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Foundation

日本留學最好的選擇

Tokyo Galaxy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

Since 1986

自1998年開始的日本最早且正式的選修科目課程

開設以報考有名國公立、私立大學為目標的特別升學班

用實踐的方式來學習日本式的商務知識的商務日語班

開設以進入有名大學院的大學院進學特別選擇科目班

在短時間内迅速提升日語程度的速習班

可選擇高級日語課程學習到學術性日語到深度日語交談

從初級到高級的日語課程，日語實力提升的同時，會話

能力也一起提升的教授方法

應對任何需求的學校課程

東京銀星日本語學校
學校法人

日 本 的 大 學 升 學

日本的大學院升學

日本的專門學校升學

日 資 企 業 的 就 職

日語、日本文化的學習

企業對象的語言研修

〒104-0033  東京都中央區新川 1-15-13　(1-15-13  Shinkawa, Chuo-ku, Tokyo) 

TEL  03(6280)5830(代)    FAX  03(6280)5868

www.tokyogalaxy.ac.jp  info@tokyogalaxy.ac.jp

升學輔導               　　             就職輔導老師       　    　           溫馨的生活指導制度

學生通學月票                            學校宿舍                                  與慶應大學生交流

多姿多采的活動                         多國籍學生 

東京都知事認可・日本文部科學省指定的準備教育課程 設置校



東京銀星日本語學校　介紹 最高水準的日語教育和多采多姿的交流活動

校 長  致 詞

東京銀星日語學校的名稱取自宇宙中的Galaxy(銀河系星群)一詞｡希望學生像在廣大銀河中一顆

一顆的星星一樣，藉由日語學習這個目的而連結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們，一起非常閃亮地發光

著的這個願望而取了銀星這個名字。

學習日語的目的雖然各式各樣，但是每個人可以從銀星學校所得到的日語能力和國際交流作為

成功的手段而達成各自的目的，並且在世界的舞台中讓自己的人際關係更加擴張且發展，我們

學校所有人員都會全力地支持各位完成自己的目的。

本校設立於1986年，以優質的日語教育為目標，作為名聲好的多國籍日語學校當中，得到各

方面的好評。2001年8月在港區田町建造學校大樓，並且在2008年4月被東京都知事認可成

為學校法人。2015年4月移轉到了中央區更大的校舍。中央區位於東京中心，特別是學校周

圍是大公司的總部還有證券交易所圍繞的商店街，也是日本自江戸時代保存至今擁有多處文化

古蹟的區域。在這樣一個安穩可以唸書學習、明亮安全的環境中，東京銀星日語學校提供特別

高品質的日語教育。

學 校 沿 革

最 高 水 準 的 教 師 陣 容

東京銀星日語學校的講師都具有日語教師資格。老師們的熱忱、高素質和親切絕不遜色於人。

達成大家各位留學目的，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積 極 性 的 學 生 支 援

為了讓各位沒有不安地過留學生活，本校提供三層支援體制。班導師、升學輔導老師和各國語

言生活諮詢老師，通過個人面談等方式，從選修科目的選擇到生病等事情都可以支援各位。



課程簡介 日本最高水準的教學課程

初級,中級基礎班的特點

初級・中級

基礎程度

速習班

日本首創的先進班

日本
首創

特別升學班

托福對策

論文對策

面試對策

各大學考試對策

商務日文班

就職對策

特別講座

企業參觀

專案工作

必修科目

按程度編班/按内容編班的核心科目課程

選修科目課程 (多樣科目，大學、大學院升學)

週一至週五每天上所選的選修科目課程

日本
首創

學術日文班 文化交流班 最高級班日本
首創

日本
首創

使用自編教材，除了學習會話能力以外，也用心加強綜合能力

按不同程度在漢字課程，親切地教導不擅長漢字的學生

在由各國學生組成的班級中，日文為通用語 !!

遇到困難時，各國語言諮詢老師的協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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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教學課程 提供充實的日語教育，從多樣選修科目課程中選擇自己的需求來上課

豐富正式的選修科目課程

每個學期(三個月)在所有科目課程(約100個科目課程)中，按學生的需求來統計。按需

求人數多的順序選出選修科目課程，做一個星期約40～50個可選修科目課程的課程表。

從中一天一科選修科目課程，每天上自己已經登錄的選修科目課程，完全能照自己獨自

的課程表學習。

充實的大學院升學輔導

從春季學期到秋季學期開設大學院升學方面的選修科目課程。要申請大學院升學的學生

都要接受指導選修這些課程。在「研究計劃書的寫作方法」的課程中，老師會指導學生

實際完成論文的撰寫，在「先行研究的閲讀方法」的課程中，知道其收集情報的方法，

並培養閲讀論文的能力。

特別升學班以外想申請大學的學生也能做好一切報考的準備

沒有進入特別升學班，卻有志於申請大學的學生藉由選修科目課程也能上到面試對策的

科目課程，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填寫志望理由書和面試的準備。再者，也能選修留學

考試對策、考古題等申請大學必要的科目課程學習。

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内容提高效果，克服弱點　　

有很多的選修科目課程是依多年的經驗，學生關心而且開心學習的獨特科目課程。喜歡

動漫的人，可選修日本動漫研究或看漫畫學日文的科目課程學習，對日本文化有興趣的

人可選修日本文化和日本歷史等滿足當下學生的興趣和愛好的科目課程學習。

想嘗試學習商務日文和翻譯技巧的人也能夠有滿足其需求的科目課程來學習

針對將來，嘗試學習商務日文或翻譯或日文教學的人，本校也開設了為了有這樣需求的

科目課程。課程中體驗如何應用日文在模擬情境中，試著朝向未來踏出第一步。

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 合格

東京銀星日本語學校最初開設選修科目課程

選修科目課程表  例
最終目的學習日文興趣導向

            一                                二                                  三                                 四                                 五

      唱歌學日文　　　　　  看電視連續劇　　　　　  日本動漫研究　　　　   　　日本文化　　　　　　   做菜學日文　　　
　　　　　　　　

                           　　　　　  敬  語　　　　　    藉由新聞來學日語　　　                            　　　　　日韓翻譯入門
　　

     日常會話中級　　　　 對考試有用的聽力　　　   漢字入門　　　　　    　 商務日文基礎　　　    日本語能力試驗N1

      看雜誌報導　　　    日本語能力試驗N2　　　　  討論・自由發言                 速讀技術訓練　　　     　  發音應用

　 　  論文實踐　　　　　　　 面試對策　　　　　  日本留學試驗對策　　　　  　大學過去試題　　　　　 讀解筆記對策 

※ 與實際的選修科目名稱會有所差異。

在選修科目課程和有豐富經驗的老師群的輔導下，每年皆有大學、大學院升學希望者進入東京大學、一橋大學、

早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等有名國立、私立大學以及大學院。

輩出

日本語能力

試驗滿分者

  從選修科目課程擔任老師的一點建議

充分利用選修科目課程，可以達成自己留

學的目的，所以先仔細考慮留學的目的才

能對症下藥。在登錄選修科目課程時，與

指導的老師充分諮詢討論，決定好了目的

的話，才能接受適當的輔導。

為了申請大學院
研究計畫書的寫法

為了申請大學院
先行研究的理解



早稻田大学 合格

特別升學班 日本的國公立・有名的私立大學合格的捷徑

銀星特別升學班的特點

充分自習為前提下來上課，進行從基礎能力到實踐能力的階段授課。不是為了應

付考試，而是培養學生真正的實力。基於最新的趨勢，有面試的對策、論文的指

導、過去的考題等綿密的指導。在班級裡學生被要求積極的發言和發表自己的意

見，培養面試或入學後必須具備的邏輯性話語能力。和持有同樣目標想法的同學

能互相刺激，產生同伴意識，而有相輔相乘的效果。

很多在母國直接申請學校所得不到的優點!! 朝向留學成功的捷徑!!

從老師和學長姐們得到在網絡和書本中得不到的大學或科系的第一手情報。再者，由於已經先具備了
進入大學後最需要下功夫學習的溝通能力或學術類日文能力，能從容不迫地過大學生活，也能專心致
志在課業學習上。

日本留學試驗受驗科目的對策 TOFEL英文的授課 只需要上銀星的課程,大學入學考試的準備就完全足夠了

特別升學班的學生通常有一週安排有三個下午要受驗科目的課程。希

望申請理科方面的學生需學習理科數學、理科兩門科目課程、英語四

門科目課程；希望申請文科方面的學生需學習文科數學、總合科目課

程、英語三門科目課程。英語科目課程主要是學習TOFEL考試的對

策和個別大學的英語試題。特別升學班以外的學生也可以根據需求參

加學習。（一學期一門科目課程需收12,000日圓的額外授課費用）

每年的日本留學試驗，很多本校學生在聽力、讀解、總合科目各科目，甚至在總合分數中

獲得最高分。每年都有5-7名大學入學後，獲選獎學金給付的成績優秀同學。

輩出日本留學  

試驗最高分數者

EJU

實際已經入學的主要日本的國立大學・大學院、有名的私立大學・大學院

對所有升學希望者安排從升學希望學校的選擇到面試對策完全指導的升學輔導老師

東京大學大學院

京都大學大學院

東京工業大學大學院

東京外國語大學大學院

東北大學大學院

一橋大學大學院

橫濱國立大學大學院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

青山學院大學大學院

上智大學大學院

東京理科大學大學院

東京大學

一橋大學

大阪大學

東京外國語大學

橫濱國立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千葉大學

筑波大學

東京農工大學

橫濱市立大學

埼玉大學

名古屋大學

慶應義塾大學

早稻田大學

立教大學

明治大學

青山學院大學

上智大學

法政大學

立命館大學

日本大學

武藏野美術大學　 

女子美術大學 等

入學實績例

對所有升學希望者像家人般的升學輔導

雖然對特別升學班的學生是必然會有的升學輔導，但是就連普通班中對所有升學

希望者 (大學及大學院、也包含專門學校)，每一個人一年間都會由同一位升學

指導老師擔任輔導的角色。從志願校的決定到面試的練習，都可以受到耐心細膩

的輔導。

指定校推薦制度的學校（免考、減免學費等）

從升學輔導老師的一點建議

　從來日本到接受考試的時間是有限的。

在母國國内時就要先明確地考慮要在大學

裡想要專攻什麼科系。再來，若是數學或

理科等受驗科目還有英語能夠多少回想起

來的話，可以節省很多學習時間。高中時

候使用的參考書是必備的。

大學過去試題

日本語筆記

高分數對策

EJU日本語

高分數對策

日本語筆記

高分數對策

EJU日本語

高分數對策

日本語筆記

高分數對策

特進聽解

 練習

日本留學

試驗對策
面試對策論文實踐

總合科目

(文系)

英語

(文系/理系)
理系數學文系數學

理科科目

(理系)

授課時間 一 四三 五二

日本電子專門學校、東放學園專門學校、ＩＣＳ藝術學院、東京製菓學校、                

日本工學院專門學校、好萊塢美容美髮專修學院、HIKO-MIZUNO珠寶首飾設計學院、

專修大學、法政大學、東洋大學、惠泉女學園大學、美國Lake Land大學日本校、      

武藏野大學、足利工業大學、山野美容藝術短期大學 等



商務日文班 日本最高水準的商務日文班

■　目　　的： 能夠具備在日本就職或回國找使用日文的工作時，

                        立即能夠使用的商務日文。

■  參加條件：①　日本語能力試驗N2程度以上的日文程度

 　　  ②　出勤率狀況良好

         ③　授課中能夠積極地參與課程的人

■  開課期間：開課時間有4月份和10月份兩個，全程6個月(需要兩個學期)

          如果持有留學簽證以外的，或者希望只參加前半期或後半期

                    的人，請來諮詢討論。

最高水準的商務班

授課内容

日本企業 就職

  商務日文會話（１・２節課）的内容

商務日文只是 “知道”是沒有用的！

從打招呼到公司内業務、口頭報告、甚至就職

活動等，各種狀況下都能對應的會話能力，在

教室或現場徹底進行練習，獲得「能夠用日語

工作的能力」。

商務日文班的課程表（例）

                              一                     二                       三                         四                          五

１･２節課                                                商務日文會話（口頭交流練習）

３･４節課          JLPT對策         商務文件        　 商務文件讀解    　商務日文考試對策      日本社会

特別授課  能夠實際感受日本職場環境，充滿臨場感的商務日文班

① 專案作業

　•　營銷辯論（為了商品選擇，分成兩組進行討論）的調査，討論

　•　口頭報告的立案、資料製作、實施

　•　參觀企業的計畫、實施、報告

② 外部講師的演講

　•　人才介紹公司的講師來作就職狀況或就職活動相關的講習會

　•　畢業生來分享就職現場的經驗談

　•　在日本就業時有關必要的知識、日本的傳統活動、工作簽證等的講座

　•　應對進退的禮節

③ 校外活動：　參觀工廠，參觀公司

④ 就職支援：　在日本的就職支援公司登錄、舉辦説明會、

　　　　　　　 communication研修等

   從商務日文班擔任老師的一點建議

就職不只講求日文能力，也要求作為社會

人所需的禮貌或常識、感覺良好的交流能

力。還有自己分析也是重要的。從現在開

始先把這些事情放在腦中，然後思考如何

造就今天的自己以及未來自己如何發展。

 對各國企業駐日人員提供支持的實用商務日文



冬季學期 (1月至3月) 限定的特別課程 為上級程度者，不同目的的核心課程

學術日文班

文化交流班

語彙

表現

討論

文化

最高級的

日文

培養閲讀能力

培養作文能力

培養發話能力

培養詞彙能力、

   表現能力、漢字能力

培養聽解能力

・　能夠自行閲讀，發現文章問題，速讀等的練習　

・　能夠寫報告、論文、摘要等學術性文章的練習

　　能夠寫給教授的信件等聯絡文書的練習

・　能夠發表、討論等的練習，

      能夠在學校内順暢溝通的練習

・　表現能力、漢字能力---增加為了寫或者

      發表學術性内容所需要的詞彙、表現

・　能夠聽取演講、説明、其他學生的發表的練習

授課目的與内容

具備自然地持有

 好感的會話能力

-　學習依每個主題的詞彙、表現

-　對應不同的對象或場合下，使用表現不同的練習

-　使用看影片聽廣播等的方式來討論或辯論、

                           口頭發表等高等的會話練習

並非針對大學升學者為

主的論文，而是關於感

興趣的話題具備能開口

讀及動手寫的能力

-　閲讀文化相關的短文等有興趣的主題，

                         並從主題的内容更深入理解

-　關於主題，陳述意見還有書寫感想的練習

★ 特　徴

為了大學升學者以外的上級程度者，以溝通能力為焦點的班級。以自然的表現力、豐富

的會話能力為目標的同時，藉由閲讀關於身旁發生的主題，可以更深地學習理解日本文

化或社會。

★ 対  象

該年度3月結束課程的大學、大學院入學預定者以外的學生，具備N1程度日文能力，欲

增進溝通能力者。

授課目的與内容

★ 特  徴

大學留學想要成功的話，只有在留學考試考高分是不夠的。和日本人相同的日文運用能力是

必須的。想要安心開始大學生活的話，好好準備熟能生巧的學術日文吧。

★ 對  象

該年度3月結束課程的大學、大學院入學預定者，具備N1程度日文能力的學生。



集中型日文學習課程

特   徵

速習班是在家能有規畫有效率且自主學習的前提下，學習速度比普通班快一倍的班級。

適合希望在短時間内達成升學、就職等留學目標的學生。

對   象　

在家能有規畫有效率且自主學習的學生。

集 中 型 日 文 學 習 的 課 程

學   期 7月速習班（期間：9個月）

内   容

從初級後半到上級前半，通常需要1年9個月時間，7月的速習班用9個月

的時間能達到目標。適合希望次年4月能進入特別升學班，以國公立大學

或一流私立大學為目標的同學，或次年4月希望進入商務日文班，儘快開

始就職活動的同學。可滿足各種需求。

目   標
名校大學/大學院升學、就職

次年 6月 EJU 高分 . 7月 JLPT N1 合格

10月入學時日文程度初級，或1月入學時日文程度為初級後半的同學，

希望在一個7月學期進入上級班，以考取專門學校或大學為目標。或者

希望在一個10月學期進入商務日文班，掌握實用商務日文能力。

大學/專門學校升學、就職

7月 JLPT N2 合格

 4月               7月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N2 合格目標

EJU 320分以上目標

N5 合格程度

初級後半
   ~ 中級前半

中級後半

特別升學班
商務日文班
上級班

升入名校大學

升入名校大學院

就職

 10月                1月                   4月                 7月                 10月                1月

商務日文班

(零)

(零)

速習班

7 月  速 習 班 的 進 度

1月速習班（期間：6個月）

上級前半

N3 合格程度 N2 合格程度

N1 合格目標

EJU 350分以上目標

N2 合格目標 N1 合格目標

升入大學

升入專門學校

就職

N5 合格程度 N3 合格程度

只有在銀星才能接受到的,集中型日文學習課程

學   期

内   容

目   標

※ 授課時間·授課費不變。（追加教科書按實際收費）

1 月  速 習 班 的 進 度

初級後半
   ~ 中級前半

中級後半 上級前半



文部科學省指定準備教育課程 以升入高等教育機關為目標

文部科學省指定校

文部科學省指定的，為升入高等教育機關而實施的準備教育課程。本課程設置有充實的

教學科目及進學指導，為將來升入日本的大學院、大學、專門學校做好充足的準備。

安心、充實的文部科學省指定準備教育課程

準備教育課程的特色

安心、充實的準備教育課程

可應對留學生們對於留學生活的完全期望，班主任、升學輔導老師通力協作，在升學專業選擇、目標

達成等方面，對學生進行總合的、高效的支持。

－從對升學目標的選擇，到入學準備，全方位的進學指導

－可以參加總合科目・英語・數學・理系科目等ＥＪＵ考試科目的授課

－申請準備教育課程的學生，如果參加ＥＪＵ考試科目的授課，

   費用比普通課程的學生更便宜

準備教育過程 高等教育機關

進學準備課程

進學

入学時期

申請時間

原則上，每個學期開學前４５日～６０日之前都可以申請，額滿即止。入學希望者請直接向學校諮詢。

春季學期　                  ４月入學（２年課程）

秋季學期　               １０月入學（１年６個月課程）

※春季學期入學的學生，根據日文能力的不同，也有可能１年就能畢業。

總合的教育課程與進學支援



日本最高水準的日本語教授法程度和課程

最高水準的課程

程度　　　　　　　　　 學習内容　　　　　　　　　　　　　　　　　    Can-Do(目標)　　　　         　  JLPT　CEFR

目標程度

使用自編教材，以口語練習為中心，學習日語的

基本文法。

有羅馬字教材、詞彙一覽表、翻譯成母語的會話

書等的教材。

按300個漢字的程度分成兩個班級學習，所以

不懂漢字的學生也可放心。

使用自編教材，將初級語法概括總結。邁向中級

的過程，藉由閲讀、作文、會話、聽解的方式配

合文法教學的方式來均衡學習。

依母語和目的有兩種學習方法。增加詞彙表現方

法，具備日常溝通能力，到達能夠讀寫長文章的

目的，一種是從閲讀和文法來學習的基本方法，

另一種是開發出來用會話或聽力的口頭教材學習

的教學方法。口頭教材學習能夠對非漢字圈及溝

通為目的的學生產生非常大的效果，而升學為目

的的學生用基本方法學習比較有效果。

為了更正確地理解文章或表達，學習包含微妙的

使用差異的多樣表現。開始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

目課程或克服弱點的選修科目課程。

為了能確實地使用中級所學到的内容而練習。讀

各式各樣的文章，有關其内容和關連的話題，練

習用自己的話語表達意見和説明。

閲讀2000～3000字長文章的論説文、隨筆、

小説等廣範圍種類的文章。不管什麼領域，練習

都能夠用自己的意見作邏輯性的論述。學習包含

不同語感等細微表現，在會話或作文中，好好地

練習説和寫。

使用含第一手教材的富有變化的教材。讀到的内

容能夠自己融會後發表，寫報告等，具備閲讀、

討論、辯論、發表、論文一連串的應對能力。

根據畢業後的出路，可以進入為提高交流能力的

班級或為了大學、大學院升學者閲讀專門的文章

進行發表或討論的升學班級來學習。

・買東西、問路等能夠用簡單的日常會話。

・能夠用簡單對話可自我介紹或表達意見。

・能夠讀寫平假名･片假名。

・學校、商店、銀行等在幾乎所有日常生活情況中，能夠使

  用簡潔的會話。

・能跟朋友可交流。

・稍微有點漢字之短文，藉由幫助能夠讀寫。

・各種場面中，可以用日常會話來流暢地交流。

・對關於自己的興趣或工作等，能用簡單的話説明。

・能使用初級文法讀或寫稍微長的文章。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比較複雜的狀況也能夠對話。

・能説明理由改變預約、讀文章後説出感想等，能使用複雜

  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意思。

・借助於老師幫助，能夠理解長文章。

・能依場面或對象使用包含敬語且相對應的溝通。

・就算長文章也能夠正確地朗讀。

・能對自己的經驗或希望等抽象的事物來説明。

・簡單的新聞報導藉字典或老師幫助而能理解。

・能夠加上理由來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説明。

・能夠設身處地給予對方建議或請求。

・關於稍微抽象的文章或各種話題的簡單文章等，能夠不使

  用到字典也能夠理解主旨。

・關於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話題，能詳細説明、陳述意見、

  討論、還能寫出文章。

・能使用説出自然的日文來表現反對意見或勸告等。

・漸漸地會理解字行間流露出的含意，並推想結論。

・對於社會的、文化的廣泛話題，可以流暢地交換意見或

  情報。

・能符合當時應該表現的狀況下發言。

・能將新聞報導或評論等理論性複雜的文章，用自己的能力

  正確地理解。

・進入大學後，能與日本人一起上課並過學生生活。

・只要受培訓，能用日語從事某種程度的業務工作。

・跟日本人一樣，能看懂聽懂日語，即使對象是日本人，

  就算是專門性的話題、也能流暢正確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來討論。

・能依照對象分別使用相對應的話語。

・能夠不用查字典也能理解專門性的文章，能夠靠自己的

  力量撰寫論文或報告。

・大學、大學院、出社會的生活能夠完全沒有問題。

初級

中級

入門

中級

前半

中級

後半

上級

入門

上級

每年輩出JLPT高得點(2014年有學生滿分/ EJU最高實績(文科省獎學生選拔)



設施介紹 舒適的日本語學習環境

８層高的大樓



充實和安心的學校生活 在東京中心度過留學生活

和慶應義塾大學日本學生的交流會

慶應義塾大學有一個國際交流社團“KISE”，他們與東京銀星日語學校的學生有自主性的頻繁地進行交流活動。來了日本之後，

與日本人認識的機會意外的少，所以跟他們交流是與日本人會話的寶貴機會。請積極的利用這機會。

活動内容

每學期的交流會，春夏的寄宿旅遊，慶應義塾大學的校園參觀，三田祭(大學節)，遊覽淺草/鎌倉，料理聚會，BBQ，運動會，

聖誕晚會等

東京的中心地，中央區

中央區 , 從江戸開府以來 400 年 , 作為日本文化、商業、情報中心發展而來 , 具有悠久歷史和引以為傲的區域。江戸五街道的起點名

橋「日本橋」、在世界上有名的購物街「銀座」、日本的華爾街「兜町」、食文化中心「築地」、以「佃」「月島」為、首的水都等等 ,

富有魅力、多人聚集且充滿活力的地域。

學校周圍的車站

　・從茅場町站(東西線/日比谷線) 徒步約5分鐘

　・從日本橋站(東西線/淺草線/銀座線) 徒步約10分鐘

　・從水天宮前站(半藏門線) 徒步約10分鐘

　・從八丁堀站(JR 京葉線) 徒步約10分鐘

　・從T-CAT(東京城市航空總站) 徒步約10分鐘

獎　學　金 現在東京銀星日本語學校的學生能得到的獎學金如下面所述;

         獎學金名稱         　　　　金   額                     條  件

    銀星獎學金                   100,000日幣        　　 出席情況、成績、學習態度、作文 

 　就學生學習獎勵金　　　        30,000日幣/月     　　出席情況、成績、學習態度、校長面試

   李秀賢顯彰獎學金                100,000日幣         　 出席情況、成績、學習態度、作文 

   留學生學習獎勵費預約           　 48,000日幣/月      　　 日本留學試驗成績還有出席情況和成績

*留學生學習獎勵費預約是在日本留學試驗取得高分，而且是大學或專門學校升學者才能得到的獎學金。



學校宿舍

學校宿舍介紹 和同學們一起享受愉快的住宿生活

單人間（９㎡） 單人間（６㎡） 雙人間

學校宿舍設施照片

學校宿舍是在都營淺草線馬込站走路約2分鐘的地方。(從學校走到宿舍約35分鐘)

一單位為5個人共住，雙人房有兩間，單人房有一間。廚房、浴室、廁所為5個人共用。

電腦自備，免費網絡(無線LAN)

申請宿舍時，也請申請購買寢具(一套9,000日幣)
馬

込
日

本
橋

學校寮    　                  學校

從學校寮到學校大約35分鐘

學生通學月票 :5,810日幣/月

交通及便利性優良的宿舍

39,000日幣

 房間          　　　單人間　　            雙人間　           期間　　   短期　        長期

               6.8 m2    　      9 m2    

  

                          保證金    20,000日幣   30,000日幣

             56,000日幣  65,000日幣                  　　　 入室料   30,000日幣   50,000日幣

水電瓦斯費/月         　　9,000日幣 　          8,000日幣　　        備   註 　1年後須繳納更新料(1個月的房租) 

房租/月  



申 請 必 要 材 料 　 　

招生簡章 關於入學和費用

申請人

經費擔保人

長期生（留學簽證・・・一般課程・準備教育課程）　            　短期生（持有短期、打工度假、其他簽證的人）

・短期入學願書　（學校指定表格）

・照片５張　（３㎝×４㎝。3個月内）　

・護照的影本　

・在留卡的影本（持有在留卡的人）

・經費承擔保證書　（學校指定表格）

・經費擔保人名義的存款餘額證明書

  （金額為約200萬日圓以上）

・在職證明書（經營者･自營業者/營利事業登記證）

・關於年收入的證明書 關於提交資料的時間，請洽詢學校

4月份(春學期) / 7月份(夏學期) / 10月份(秋學期) / 1月份(冬學期)

入 學 時 期

授 課 時 間

         上午班（中級後期～高級）                9:20 – 12:40（週一～週五）

         下午班（初級～中級前期）              13:10 – 16:30（週一～週五）

學      費

      長期學生(留學簽證)學費明細            在學費裡包括教材費等各項費用(基礎科目的教材費除外)

     報名費(僅初次)       20,000 日幣    20,000 日幣 

     入學金(僅初次)       60,000 日幣    60,000 日幣     

     學   費(半   年)     360,000 日幣  380,000 日幣      

     半年學費合計     440,000 日幣  460,000 日幣      

       短期學生(持有在日簽證)學費明細        在學費裡包括教材費

            

學  費
                    10週課程                          195,000 日幣

                                        6週課程                          140,000 日幣

項目 一般課程 準備教育課程 備註

東京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發布在留資
格結果之後，兩至三週之内繳納。

[之後第二學期的學費]
普 通 課 程  : 360,000日幣
準備教育課程 : 380,000日幣

　持有留學簽證的學生必須加入學校指定的留學生保險。(需要另外繳交) 

   持有短期滯在簽證的學生可任意加入保險。

提出申請材料時繳納

※

※

・入學願書　（學校指定表格）

・履歷書　　（學校指定表格　包含學習日文的目的）

・照片５張　（３㎝×４㎝。3個月内）

・最終學校的畢業證書(原件)或畢業證明書

・日本語能力證明或日本語學時證明

・護照的影本（所有的日本出入境蓋章處的影本）

・和經費擔保人的關係證明（戸籍謄本(現戸全戸)等）

・選考費　２萬日圓



入學手續的辦理流程 從申請到入學的流程

到 入 學 為 止 的 流 程

留學決定 資料提出 “在留資格”申請準備　

“在留資格”合格發表 入國管理局的審査　

“在留資格”及入學許可書 申請留學簽證　 出國準備

準備好申請所需要的全部

資料，提交學校

學校對申請人提交的資料

進行審査、做好提交入國

管理局的各項資料準備

學校將在指定日期，將申請

者的材料提交入國管理局

入國管理局審査完畢後，

將合格者的「在留資格認

定證明書」交付給學校，

學校通知申請人;

在指定日期前將學費支付到

學校指定帳戸。入需繳納宿

舍費用，也一並繳付

準備好在日留學生活的必

須物品，確認學校的開學

時間

持必要材料，到日本大使

館或領事館申請留學簽證

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入學許可書」等原件寄還給

申請人

出國

根據各自的入宿時間及學校

安排，決定出境日期

* *

*

* *

*※短期入學者只需要進行    所標記的手續

 繳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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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までの地図
Route to School

東京都中央区新川 1-15-13
1-15-13 Shinkawa,Chuo-ku,TOKYO

N

「茅場町」駅　　　東西線・　　　日比谷線

　「出口 3」　から徒歩 5 分

「日本橋」駅　　　東西線・　　　銀座線・　　　浅草線

　「出口 Ｄ1」　から徒歩 10 分

Kayabacho Hibiya LineTozai Line

5 minutes walk from Kayabacho station 3 exit

10 minutes walk from Nihonbashi station D1 exit

Tozai Line Ginza Line Asakusa LineNihonb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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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代通り Eitai street

永代通り Eitai street

日本橋  Nihonbashi.sta

茅場町 Kayabacho sta.

陸橋 Overpass

Exit 3

コレド日本橋COREDO NIHONBASHI

Ex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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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4

“The best way to learn Japanese”

〒104-0033 東京都中央區新川 1-15-13 

(1-15-13 Shinkawa,Chuo-ku,Tokyo)

TEL:03(6280)5830  FAX:03(6280)5868

www.tokyogalaxy.ac.jp  info@tokyogalaxy.ac.jp

學校位置/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