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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今治明德短期大学概要 
  

(1) 今治明德短期大学的历史沿革 

今治明德学园历史悠久，自创立至 2016 年已满 110周年，短期大学也已迎来了建校 50周年。 

 

1906 年  创建私立今治技艺女子学校 

1951 年  获准设立学校法人今治明德学园 

1966 年  获准设立并开校今治明德短期大学 

 

(2) 教育目标 

     本校为男女同校的 2年制私立短期大学。 

本校的教育目标是在培养大学生的优良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注重造就具有广阔国际视野

的人才。为此，本校积极招收留学生，并营造了良好的留学生学习生活环境。 

 

 

２.报考资格 
  
   满足以下各项条件者，可以申请报考本校。 

(1) 在日本之外接受学校教育满 12年毕业者(或者毕业预定者)，并在其本国拥有大学入学资格

者。或者有此同等以上资格并且获得本校认可者。 

(2) 具有在本校学习的日语能力且获得本校认可者。 

 （日语能力考试（JLPT）N2水平或日本留学考试（EJU）「日语」210分水平） 

(3) 符合日本国入管法(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能够取得「留学」在留资格者。 

 

 

３.招生人数及毕业条件 
  

(1) 招生人数 

      秋季生仅招收生活设计学科的国际观光商务专业。 

秋季生在生活设计学科国际观光商务专业入学之后，如有意愿可于翌年度 4月转学到其它学

科专业继续学习。 

 

修学年数 学科 专业 秋季招收人数 春季招收人数 

２年 
生活设计学科 

国际观光商务专业 若干名 

合计 

约 20名 

护理福祉专业 ― 

食物营养专业 ― 

烹饪商务专业 ― 

幼儿教育学科  ― 

 

(2) 毕业条件 

毕业最少要修满 62 个学分。各科目学分是由该课程（一学期 15 节课）的出席状況和考试的

评价认定。缺席超过 1/3的情况下，将不给予该科目的学分。缺席多、修得学分少的情况下，

将不能继续进行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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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报考申请资料及提交窗口 
  
 需要提交以下资料。此外，根据需要还有要求提交其它资料的情况。 

  ※日本报考的考生准考证等材料邮寄至其所属教育机关。 

 ※报考材料一经受理不予返还。 

 ※○为在日本考生所需提交材料，★为海外考生所需提交材料。 

 ※海外录取的考生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须在指定日期内提交下述材料。 

   ①日语学时证明书（N2 以上无需递交） 

   ②经费支付人在职证明及收入证明（近 3 年） 

   ③考生和经费支付人亲属关系公证书 

   ④银行存款证明 

     ⑤定期存单复印件（银行存款证明金额） 

报考申请资料的提交窗口 

今治明德短期大学 留学生入试担当 
〒794-0073 愛媛県今治市矢田甲６８８番地 TEL：0898-22-7279 FAX：0898-22-7857 

５.联系方式 
 有关本校招生简章、报考等事宜，请参照以下方式联系。 

 
日本国内 海外现地（中国） 

今治明德短期大学入试课 

电话：0898-22-7279 

今治明德短期大学入试课 

电话：＋81-898-22-7279 

〒794-0073 爱媛県今治市矢田甲 688番地 

HP：https://www.meitan.ac.jp E-Mail：campus@meitan.ac.jp 

※受理时间：平常工作日 8点 30 分～17点

 确认栏 提出资料 留意事项 

１  入学申请书 

使用本校规定格式 
（可以从本校网站上下载） 
 

２  履历书 

３  日语学习履历 

４  留学理由和毕业后去向说明书 

５  ★经费支付书 

６  准考证 

７  照片 3张（4ｃｍ×3ｃｍ）  

８  毕业证（最终学历） 
提交毕业证的复印件（考试时要出
示原件） 

９  ○出勤证明・成绩证明 在日本日语学校就读考生需提交 

10 

 

 护照 

提交复印件 11  ○在留卡（在日本报考的考生） 

12  日语能力考试及成绩证明书（限 N3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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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关于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作文和面试。 

根据考试结果，以及对其留学目的、日语水平、留学资金状况作出综合评定，以决定是否合格。 
 

 

考试内容 作文・面试 

报考期間 2022年 4月中旬～5月下旬 

考试日期 

日程・考场 
随时（报考后通知） 

合格发表日 考试后 2 周之内 

入学考试检定费 免除（免费） 

 

 

７.从报考申请到入学的流程 
 

应试者向中介单位或本校的招生科确认。 
   

１ 报考 请在报考期限内提交报考资料。 

２ 准考证的寄送 邮寄考试日程通知和准考证 

３ 考试 请仔细确认考试日期和考试场地。 

４ 
合格发表 

缴纳入学金 

请在收到合格通知书后缴纳入学金 

申请宿舍的考生需提交「入住宿舍申请」「入住宿舍誓约」 

５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提交申请（海外录取考生） 

请向本校提交留学申请所需的资料。 

相关资料由本校提交到入国管理局。 

６ 缴纳学杂费、宿舍费用 在指定期限内缴纳半年所需学杂费和宿舍费用。 

７ 入学通知 
学杂费和宿舍费用经确认到账后，邮寄《入学通知书》 

（海外录取考生同时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８ 入学 
各自办理搬家・入国手续。 

（经由松山・高松・广岛机场入国的海外考生均可享受接机服务） 

 

８.留学生支援体制 
  

本校为了提高学生日语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建立了在经济上给予留学生援助的各种制度。 

对留学生来日后的学习生活以至将来的毕业去向等各个方面给予帮助。 

(1) 日语能力奖学金制度（N1～N2） 

※详情请参阅 P4页 

(2) 奖学金制度（来自于各种机构）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4.8万日元/月） 

松山济美会的奖学金（1.5 万日元/月） 

(3) 褒奖金制度 

日语能力考试合格（N1：5万日元 N2：3万日元） 

(4) 学生教育研究灾害障害保险・学研灾付帯赔偿责任保险的加入（保险费由后援会负担） 
(5) 免费健康体检（每年 1次） 

(6) 学生优惠（公共交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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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学杂费 
 

学校对留学生实行学费减免。入学之后，需另行缴纳课本费、实习费、教材费等其它费用。 

因个人原因未如期入学时，入学金原则上不予退还。 
 

2022 年秋季生（9月）入学 学杂费 

 

10. 日语能力奖学金（Ｎ１・Ｎ２） 
 

日语能力相应的「奖学金（学费减免）」，给予留学生经济上的支援。（20万日元～10万日元） 

1) 2022 年秋季生日语能力奖学金 日语能力考试（JLPT）Ｎ１ 减免 20万日元 

 
2) 2022 年秋季生日语能力奖学金 日语能力考试（JLPT）Ｎ２ 减免 10万日元 

单位：日元 

 １年级 ２年级 
合計 

（2.5 年分） 预备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入学金 100,000     100,000 

学费 190,000 190,000 190,000 190,000 0 760,000 

设施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教育充实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后援会费 1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40,000 

学友会费 5,000 5,000  5,000  15,000 

同窗会费 8,000     8,000 

合計 469,000 
351,000 346,000 351,000 156,000 

1,673,000 
697,000 507,000 

单位：日元 
 １年级 ２年级 

合計 
（2.5 年分） 预备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入学金 100,000     100,000 

学费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0 560,000 

设施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教育充实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后援会费 1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40,000 

学友会费 5,000 5,000  5,000  15,000 

同窗会费 8,000     8,000 

合計 419,000 
301,000 296,000 301,000 156,000 

1,473,000 
597,000 457,000 

单位：日元 
 １年级 ２年级 

合計 
（2.5 年分） 预备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上学期 

（4～9 月） 
下学期 

（10～3 月） 

入学金 100,000     100,000 

学费 165,000 165,000 165,000 165,000 0 660,000 

设施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教育充实费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375,000 

后援会费 1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40,000 

学友会费 5,000 5,000  5,000  15,000 

同窗会费 8,000     8,000 

合計 444,000 
326,000 321,000 326,000 156,000 

1,573,000 
647,000 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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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生宿舍 
 

留学生除与在日亲属和长期寄宿当地家庭以外，原则上必须入住学校宿舍。经过一段时间的宿

舍生活，在不影响学习和已适应当地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允许搬离宿舍。 

须在各学期开学前缴纳 6个月的宿舍费。此外，初期入住费不予退还。 

如没有自备床上用品的话，须另行支付其费用（床上用品费用 16000日元）。此外，伙食费和生

活费需要自行负担。 

另，宿舍费用根据状况或有所变动。 
 

(1) 校内宿舍（男生・女生）                      単位：日元 
 

入住费 
宿舍房租费 
（6ヶ月） 

维持管理费 
（6ヶ月） 

水电燃气费 
（6ヶ月） 

入住前 
支付总额 

32,000 90,000 
男生宿舍 37,000 

女生宿舍 40,000 
30,000 

男生宿舍 189,000 

女生宿舍 192,000 

※女生宿舍需要安保费用 3000 日元/6 个月。 

 

(2) 校外宿舍（男生・女生）                      単位：日元 
 

入住费 
宿舍房租 
（6个月） 

维持管理费 
（6个月） 

水电燃气费 
入住前 
支付总额 

70,000 110,000 10,000 另行付费 190,000 

※校外宿舍为三室一厅，各自有单独卧室。 

 

12.学杂费・宿舍费用的缴纳时期 
  

合格者应在本校收到入国管理局交付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之后，于指定期限内缴纳最初学

期所需的学杂费和宿舍费用。（秋期生缴纳预备期，春期生缴纳第一年上学期）。入学后，上学期

于 4月 20日，下学期于 10月 20日前缴纳各学期学杂费和宿舍费。 

 

13.缴纳窗口 
学杂费和宿舍费用缴纳窗口（汇款地址）如下 

 

項目 内容 

收款银行名 
爱媛银行 

THE EHIME BANK, LTD.  

SWIFT HIMEJPJT 

金融机关代码 0576 

支店名 
今治支店 

IMABARI BRANCH 
支店コード 029 

银行地址 1-2-10 TAISHO-CHO, IMABARI-SHI, EHIME, JAPAN 

收款帐户 5910608 帐户种类 ORDINARY DEPOSIT 

收款人名称 IMABARIMEITOKU TANKIDAIGAKU 

收款人地址 688 YATAKOU, IMABARI-SHI, EHIME, JAPAN 

收款人电话 +81-898-22-7279 

  ※收汇款手续费由考生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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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打零工 

在日本原则上不允许外国留学生有获得收入的活动。尽管作为留学签证的资格外活动允

许打零工，但是在时间上有以下的限制。另外不允许在风俗色情场所打零工。 

允许打零工的时间 

1 周 28小时以内    ※放长假期间 1天 8小时以内 

※打零工的时薪约为 850～1000 日元。所以，打零工只能作为贴补生活费，留学经费全都靠打零工

来赚取是不可能的。请务必认识到：不打零工就无法缴纳学费的学生来日本留学很困难。 

 

15.毕业后的去向 

（1）升入学校一览 

主要是面向经济、环境、国际文化等领域升学。 

（2）就业单位一览 

全部是作为翻译被录用。在留资格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企業名 

 

㈱モンテローザフーズ，岸萬塗装㈱，清水物産関西ＦＰ㈱，㈱スーパーホテルクリーン 

ウィズシード・ホスピタリティ・マネジメント㈱，くら寿司㈱，山陽物産㈱ 

ワールドスター国際交流事業協同組合，創新事業協同組合，㈱リゾートライフ，㈱しまなみ 

㈱太陽ビルマネージメント，山口住機販売㈲，サンユー㈱，ユアブライト㈱，ARS JAPAN㈱ 

山口精機工業株，清水物産㈱，㈱あきんどスシロー，㈱中村，しまなみ異業種協同組合 

協同組合ウェル国際技能能力センター，㈲大光サービス，ツヅキボウ今治㈱，丸栄タオル㈱ 

今井タオル㈱，東亜トレーディング㈱ 

 

 

 

 

大学分类 大学名称 

国立大学 （入学）愛媛大学，奈良教育大学 

公立大学 （3年级编入）下関市立大学 （入学）北九州市立大学 

私立大学 

 

 

（3年级编入） 

兵庫大学，静岡英和学院大学，松山大学，大阪国際大学，大阪経済法科大

学，大阪産業大学，岡山商科大学，九州国際大学，くらしき作陽大学 

神戸国際大学，聖カタリナ大学，広島経済大学，福山経済大学 

松山東雲女子大学 

 

（2年级编入） 松山大学 

 

（入学） 

近畿大学，神戸国際大学，山梨英和大学，山陽学園大学，上武大学 

大東文化大学，天理大学，日本経済大学，福山平成大学 

松山東雲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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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願書類記入例 

入学願書【填写例】 
 

 
 

  

姓名的填写请与护照的汉字一

致。 

中国的考生请填写简体汉字，台

湾的考生写繁体汉字。 

最终学历是大学的情况下，请不

要漏填4年制或3年制。 

填写本国的地址时，其建筑物名

称及房间号等需详细填写。请用

日语汉字填写。 

另外，如有手机请不要漏填手机

号码。 

填写日本的地址时，其建筑物名

称及房间号等需详细填写。请用

日语汉字填写。 

另外，如有手机请不要漏填手机

号码。 

 

按照志愿顺序，在学科或专业栏

的希望顺位栏填写数字。 

※报考秋期入学者请在国際観

光ビジネスコース后填写数字

1。 

 

 

和本人的关系栏，请正确填写

「父」「母」「姉」「兄」「叔父」

「叔母」「いとこ」等。 

请填写学费支付人所在单位的

名称。若有总公司的话也需填写

总公司的名称。 

如在日本有亲友，请务必照实填

写。 

亲友关系按照亲疏关系原则优

先填写。 

【填写入学愿书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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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歴書 【填写例】 

 

  

学历的学校名称，不可填写如

夜校等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学

校。 

 

关于学校所在地址请填写其所

在地的省市县等地区名。 

即使是短期的工作经历也需填

写。 

若是长期也没有上学也没有工

作的情况下，请准备原因说明

资料。 

【填写入学愿书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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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学習歴 【填写例】 

 

 

 

 

 

 

  

请将上过的日语学校全部写上。 

与上一页的学历栏不同，若有夜

间班 (夜校)的情况也需全部填

写。若是自学或请家教的情况则

不需填写。 

 

学校所在地和公司所在地如填

写例所示，需填写其所在地的省

市县等地区名。 

填写1周的学习时间时，请用分

钟作单位而不是小时（例：×6

小时，○360分） 

请填写使用过的所有教科书名。 

日语能力考试及日本留学考试的

应考经历，不论合格与否，过去的

考试结果请全部填写。 

【填写日语学习经历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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