日本語で教え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に会えるこ

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えびす日本語学校で会い

ましょう。



课程安排
COURSE ARRANGEMENT 入学后，如果日语能力达到N3级别，则可以分班升学和就职为目标进行学习

2年    課程： 4月入学　　学習期間：2年
1.5年  課程： 10月入学　　学習期間：1.5年

月～金　　一日５限（45分×５）
9:00　～　13：10　　13：40　～  17：50

１時限～3時限

４時限＆５時限
（中級レベル以上の方）

JGP（JAPANESE FOR GENERAL PURPOSE）
各クラスで、基礎的な日本語（聞く・話す・読む・書く）

JSP（JAPA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
根据目的不同分班学习

進学课程（4年大学進学希望の方）
◎日本留学試験（ＥＪＵ）で、争取高分数。
◎一般课程（就職希望、または大学院進学希望の方）
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に、争取高分数

初级班教学计划

中级班教学计划

月

文字・語彙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作文

読解 読解 読解 読解

文字・語彙 文字・語彙 文字・語彙 文字・語彙1

2

3

4

5

火 水 木 金

月

文字・語彙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総合

EJU/JLPT
対策

EJU/JLPT
対策文章表現読解 聴解

総合 文字・語彙 文字・語彙 総合1

2

3

4

5

火 水 木 金



TEACHING 
ENVIRONMENT
教学环境

宿舍环境

关于课程学费：全年课程

具体费用明细

合约期：1年

奖学金制度

报名条件

＊符合以下情况的申请者，请与本校联系

2年课程（4月入学）

624,000日元

50,000日元

624,000日元

50,000日元

724,000日元 674,000日元

入学时缴纳的
款项（初次）

下一年度
缴纳的款项

入学时缴纳的
款项（初次）

下一年度
缴纳的款项

入学金 50,000日元

624,000日元 312,000日元

25,000日元

337,000日元

50,000日元

724,000日元

50,000日元

学费

教材设施费

合  計

修满12年正规教育的应、往届毕业者。

1.5年课程（10月入学）

项目 金额

10,000日元

120,000-180,000日元

150,000-210,000日元

入 住 费 20,000日元

设施费（搬出时返还）

六个月房租

合  計

入学年龄原则上应介于18周岁至40周岁之间。

其他费用：除了上述费用，每月的电费、水费、
瓦斯费需要入住者个人负担。

申请条件：  ①本校在读1年以上的学习者。
　　　　　②学习成绩优秀者。
　　　　　③留学生活中态度端正，表现突出者。

申请人数：  ①入学2年课程　1～2名。 
                      ②入学1.5年课程　0～1名。 
申请金额：  每人20万日元。
除此之外，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可按照日本
入管局规定勤工俭学，全方面体验异国生活。

本校特色：＊一学期内能够做到连续三个月
满勤者，奖励5000日元。

为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本校设有以下奖学
金制度。

※同一天四节课，每节课时45分钟的学校相
比，本校一天五节课，每节课时45分钟。以此
计算，学费便宜将近17%

日语能力检定考试N5合格者、实用日本语检定（J-TEST）考试F级合格者，
或者在大学、专门学校、初高中学校、语言学校等教育机构学习日语达到
180课时，能提供相应证明，具备一定日语基础者。
注：没有任何日语能力证明的报名者在国内期间请参加与此相关的日语
考试，如日本语能力检定考试（JLPT）等。如果在申请考试过程中遇到问
题，请与本校联系
经费支付者需保证学生本人在校期间的必要费用（学费、生活费等）支付。

在本校以外的日语教育机构学习，已经获得日本签证的在留者。

有日本国技能研修履历，回国1年以上，并从事相关工作者。

DORMITORY ENVIRONMENT

学校有留学生公寓，一室1-2人，共用厨
房、浴室等。环境舒适、房间宽敞明亮，
且距学校路程较近，骑脚踏车15- 20分
钟即可到达。



入学流程

JOIN US
加入我们

学费汇款地址（以日元为基准汇款）

报名材料

解答常见问题

扫一扫咨询

11 月～12 月

2月～3 月

12 月

将会次年2月底

3 月之内本人去当地的
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馆）
申请 留学签证（VISA）)

4 月初抵达日本后，
来校办理入学手续

10 月初抵达日本后，
来校办理入学手续

9 月之内本人去当地的
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馆）
申请 留学签证（VISA）)

8月底颁发在留资格
认定证明书

入学日期 【4 月入学】 【10 月入学】

5 月～6 月

8 月～9 月

6 月

学校审核材料

向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申请

来日期间 3 月末～4 月初 9 月末～10月初

邮寄合格通知 
对于审查合格者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 
通过审查的学生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申请签证（VISA）

持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及相关资料

办理入学手续

在日本国内汇款
銀行名　　　三井住友銀行　　（読み方）　ミツイスミトモ 銀行コード　 ０００９
支店名　　　立売堀支店　　　 （読み方）　イタチボリ 支店コード　 １２３
口座番号　　１２３－１５８４４８１
口座名義　　株式会社　福和楽 住所　　　　大阪市浪速区元町２－７－２

電話番号　　06-6537-9918

Bank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ITACHIBORI BRANCH
SWIFT　Code　 SMBCJPJT
Branch   No　　 １２３
A/C NO. １２３－１５８４４８１ A/C NAME　FUKUWARAKU CO.,LTD

ADDRESS　2-7-2 MOTOMACHI NANIWA-KU OSAKA-SHI OSAKA-FU JAPAN
TEL +81-6-6537-9918

ADMISSION PROCESS

请参阅[报名材料一览]。 
[入学愿书]、[经费支付书]、[理由书]、联系学校事务处，交付。 
[报名材料的内容说明]里已详细说明须提交的材料内容，请仔细阅读后再做准备。 经学校审核通过后
将会把报名材料提交给日本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因此所提交的材料务必要与事实相符。 
根据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方针，有些国家与区域需要提交的材料将有所不同。如果报名材料中出现错
误、遗漏等现象，修改需要花时间，有可能来不及学校的审核或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申请期限。这样可
能会导致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审查无法通过。
＊填写时，内容要准确，不要省略。 
＊学校或公司发行的证明书一定要使用有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的专用信笺纸。 （ 没有信
笺纸时一定要在证明书上注明其团体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姓名。） 
＊所有材料都应是在报名前三个月内准备的材料。 （ 证明照片也应是在三个月内照的照片） 。
＊已填写内容如有错误时，请另写一份或在错误的地方画一个横线并在上面盖章。 
＊入学愿书上记载的内容一定要与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内容相符。

什么是联络人？
是指能够代替学生本人（申请人）的，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代理人。 申请
人以及经费支付者居住在海外时，为顺利地办理报名、入学等手续，请
让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代理人作为申请人的[ 联络人] 与我校联系或来
日后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什么是经费支付人？
是指支付学生本人的学费及生活费的人。 
经费支付者应是与学生本人关系密切，当经费支付人的理由非常合理
的人。 一般由学生本人的父母做经费支付人。 
非子女关系时，应将其理由具体说明，并提交证明材料。

什么是[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えびす日本語学校大連事務所
手机：15040554220
座机：0411-88124460
Http://WWW.EBISULX.CN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白山路28号816号室

作为日本语学校的正规学生来日本时需要留学签证。 
为取得留学签证(VISA)，应先在日本取得日本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
厅的[留学]用[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我校事务职员将代替本人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申请。通过审查后，出
入国在留管理厅将会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我校事务职员将其证明书通过联络人转交给申请人。申请人在本国的
日本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 

※已持有[家族滞在]、[定住者]、[日本人配偶]等长期签证者，报名顺序
及方法将不同。依据[国内申请]的方法来报名。详细内容请咨询本校。

从日本国外汇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