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生 留学生入学案内

COLLEGE GROUP

98.9
就业率

％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留学生专班）

名189

OSAKA

217名
2017年～ 2019年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留学生专班的大约录取人数

旅行、英语，酒店、贸易

游戏·3DCG·IT·系统工程·网页设计

美容·化妆·美甲·婚礼企划特殊化妆

日语学科

国际交流学科

大学升学课程

研究生院升学课程

小班制·能力分班
 学习日语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学习专业知识
和技术后

在日本就业为目标

在日本升学为
目标

大学 / 研究生院

JLPT
日本语能力测试

合格者人数

日本留学考试
日语科目合格分数
300分以上取得人数

N1

東京
TOKYO奈良

NARA

神戸
KOBE

京都
KYOTO

大阪
OSAKA

ECCアーティスト美容専門学校3号館

ECC国際外語専門学校3号館

キャンパス
徒歩約10分

ＪＲ 大阪駅

電車で約10分

道頓堀（なんば）

電車で約30分

神戸三宮

電車で約30分

京都

電車で約50分

奈良

電車で約60分

関西空港

電車で約2時間30分

東京

本学园和TIPNESS(在关西地区有10家分店)连携提供了可以轻松锻炼身

体的愉悦环境。有专业教练指导如何进行肌肉训练有氧运动,以及运动

器材的使用等,还有可以随意使用的舞蹈室,游泳池等丰富的环境,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自由使用。当然浴室设备也十分完善。本校在校生可享受

优惠。

サウナ

有氧运动区

健身房

●分店不同，设施也有所差异。

合作！
与学校

关西地区
TIPNESS
10家分店都
可以使用

健身俱乐部项目 学校位于大阪梅田学校位于大阪梅田

学校信息

大阪仅次于东京，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是西日本的中心地。在这里有购物商厦、休

闲场所、文化设施、教育机关。虽然是大都市，但和东京比起来房租和食物物价较低，

对留学生来说有很大的魅力。特别是食物「便宜又好吃」，是众所周知的。与大阪临

近的都市有日本的发祥地奈良和日本的千年之都京都，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接

触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也是魅力之一。从学校徒步10分钟的范围内有JR大阪

站，地铁梅田站等5个最近车站，不仅上下学、就职活动方便，休息的时候到临近的

京都、奈良等历史古都交通也很方便。

FAQ
 有奖学金制度吗 ?

日本学生支持机构的奖学金。本校以成绩、学

习态度、出席率等在校内进行选拔。并且,本校

也有独自的奖学金制度,详情请咨询。

Ｑ．
Ａ．

可以购买学生月票吗？

本校是大阪府认可的专门学校,所以学生们在

利用交通工具时可享受4~5成的优惠。

Ｑ．
Ａ．

举办学校说明会吗？

在日本国内,有举办能体验课程的学校说明会

和个别说明会,在海外也有举办说明会,详情请

联系ECC留学生中心。

Ｑ．
Ａ．

可以打工吗？

想要打工的留学生,必需具备学校认可

的基准,资格外活动规定1周可打工28

小时。(暑假或学校 长期的休假时,1天

可打工8小时)

Ｑ．
Ａ．

可以在日本就职吗？

COMPUTER专门学校和国际外语专门学校依学

习课程和希望就业职种的不同,所以有些课程

的毕业生可以在日本就职,有些课程的毕业生

不可在日本就职。ARTIST专门学校基于就职

签证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日本国内美容·美发

行业就职可能不被承认。因为受到在专门学校

入学前的职历、学历和就业签证规定的影响,所

以您如果想在日本就职,请事前跟我们联络。

Ｑ．
Ａ．

有学费减免制度吗？

是学习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学科,有本学

园独自的留学生学费减免制度。对留

学生的合格者全员,相比日本学生的学

费2年间最多可减免101万日元。以日

本语为中心的专业(ECC国际外语专门

学校日语学科、相关大学升学课程等)

已设定成留学生特别价格。

Ｑ．
Ａ．

游泳池

技能训练



除了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之外,学校还安排与日本学生交流的机会。通过结交学友来相互理解异文化,不
但充实了留学生活,对于将来的 工作和就业都有帮助。

英文会话交流和日本学生的交流 强力支援学生的就业
本校为了让留学生能顺利地在日本就业,在学生毕业前一年度起就开始进行相应的就业准备辅导。在课

堂上或是个别指导时,在对不同的行业和工种的理解以及就业考试前攻略等方面进行细心的辅导。
在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的英语教室 「EIP(ECCInternationalPlaza)」,利用午休和放学

后的时间,和外籍教师用英文进行对话交流

正因为是

ECC教育集团，

才会有多彩的升学

升职的选择渠道

STEP①

掌握日语能力

STEP②
决定志愿学校

STEP③
实现梦想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语学科

ECC升学课程

研究生院／大学

日本的大学

获得学位 : 学士

日本的研究生院

获得学位 : 硕士·博士
特色①
基于在日升学、就业的目标,提
高日语能力

特色②
提供与日本留学考试(EJU)以及
日语能力水平考试(JLPT)相对
应的课程

特色③
基于在日升学、就业的目标,提
高日语能力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获得称号 : 2年以上 : 专门士 
　　　　   4年 : 高度专门士

在
日
本
就
业
·
在
自
己
的
国
家
就
业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日语学科在指

导学生报考国立公立大学、名牌私立

大学以及研究生院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升学课程在指导学生报考
国立公立大学、名牌私立大学以及研究生院方面
有丰富的经验

在专业学校学习专业技术，并获得就业

指导

升学指导

升学指导

研究生院的升学
大学3年级转入

升学指导

内部升学

就业支援

就业指导

内部升学

对于授课内容和课程，根据情况可能会作更正，添加，或更改。专门士可以参加相应的大学三年级转入考试（不提供应考课程的教学和辅导）

每天都是国际交流40多个国家 2800名1000名

留学生 日本人

※2018年4月~2019年3月在校人数

学校法人山口学园,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电脑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

校,根据日本的<学校教育法>,属于专修学校专门课程(专门学校),2年制以上的学生,在毕业

时可获得专门士称号。在日本关西地区是一所规模较大的综合学园。

兴趣小组，课外活动 地球祭 BUDDY制度 就业攻略 职场礼仪讲座 职场化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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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国际贸易 / 通用英语 / 酒店/旅游

每天都是国际交流
丰富的实践课教学

在过去的 14年间，荣获由日本英语检定协

会颁发的奖项 13次。「英检」每年报考者有

300万人，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资格考试。从

日本全国 3000所专门学校中选拔出优秀的

学校颁发「文部科学大臣奖励奖」和「优秀

团体奖」，以首席英语教育机构为目标的

ECC以此来证明自身的教育实力。

文部科学大臣奖励奖（2007年·2009年·

2012年·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

年·2019年获奖）：日本全国的专门学校只

有第一名才可以获此殊荣。优秀团体奖（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获奖）⋯此奖仅

授予全日本排名前 5名的专门学校  ※“优秀团体奖”自 2013年 3月起停止颁发，只有文部科

学大臣奖得主中的1所学校可获此殊荣。

班主任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和学生一起制定就职活动对策。

本校的毕业指导课结合业界动向,分析企业的招聘倾向,以尊重学生

意愿为前提介绍企业单位。了解每个学生的志愿和应聘情况,从而提

供符合每位学生志愿要求的招聘信息,针对学生所面试的企业不同,

提供1对1的个人简历表填写指导和面试指导。※2020年3月卒業生

就业实绩

100％
留学生在日
就业率高达

英语教育No.1的证明

全国3000所专门学校的
英语测试结果排名第一

十四年来唯一一所获得13个团体奖的专门学校

全英文的空间

EJP

英语急诊室

ECC Japan Plaza
EJP（ECC Japan Plaza）是一个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并了解日本文化的空间。对于打算走国际
化路线的留学生来说，这里是学习如何与来自日本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进行交流的好地方！

和日本学生的

交流

ELC 把对英语的「我不懂」
变为「我能行」

与日本和来自各国的
留学生进行跨
文化交流！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在英语学习中心（ELC），学生可以提出或咨询有关英语的任何问题，例如针对英检和TOEIC®的应考攻略，
课堂中不懂的问题等。还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以此进一步提高你的英文水平。

E I P
ECC International Plaza
在EIP，遵循“NoJapanese（不说日语），NoSilence（不做哑巴）”的规则。不要因为怕说错而金口难开，应该试
着不去想日语，让英语短语脱口而出。每周在课上发表的自己的兴趣爱好呀，趣事呀，在下一周的全英文
空间里和外国学生还有其他班的同学一起分享，讨论。不知不觉你的耳朵会适应英语，英语世界也会不断
扩大。我们理解刚踏入全英文环境时，起初一定会有踌躇和不安。所以新入门的学员可选择初级者专享组，
轻松愉快地从简单易懂的听力练习或交朋友开始进入角色，这样就放心多了。

充分利用与外

籍老师对话机

会来提高英语

水平！

提供课堂之外的
英语环境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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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掌握在国际经贸业务中大展拳脚时必备的经贸知识和英文水平 ,学习国际商务领域中不可缺少的技能 ,比如与海外的业务

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或发表演讲时的技巧。

国际贸易专攻 国际商务学科/2年制/专门士名称

●国际商务论 ●簿记 ●商务交流 ●商务训练 ●国际商务调查

●贸易实务考试（C级） ●实用英语技能考试（2级以上） ●TOEIC（700分以上）

●日商簿记测验（3级以上） ●Word文档处理能力认证考试（2级以上）

●Excel电子表格处理技能认证考试（2级以上）

●PowerPoint演示文稿处理技能认证测试（上级）等

海外营销 / 企划·销售·采购 / 进出口业务目标工种

贸易公司·制造商 / 贸易·物流 / 服装等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不仅学习外籍教师在课上教授的实用型英文 ,同时通过口译和笔译专业培训发来提高英语技能。

综合英语课程 综合英语学科/2年制/专门士称号

●ActiveTalk ●DailyEnglish ●SurvivalEnglish ●Speaking＆Techniques ●BusinessEnglish

●电路英语培训等

●实用英语技能检定（2级以上） ●TOEIC（600分以上） ●Word文档处理技能认定（2级以上）等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ECC国际外语 ,针对每个人的英语水平制定的独自的英语强化计划 ,培养了全方面的人才 ,可以负责海外旅行 ,国内旅行 ,到

日本的外国人旅行 (称为入境旅游 )的所有业务。

旅游课程 酒店·观光学科/2年制/专门士名称

●全程陪导游服务 ●入境游实务 ●旅行团规划 ●海外地理·旅游资源

●旅游业法律·条款 ●日本国内交通费和其他开销等

●综合旅程管理主任者 ●国内旅行业务处理管理者 ●综合旅行业务处理管理者（国家资格）

●旅游地理考试（中级以上） ●国内旅程管理主任者 ●TOEIC（600分以上）等

旅行社职员 / 入境旅游的导游 / 前台销售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实行小班制 ,在学习高水平服务技能的同时 ,全面指导与近期招聘考试的趋势相匹配的文档写作方法 ,笔试 ,面试技巧等。

为了提高客房部学生的英语能力 ,我们采用独自的英语教学计划以及通过角色演绎来提高接待顾客时的实际应变能力。安

排一年级学生在暑假期间在日本实习 ,为将来在酒店行业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酒店课程 酒店·观光学科/2年制/获得专门士称号

●前台服务 ●酒店管理 ●Food&Beverage ●Hotel English ●餐厅服务等

●实用英语技能检定（2级以上） ●TOEIC（600分以上） ●餐馆服务技能检定(国家资格)

●服务看护人检定●服务接待检定等

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留学生的在日就业实绩（一部分）※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

工  种行  业录用的企业名称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韩国

韩国

越南

越南

越南

㈱ジャッツ関西

郵船ロジスティクス㈱

Joyful喜一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空港専門大店

サラヤ㈱

サラヤ㈱

㈱グリーンオーナメント

清川㈱

エフシースタンダードロジックス㈱

㈱ウエ・ルコ

旅游

国际物流

贸易公司/制造商

零售（免税店）

贸易公司/制造商

贸易公司/制造商

贸易公司/制造商

贸易公司/制造商

国际物流

贸易公司/制造商

翻译导游

综合职业

综合职业

销售

海外事业部职员

海外事业部职员

综合职业

综合职业

综合职业

营销

日本国内以及海外酒店的住宿部（前台人员·行李员、上门服务·礼宾员 等）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会作相应调整



酒店 / 贸易·商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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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强有力的就业支援

出色的在日就业实绩

国
际
酒
店
专
业

ホテルモントレ（株）

TOK YU HANさん
综合职

在参加集体面试时 ,即使坐在你旁边的是日本学生 ,也不必紧

张。只要热情在,一定会有向你敞开的大道。

马来西亚

（株）ホテル日航大阪

NGUYEN TRAN THUY TIENさん
综合职

过去 ,我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感受 ,自从参加了学校的各种活

动 ,意识到自己的英语和日语水平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不少。

日航酒店位于我的家乡胡志明市 ,我很高兴能获得这次工作

机会 ,因为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参加工作后 ,我会积极地挑

战各项业务。

越南

工  种录用的企业名称国  籍

马来西亚

越南

斯里兰卡

越南

越南

美国

中国

姓  名

Tok Yu Hanさん

Nguyen Cam Quyenさん

Rev Kanthale Seewalee Theroさん

Dinh Thi My Kimさん

Nguyen Tran Thuy Tienさん

Bharksuwana Audy Chupongsさん

Li Xiangさん

ホテルモントレ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Rino Hotelマネジメント

株式会社Rino Hotelマネジメント

株式会社Rino Hotelマネジメント

株式会社ホテル日航大阪

株式会社阪急阪神ホテルズ

京都インギオン

综合职

综合职

酒店职员

酒店职员

综合职

酒店职员

综合职

国
际
商
务
专
业

（株）ユタックス

INTATED PEERADAさん
综合职

获得了工作机会 ,又获得了周围的认可 ,我对学习日语比以前

更加自信了。我想以后我要加倍积极地讲日语。

泰国

（株）新城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陳　柏霖さん
贸易文员

对于求职而言 ,重要的是自我分析的透彻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坚信这两点 ,总能找到一家认可自己的公司。设立适合你自

己的求职轴心 ,从此不断努力 ,不要给一生一次的应届毕业生

求职活动留下遗憾。

台湾

工  种录用的企业名称国  籍

越南

瑞士

泰国

意大利

越南

台湾

台湾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意大利

越南

姓  名

Nguyen Thi Leさん

Garvin Karen Lizzieさん

Intated Peeradaさん

Villari Danieleさん

Do Thi Hong Nhungさん

陳　柏霖さん

李   拍毅さん

Tang Dinh Taiさん

Tran Thuy Bao Ngocさん

Nguyen Thi Thu Thuyさん

Tan A Laiさん

Tran Phuong Tramさん

Tran Thi Hoai Phuongさん

Le Nguyen Tram Anhさん

Dang Thi Yenさん

Ancora Samuelさん

Nguyen Hoai Namさん

株式会社コノミヤ

株式会社フクナガエンジニアリング

株式会社ユタックス

株式会社リークラボ・ジャパン

株式会社ワン・ダイニング

株式会社新城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株式会社大阪真空機器製作所

株式会社竹延

株式会社豊明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大黒天物産株式会社

辰野株式会社

白ハト食品工業株式会社

综合职

市场营销职员

营销职

外贸销售职员

综合职

贸易文员

综合职

综合职

贸易文员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综合职

签证率

100％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

就业指导科与行政书记员办公室紧

密合作,处理好学生们在日本获得工

作签证的各项事宜。无论您是高中

毕业生,大专毕业生还是大学毕业生,

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获得工作签证。
日本文化体验计划

住宿体验

实习（酒店）实习（酒店）

实习（商贸）实习（商贸）

留学生就业指导留学生就业指导

模拟面试模拟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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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国际酒店专攻

从入学到毕业的流程

学习酒店业必备的专业能力并磨练我们的“热情好客”精神,使我们的客户满意!
为了在2030年吸引6000万外国游客到日本,日本的旅游业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我们将培训能够以多种语言+优质招待方式,为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人力资源。

目标工种

国际酒店专攻的特色

掌握“跨国文化理解力”,“实践性日语能力”和“国际商务知识”,培养在日本社会和公司中主动担当的能力!

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学习在日本公司工作所需的高水准日语能力和商务技能。通过贸易,国际经贸业务,成为两国的桥梁,发挥只有你才有的创
新和观念,在日本创造你的最大价值。我们的目标是培养能在日本以及国际企业环境中长期立足的人才。

国际商务专攻 目标工种 经贸单位,贸易公司,厂家的海外事业部等

从入学到毕业的流程

酒店（前台，门铃，礼宾服务，留宿预订等）

专业能力

综合能力

国际竞争力

大型活动
课外活动

其他

第一年

前　期 后　期 前　期 后　期

第二年

商务礼仪的基础和应用 地区贡献以及服务学习

旅游服务日语

住宿 销售和市场营销

餐饮基础

日本文化研究 入境旅游攻略

实习

参观酒店

近江日野町寄宿培训 福岛监测旅游培训

地球祭

与合作酒店共同策划大型活动

旅游博览会（关西国际机场） 住宿安排的策划和发表会

酒店英语 酒店经营·管理分析

前台服务

就业攻略

商务日语，词汇文字，计算机操作，演讲

英语水平测试和TOEIC攻略

专业能力

综合能力

国际竞争力

大型活动
课外活动

其他

第一年

前　期 后　期 前　期 后　期

第二年

国际经贸初级

最新商贸情况

近江日野町寄宿培训

实习

商务策划发表

学问研究活动

经营概论

簿记/贸易业务基础

商务礼仪 日本文化研究

地球祭

销售和营销的基础知识

簿记/贸易业务应用

数据分析基础

财务报表分析

销售和营销的应用

簿记/贸易业务发展

数据分析应用

国际物流

就业攻略

商务日语，词汇文字，计算机操作，演讲

英语水平检测和TOEIC攻略

商务礼仪

1.掌握接待国内外游客的“客户服务日语能力”和“英语实用能力”

2.1年级学生可通过酒店实习来获得实践经验

3.通过学习实践性强的专业科目和客服礼仪，成为真正的国际化酒店工作人员

国际商务专攻的特色
掌握立竿见影的专业知识

学习贸易公司和制造商的进出口操作必备的知识,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贸易实务·簿记

销售＆营销·数据分析

国际经贸·经营概论

培养增加企业利润的分析能力以及立案能力。

在熟悉业务的基础上,学习必备的专业术语以及如何增加公司利润的整个过程。

具体例

具体例

具体例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会作相应调整



丰富的企业间合作

每年与250多家公司合作（游戏业界） 每年与180多家企业合作（IT业界）

留学生的在日就业实绩（一部分)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

G
A
M
E

IT・
W
EB

游戏 / 3DCG / IT / 系统工程 / 网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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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为学生无偿提供笔记本电脑 (在学期间借给学生使用 ,

毕业后归学生所有 ),这样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使用

时间和地点 ,进行作品制作等。

跨越整年度 ,都有很多机会得到专家的指导。我们也邀
请招聘负责人来校 ,详细介绍公司概况 ,工作内容 ,所需
的人力资源 ,行业趋势等。 从而建立一个有利于实现目标
行业就业的环境。

(株)セガインタラクティブ

陈　跃宗さん

游戏程序员

我想拥有自己的团队并成为领队 ,制作爆
红游戏。老师给我指引了实现目标的路 ,
走就要靠自己的双脚了。

中国

(株)カプコン

呉　宗宣さん

游戏设计(3D)

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不逃避继续钻研下
去的话，一定会找到答案。

韩国

(株)ECC
公司内部系统开发人员

当遇到困难时 ,与其“使自己适应环境”,不如寻
找一种“让环境慢慢地向自己的目标靠拢 ,以达
到最终跨越困难”的方法。日本是一个机会很
多的国家 ,能否抓住它就靠你自己了。加油 !

意大利

(株)メンバーズ

刘　妍妍さん

网络程序员

在分配的职场中认真学习,掌握技术,以便
将来回到关西后在工作中可以指导他
人。如有海外发展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在
程序开发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

和多家企业合作 ,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 ,帮助学生找到适

合自己的企业。并诚请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和毕业生来

校开招聘会 ,学生们可直接咨询企业的概要和人力资源

的需求。

※2020年

3月毕业生实绩

本校每年都报名参加日本最大级 [日本游戏大赏 ]业余

部门的竞赛。

〈过去的获奖奖项〉

2014年 日本游戏大赏业余部门 优秀奖获双奖

2015年 日本游戏大赏业余部门 获佳作奖

2016年 日本游戏大赏业余部门 获佳作奖                                  

2017年 日本游戏大赏业余部门 获大奖

            获个人奖

            佳作奖获双奖

2018年 获佳作奖

2019年 获佳作奖

本校的系统工程师,程序员的基本情报技术员检定(国家

级考试)合格者,在整个大阪府成绩一流(秋季合格者数)。                                    

为入学者全员无偿提供
高性能笔记本电脑!

留学生在日本的
就业率是100%

小班制能力分班英文会话空间

日本游戏大赛业余部门
连续6年获奖!!

基本情报技术员检定
（国家级考试）的合格者数，
在整个大阪府成绩一流。

本校设置了英文会话学习空间 ,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可以

利用午休时间自由地谈论游戏话题。如果遇上不懂的

英语 ,外国籍老师会耐心地给与指导。

为了进入电子游戏业界和 IT业界 ,ECC COMPUTER专门

学校设定了以程序编成技术课程为核心的课程。C语言 ,

C++语言 ,JAVA语言 ,VisualBasic语言等核心科目 ,实行最

多15~20名的小班教学 ,并且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来进

行分班教学。这可以缩短老师与学生的距离也可以让

同等实力的学生

一起学习 ,让每

个学生更好的理

解所学知识。

〈2018年度实绩〉

６7名
※日本学生和留学生的

　合计数字

合格
人数

课程名称 录用的企业名称 工种国籍

韩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台湾

台湾

印度尼西亚

中国

游戏程序开发课程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CG设计课程

CG设计课程

CG设计课程

CG设计课程

(株)GOOFEES

(株)ピグミースタジオ

(株)ダイナモピクチャーズ

(株)サクセス

(株)ヘキサドライブ

(有)アプライズ

(株)D4A

游戏程序员

游戏设计员(3D)

动作捕捉员

游戏设计员(2D)

游戏设计员(3D)

游戏设计员(3D)

游戏设计员(3D)

课程名称 录用的企业名称 工种国籍

越南

越南

越南

台湾

中国

韩国

塔吉克斯坦

IT开发研究课程

IT开发专家课程

IT商务支持课程

系统工程师课程

系统工程师课程

系统工程师课程

系统工程师课程

ネクストウェア(株)

フルタニ産業(株)

(株)マスイ

(株)FLYING BIRD

(株)ソフトウェア・サービス

デジタル・イン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株)

フィラーシステムズ(株)

程序员/系统工程师

程序员/系统工程师

技术员(CAD)

系统工程师

程序员/系统工程师

程序员/系统工程师

程序员/系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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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深入学习系统工程师的基本技能，例如编程语言，系统开发和数据库开发等。速学速成，短时间内掌握技能。

国际工程师专攻
系统工程师专攻

多媒体学科/2年制/专门士称号

多媒体学科/2年制/专门士称号

●C语言 ●JAVA ●WEB制作 ●SQL ●日语表达中级·商务日语中级 ●就业攻略·商务礼仪

系统工程师 / 系统程序员 / CAD技术员 / 硬件系统工程师

系统工程师课程

以留学生为对象

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素描 ●背景透视 ●角色设计 ●游戏制作项目演习 ●2D作品制作演习  主  修  科  目

学习从基本设计到网络制作的全过程，以及掌握网络设计来解决客户问题的技能

Web设计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3年制/专门士称号

●HTML ●Web设计 ●创艺制作 ●Illustrator ●Photoshop ●色彩构成 ●设计组制作

网页设计师 / 网页监督 / 标记工程师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学习游戏程序开发所需的所有技术。通过开发者的特别指导和自身实习来提高制作作品的能力 ,通过团队合作来培养个人

综合能力的发展。

游戏程序专攻 高级情报处理研究学科/4年制/高度专门士称号

游戏程序开发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3年制/专门士称号

●C语言 ●游戏情报处理 ●3D游戏编程 ●游戏制作 ●CG概论

游戏制作人 / 游戏指导者 / 游戏系统程序员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该课程，不仅可以深入学习开发技术，例如系统和数据库的开发，同时掌握网络技术以及基础构建和设计。同时在提高沟

通技巧，取得国家资格证书方面也给与大力指导。

IT开发专家课程 高度情报处理研究学科/４年制/高度专门士称号

IT开发研究课程 多媒体研究学科/3年制/专门士称号

●硬件概论 ●软件概论 ●Java ●Web ●SQL ●IT系统开发 ●Cisco网络

项目总管 / 软件开发师 / 系统工程师 / 网络工程师 / 网络程序员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掌握游戏制作领域所需的CG技能，例如2DCG角色模型创建和动作添加等。

游戏CG专攻 高级情报处理研究学科/4年制/高度专门士称号

●３DCG角色动画演习 ●３DCG模型演习 ●游戏2D艺术基础演习 ●游戏3D艺术基础演习

游戏角色模型设计师 / 游戏动作设计师 / 游戏模型设计师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CG设计课程

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从美术的观点出发来制作设计各种流派的游戏，背景还有武器，并掌握以2D方式表达初创世界观的技巧。

有意识地运用对游戏及图像的理解，追求图片的质量，从而掌握3DCG电影和静止画作品的制作技能。

游戏角色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3年制/专门士称号

3DCG专攻 多媒体研究学科/3年制/专门士称号

●素描技法 ●角色设计 ●2D插画制作演习 ●游戏背景艺术演习

游戏角色·背景模型师 / 游戏动作设计师 / 特效设计师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会作相应调整

DORONZO DAVIDE FRANCESCOさん



获得世界第1名&5次全国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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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在IMATS in L.A 2017 学生技术大赛美容项目,以及2019特殊化妆项目中荣获世
界第一。5次获得全日本发型化妆锦标赛冠军。以此证明全日本顶尖的实力。

学园内的美容沙龙、美甲沙龙、特殊化妆专用工作室、摄影工作室等使用的设备,与
专业现场使用的设备同一水准。学园内的美甲沙龙「LAPUA」与美容沙龙的

「Malie」,也对一般的客户开放 ,以此训练学生的技术和业务接待能力。沙龙内的环
境清洁舒适。

（注）请事先留意：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签证的缘故，不允许从事该领域的工作。

最尖端的硬件设备

美甲沙龙和美容沙龙 ,婚礼会场等 ,在各式各样的现场进
行实习 ,并在 TV和 CM,舞台等实际的摄影现场担任发型师
助理。不仅是技术 ,更能掌握礼仪和沟通力 ,行动力等能
力。

实习·培训制度

除了一部分的实践技能课程之外 ,所有课程都是 1个班级不
超过24人的小班制。配合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让每个学生
都能够充分理解课程内容。为学生提供便于提问 ,并且学习
内容丰富的实习指导。

小班制教学
根据英语能力进行分班,英语初学者也可放心。通过轻松愉快的实践课程,习得商务
英语会话。

英语会话课

美容 / 美甲 / 婚礼企划 / 化妆 / 特殊化妆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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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1个班级不超过30人的小班制,共招生不多于60人,确保每位学员都能掌握技能。在本课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获得“ City&Guilds 

Accredited Program SKILL1”,这是全球标准的美容资格。此外,掌握从更高层次上了解有关化妆的更多信息,从而扩大你的就业

范围。

美容科(美发) 2年制/获专门士称号

●美容实习（剪发、洗发、染发） ●美发实习 ●关联法规制度 ●卫生管理 ●美容技术理论

●美容经营管理 ●沙龙实习

●美容师国家资格 ●City & Guilds Accreditation SKILL1 等

美容美发师等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大多数的美甲学校授课时间为300个小时,而ECC艺术美甲的授课时间为1200小时以上。

通过2年丰富的专业课程学习,掌握一般美甲到高度艺术美甲的全部技巧。在学校的美甲沙龙,学以致用,不仅可以磨练美甲技

能又能学习如何接待顾客的礼仪技巧。

指甲彩绘课程 美容造型艺术学科/2年制/限女生/获专门士称号

●艺术美甲●水晶甲●光疗甲●沟通技巧●化妆 等

●JNEC指甲彩绘技能检定(1级) ●JNA凝胶美甲技能检定(上级) ●美甲沙龙卫生管理士

●服务接待检定(准1级) ●A·F·T色彩检定 等

指甲彩绘师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通过学习适合不同顾客的多种多样的化妆技术 ,皮肤 /化妆品的基本知识 ,客户服务技能 ,销售技术和颜色搭配技术等 ,成为可

全方位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美容顾问。

美容顾问课程 美容造型艺术学科/2年制/限女生/获专门士称号

●基础化妆 ●美容保养 ●色彩调配 ●皮肤/化妆品知识

●JBMA彩妆技术检定 Basic Professional课程 ●服务接待检定(准1级·2级)

●日本美容协会认定的面部美容师资格 ●A·F·T色彩检定 等

美容顾问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美容造型艺术学科/3年制/获专门士称号

着眼于特殊化妆/造型技术设计,包括有利于海外事业的英文,从基础开始扎扎实实地学习。

特殊化妆·造型艺术课程
●特效化妆●特殊摄影设计●发型与化妆

●A·F·T色彩检定(2级)等

特殊化妆师 / 主题乐园技术人员 / 食品样品制作人员 / 

模型造型人员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学生将学习各种领域的实用技能和礼仪,例如新娘妆,服装试穿,策划和演出等。

此外,安排学生在招待所等迎宾场所实习,来磨练学员的现场应对能力。

婚礼企划课程 美容造型艺术学科/2年制/限女生/获专门士称号

●新娘发型和化妆 ●婚纱试装 ●婚礼策划技巧 ●婚礼策划人培训

●婚礼·搭配顾问技能检定(国家资格) ●国际礼仪检定(3级) ●服务接待检定(准1级) 

●A·F·T色彩检定

婚礼策划师 / 新娘服装顾问 / 新娘造型师 / 宴会服务目标工种

  主  修  科  目

 目  标  资  格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会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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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报考留学生 招生简章
关于学习专业知识･技术的课程

2021年4月入学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学 科 课 程 期 间 名 额

国际商务学科

国际商务课程

·国际贸易专攻

·国际商务专攻（以留学生为对象）

·国际酒店专攻（以留学生为对象）

酒店课程

旅游课程

综合英语课程

·综合英语专攻

80名2年

酒店·观光学科

综合英语学科

※留学生不可申请双修短期大学、大学课程。国际交流课程亦无法申请。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高级情报处理研究学科

游戏开发专家课程

·游戏ＣＧ专攻

·游戏程序专攻

80名

4年

3年

2年

多媒体研究学科

多媒体学科

游戏程序开发课程

IT开发研究课程

IT开发专家课程

CG设计课程

·3DCG专攻

·游戏角色专攻

系统工程师课程

·系统工程师专攻

·国际工程师专攻（以留学生为对象）

WEB设计课程

学 科 课 程 期 间 名 额

学 科 课 程 期 间 名 额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毕业后，因日本法律规定不被允许在日本就业。

※授课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毎堂课为90分钟，毎周15堂课。(各科课程的时间安排略有差异)

※依据课程的不同，入学之后除了本科科目外有可能另外安排日文课程。详细内容请咨询本校。

20名

美容科

美容造型艺术学科

综合彩妆艺术学科

美容顾问课程（只限女生）

指甲彩绘课程（只限女生）

婚礼企划课程（只限女生）

特殊化妆·造型艺术课程

2年

3年

 入学条件
符合以下（1）到（6）各项条件者，可申请入学

（1）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接受过 12 年学校教育（包括预计毕业者），并且原则上年龄在 18 岁以上者。

（2）日本语能力试验Ｎ2 以上或日本留学试验日本语科目 200 分以上者。

　　 或曾经在法务大臣公告的日本语教育机构就读 6 个月以上、出席率 90% 以上者。

　　 ※因健康因素、天灾等不得已的理由，造成出席率未达 90% 以上的情况，请向学校咨询。

 　　   ( 但是，出席率必需要达到 85% 以上 )

       ※依据课程内容要求，需具备Ｎ1 程度的日本语能力。

（3）能按时支付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为止的学费，生活费等各项经费者。

（4）有坚持出席每一堂课的积极学习态度，并且对于将来的升学或就业抱有明确的目标者。

（5）能遵守日本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者。

（6）出席过志愿学校举办的现场招生会，或是参加过志愿学校实行的网上（比如 Skype 等）个别说明会者。

 申请期限
招生对象 申请期限

※海外招生依照国家地域不同，至2021年1月底均可受理。详情请直接咨询。

海外招生 2020 年 9 月 1 日 ( 周二 ) ~ 2021 年 2 月 12 日 ( 周五 )

 报名费
20,000日元

 考试方法
●书面资料审査
●面试（包含日语口头问答试验）

●日语笔记试验   ※符合以下基准者，一部分课程可免除笔记试验。

　日语笔记试验免除基准（日本语能力试验N1）

●英语笔记试验（※仅限报考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的考生）

将会在您报名之后校方另行通知。

※对于书面资料审查不合格者，校方会给与通知。

书面资料概不退还，敬请留意。
考试日期

考试科目

 报名方法
有意报考本校专门学校的考生，首先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学校法人山口学园ECC留学生中心

电话: +81-6-6372-1510 電邮箱:is-office@ecc.ac.jp 

接待时间：平日(周一～周五)10：00 ～ 18：00 ※周末，节假日以及本校休校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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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取得留学签证的合格者享有模范生学费优惠。

※以英语为母语的考生，上述英语系证书资格不能成为学费减免等级对象。

※参加入学考试时，尚未取得上述的资格或成绩，但考试结束后取得者，也可变更学费减免等级。

　上述考生在2021年2月26日（周五）之前提交合格证明方可生效。

※请务必联系ECC留学生中心。

※入学本校后才取得上述日语系、英语系证书资格或成绩者，不可变更学费减免等级。

※入学学生全员发配笔记本电脑。(计算机规格依照学科不同有所差异。在学期间为借用，于毕业时赠与)

学费一次全额支付优惠　日后返还3万日元

A B C 日本人学费

A B C 日本人学费

模范生学费减免等级

模范生学费减免等级

A B C 日本人学费

模范生学费减免等级

左栏以外

日本语能力试验N2

日本留学试験200分

TOEIC 750分

日本语能力试验N1

日本留学试验250分

TOEIC 900分

左栏以外

日本语能力试验N2

日本留学试験200分

TOEIC 750分

日本语能力试验N1

日本留学试验250分

TOEIC 900分

条件

(只须符合其中任何一项)

第一年

第二年

入 学 金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720,000日元

190,000日元

530,000日元

770,000日元

190,000日元

530,000日元

50,000日元

810,000日元

190,000日元

620,000日元

860,000日元

190,000日元

620,000日元

50,000日元

900,000日元

190,000日元

710,000日元

950,000日元

190,000日元

710,000日元

50,000日元

1,150,000日元

190,000日元

960,000日元

1,230,000日元

190,000日元

960,000日元

80,000日元

－

条件

(只须符合其中任何一项) －

左栏以外

日本语能力试验N2

日本留学试験200分

TOEIC 750分

日本语能力试验N1

日本留学试验250分

TOEIC 900分

条件

(只须符合其中任何一项)
－

第一年

第二年

入 学 金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790,000日元

240,000日元

550,000日元

840,000日元

240,000日元

550,000日元

50,000日元

890,000日元

240,000日元

650,000日元

940,000日元

240,000日元

650,000日元

50,000日元

990,000日元

240,000日元

750,000日元

1,040,000日元

240,000日元

750,000日元

50,000日元

1,200,000日元

240,000日元

960,000日元

1,380,000日元

240,000日元

960,000日元

180,000日元

第一年

第二年

入 学 金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学 费

设 备 费

合 计 740,000日元

220,000日元

520,000日元

790,000日元

220,000日元

520,000日元

50,000日元

830,000日元

220,000日元

610,000日元

880,000日元

220,000日元

610,000日元

50,000日元

920,000日元

220,000日元

700,000日元

970,000日元

220,000日元

700,000日元

50,000日元

1,140,000日元

220,000日元

920,000日元

1,220,000日元

220,000日元

920,000日元

80,000日元

ECC 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分期付款（需审査经费支付能力）

 一次全额支付（原则上）
缴纳期限：学校从入国管理局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从学费请款单发行日起约2周之内。

　　　　  （根据入学时间不同，学费缴纳的截止日期也有提前的可能）

原则上采取学费一次付清的方式。因故需要分期付款时，需进行经费支付方面的审查。

学费一次全额支付优惠 日后返还3万日元

学费缴纳事项

 其他费用
根据申请入学的学校及课程而各有差异。

※教材费 ·各项经费       金额以及支付方法的详细说明,将在3月左右通知学生本人。

※国民健康保险             在日本留学需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保险费用需依照实际由本人承担。

※根据课程的不同，其中包含了除教材费以外的器材费、检定考试费、研修费等

※除以上记载之外，三校于毕业年度需负担毕业经费（相簿、舞会费用）。

＜参考数据＞

○教材费、各项经费（过去实际费用）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教材费、各项经费等（一年间） 约210,000日元~500,000日元

教材费、各项经费等（一年间）

教材费、各项经费等（一年间）

约110,000日元~320,000日元

约50,000日元~110,000日元

 关于学费缴纳日期

※如未在上述期限完成缴纳者，有取消入学资格的可能性。

第一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学校从入国管理局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学费请款单发行日起2周之内。

※第1次所缴纳的金额包含入学金、设备费

入学后7月指定缴纳期限。

3月指定缴纳期限

7月指定缴纳期限
第二年以后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剩余未支付学费

剩余未支付学费

剩余未支付学费

剩余未支付学费

剩余未支付学费

剩余未支付学费

450,000日元(包含50,000日元入学金)

400,000日元

550,000日元( (包含50,000日元入学金)

500,000日元

450,000日元( (包含50,000日元入学金)

400,000日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以后

第一年

第二年以后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学　校
支付学费

第一次缴纳金额 第二次缴纳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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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退还制度

·报名费、入学金、各项经费、教材费无论理由一概不退还。
·学费、设备费如符合以下条件，将予以退还。
   2021年3月31日（周三）17：00前提出放弃入学者。

 书面申请资料
①入学愿书
　所有项目一概由申请者本人在电脑上用日语填写（“签字”处需亲自签名）
　请具体详细地记述学习理由。

②最终毕业学校的毕业(预定)证明书（原件）或者毕业证书(原件)

③照片4张
　(4cm x 3cm ,3个月以内拍摄的半身脱帽照)

④护照复印件
　(附照片的页面以及记载日本国出入境记录的全部页面)

⑤日语能力证明资料（原件）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如有下列证明日本语能力以外的资料，请先行洽询确认）
　　·日本语能力试验认定书以及成绩单(Ｎ2以上)
　　·日本留学试验成绩单(日本语科目成绩在200分以上)

⑥户口簿复印件
　或者能够代替戸口簿的证明书正本。（包括在一起生活的所有家庭成员）

⑦誓约书
　入学申请者，经济担保人分别亲自签名并盖章。

 从申请报考开始到入学为止的流程
来本校听现场说明会（也可通过网络听取说明）。①入学申请者

提交申请资料，支付报名费。②入学申请者

参加选拔考试。③入学申请者

对于书面资料审查以及选拔考试合格的考生，

发行「录取通知书」，将所需的资料提交日本法务省。

④山口学园

审查在留资格 ·发行「在留资格认定书」。⑤法务省

经费支付人按本校指定的方法缴纳入学金、学费以及各项经费等。

校方在确认缴纳金额到账后，邮寄「在留资格认定书」。

⑥入学申请者

申请者持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发的「在留资格认定书」去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签证。

取得签证之后，着手出国留学前的准备事宜。

※申请护照和办理签证时，详情请直接向各受理机关咨询。

⑦入学申请者

⑧发行签证

耽误了入学日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取消入学资格。⑨赴日·来校

＜下列⑧到⑩仅需符合情况者提交＞

经济担保人请提交下列资料

⑧在学证明书

⑨在职证明书
　上面需记载职务内容，如有复职计划，也请填写。

⑩证明英语能力的文件。
　(TOEIC 750分以上、IELTS 6.0以上、TOEFL IBT 80分以上)

 经由汇款支付学费的情况
①经济担保书
　必须由经济担保人亲自填写。（可计算机输入，但请亲自签名）
　　(1)在您所选定的学费支付方式上划上“□”。
　　(2)关于生活费的支付方式，请写明最初入国时所带金额、之后的汇款金额，次数(如：几个月汇1次，每次汇款金额等)。

②存款证明

③在职证明书
　个体经营者或者公司经营者请提交营业执照。

④纳税证明书
　需记载所得收入。

⑤能证明同申请人关系的资料

①经济担保书

　必须使用法律上有效的印鉴 、必须由经济担保人亲自填写。

②身份保证书

　必须使用法律上有效的印鉴 、必须由经济担保人亲自填写。

③住民税的纳税证明书

　必须注明所得金额。

④存款证明

⑤职业证明

　公司职员：　在职证明书

　公司经营者：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簿誊本)　　　　

　个体经营者：营业许可书(复印件)

⑥住民票居民证(住民票)

　必须记有整个家族的数据。

　外国人的场合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⑦证明与申请者之间关系的文件

　(1)亲属的场合,提交本国的户籍证·住民登录证（原则上三亲以内）。

　(2)公司关系的场合

 　　1、对方公司的事业内容说明书或者营业执照

 　　2、生意上的付款信用证复印件或者海外汇款证明书

 　　　(注明收款方并盖有银行印的资料)

 　　3、生意上的船运提货单(空运提货单)的复印件

 　　4、由外国政府发行的法人登记证

 　　5、注明出资比例的文件(下列文件之一)

日本方面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外币证券登记书。　　

海外方面　　由政府发行的注明投资额的证明书。

✓

本人以外的日本居住者负担的情况



18 19

 ECC留学生特别奖学金制度(在学期间)

关于提交资料的注意事项

在留资格为「留学」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经济困难，成绩优异者可认定为奖学金生。

申请资格

①经济上有困难，希望学费减免的学生

②出席率佳并且成绩优秀的学生

③可以配合学校做毕业方向调查的学生

※须符合上述①到③项条件

※山口学园中进行数名选拔

※将进行书面资料审查(成绩，出席率，资格证书取得状况，校内比赛的入围状况，经济状况)

奖励金

每个月10,000日元

 由政府机关设立的奖学金制度
政府机构开始募集奖学金生后 ，本校将会在校内选拔出能享受此项奖学金制度的学生。

（过去发放例）

·颁发机构 ：（独）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支付期间 ：１年（４月～隔年３月）

·支付金额 ：毎月 48,000日元

①申请人名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证明
　证明本人资产的资料。

②在职证明书

③纳税证明书
　必须注明所得金额。

④经济担保书

申请人本人负担的场合

①明确注明奖学金支付金额及支付机关的由支付机关交付的证明书

＜奖学金的支付机关为民间的企业·团体的场合＞

②过去支付过的对象为留学生的列表

　如果没有②的情况，须提交该企业·团体的概况说明资料及奖学金支付规则类的资料。

③说明该学生为何接受奖学金的资料。

<a>以外语作成的资料，请翻译成日语后再提出。

<b>提交的文件必须为2020年7月1日后作成。

<c>证明书类尽量使用有发行机关的名称以及所在地等印刷的用纸。

<d>若有在日本居住的身份保证人的情况，请递交身元保证书。

<e>上述文件为最低限度的必要资料。除此之外，您可能还需要提交必备资料以顺利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f>请事先复印填写前和填写完毕后的报考资料以便日后修改。

<g>依据申请者国籍与国情状况，可能需要上述所记之外的书面资料，详情请联系咨询。

<h>如有无法提交的资料,请与我们联系。

以奖学金支付学费的场合

奖学金事项



300 217点以上 名

得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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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与教师一味单方面的讲课不同,与你的学友一起思考,大胆发言反复练习,学

过一次,永不忘记。

我校是一所具有国际实力的专门学校,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名留学

生和2800名日本学生。整个年度都有日本学生和留学生联合举办的联

谊活动。

用实践性的学习方法来学习日语

班主任制度

22所大学指定
推荐入学

不只要懂，还要会运用 班主任把握每位学生将来的升学或就业状况,手把

手地指导。

我们邀请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和立

命馆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到本校召开招生

大会。

丰富多彩的异文化交流

升学实绩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

戴  嘉さん
医学研究科

当我第一次来到ECC时,我根本不会说

日语。现在我会说简单的日语了。

台湾

学生可根据各自不同的
需求选择不同的课程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

日本语能力试验攻略（N1）

这是为想上大学的学生准备的课
程。学生将掌握学术词汇,文章阅
读理解力和听力理解技能,在留学
生考试的日语测验中拿高分。

根据你的实际日语能力水平选择相应
的等级考试。日本语能力试验是报考
专门学校或求职时必不可少的。听力,
阅读理解,文字词汇等全方面的进行指
导。

日本留学试验（EJU）攻略

※以上是ECC外国语专门学校 以留学生为对象的课程的合计实绩(总数)。

189
2017年～2019年实绩

日本语能力试验
合格者人数

名
2017年～2019年实绩

日本留学试验
日语科目合格得分

正规生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

黄  希君さん
生命科学研究科

学校的老师们都很亲切,其中高级班

的挂村老师最风趣了。

中国

正规生 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

廖  婉伶さん
国际社会研究科

保持自信,最好多填几份志愿书。

台湾

正规生

关西学院大学

林  叡珍さん
综合政策学部

在ECC上课时,努力尝试积极地表达自

己的观点,以此提高了日语水平。

韩国

龙谷大学

謝  雲龍さん
政策学部

进入大学后,要加倍努力学习,增长见

识,扩大与他人交流的圈子

中国

龙谷大学

谢  天源さん
国际学部

进入龙谷大学后,想广交日本朋友,一

起周游日本。好期待啊。

中国

京都精华大学

葉  育誠さん
设计学部

我很期待入学后的大学课程以及广交

日本朋友。将来,我想充分运用在大学

期间学到的知识,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

台湾

追手门学院大学

柳  又群さん
经济学部

我想把我在大学中学到的股票知识传

播给我周围的人,从而为社会做出贡

献。

台湾

京都精华大学

罗  晓倩さん
艺术学部

当我选择自己今后的出路时,曾多次

与ECC老师交谈,并一起克服了困难。

这次考试合格,也多亏了老师。

中国

21

课程介绍

特 

色

日语综合课程 适合于学霸全日制

该课程不采用死背单词,词汇和句子的传统日语教育,而是以各种模拟现实场景的会话练习为中心,不断积累「我能够」(主动)的能力,以此来掌握语
法,句子和词汇的实践性教学方法。从初级到中级,以学习必修教程来奠定日语基础,上级班可根据未来规划选择选修科目。

上午班   9:00~13:10 
下午班  13:40~17:50

适合想愉快地学习的人

也能体验多样的日本文化及理解日本的习惯。透过日语与日本人建立良好关系

透过日语和日本社会接轨

着重于让学生开口「说」日文是本课程的最大特色。

与日本学生的交流中，自然而然的学会说日语。

透过日语认识日本

最能感受语言学习乐趣及喜悦的日语短期课程招生啦！

特 
色

夜间日语课程夜间制

透过日语认识日本。透过日语和日本社会接轨。透过日语与日本人建立良好关系。日语夜间课程是能感
受语言学习乐趣及喜悦的日语短期课程。全体教师将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学生们在面对任何场合时都能

「有自信的」使用日语沟通。

4月·10月

1月·4月·
6月·10月

长期

短期

1年·1.5年·2年

3个月教程（学习45天）
或6个月教程（学习90天）

●学习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技能。

●从上级班可根据未来规划选择选修科目。

●今后方向指导（升学指导和就业指导）

●未满1年的短期课程，实行与长期课程（日语综合课程）

   相同的课程。

●这不是获得留学签证的课程，手续简单

●希望继续深造的学员，可以申请长期课程继续学习。

入学期 期   间 特   征

从基础开始学习日语。在6个月内，学
习基本的日语语法，平假名/片假名和
基础汉字（约400个单词）

目标是在日本留学试验的综合科目中拿高分。
根据你的日语水平分班。

此班培养大学入学考试的应试能力。班级按英语水平来分班。
也有托福攻略。

针对日本留学试验的数学课程1/课程2 日本留学试验必考的物理，生物，还有化学中，可任选2个科目授课

使用各种题材的影像和各种形式的阅读材料（例如小说，报纸和杂志）来学
习日本人实际使用的日语。同时，可以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的价值观。

掌握成为研究生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从“什么是日本的研究生院 ?”到研究生
院的选择方法,研究主题的琢磨,如何编写研究计划书以及如何准备面试等。

这是为想上大学的学生准备的课程。学生将掌握学术词汇，文章阅读理解力
和听力理解技能，在留学生考试的日语测验中拿高分。

根据你的实际应考的日语能力水平选择相应的课程。日语能力等级考试是
报考专门学校或求职时必不可少的。对听力，阅读理解，句子词汇等全方面
地进行指导。

这是针对有日语基础的学生开设的
提高表达能力的课程。提高阅读，写
作，听力和口语能力。

学到中级水平的学生把学到的表达方
式运用到课堂活动中来。并且学习适
合于各种场景的应用表达方式。

运用日语4项技能，把自我个体和与自
己息息相关的社会区域整体，紧密地
联系起来。

运用日语4项技能，对于在日常生活
中发生的点滴信息能自由地吸收和
传递。

运用日语 4项技能，能够解释和表达
社会性的和抽象性的事物本质。掌握
报考大学时必备的大学学术日语。

以新闻，小说和杂志等为教材来学习
不同领域的日语，以此来了解日本和
日本人的文化与价值。学习阐述理论
的方法和幽默的表达能力。

运用日语4项技能，能够解释和表达社
会性的和抽象性的事物本质。

初级

选修科目（有一部分收费科目）

学习
目标

数学

综合科目

理科类科目

英语

日本留学
试验(EJU)

攻略

影像·
广泛阅读

日本语
能力试验
(N1·N2)

研究生院
应考攻略
特别讲座

内容

级别 中级 上级1 上级2

●日语初学者也能轻易上手的简单日语主题。
●享受日语带来的乐趣，从中一窥日本的大小
　事吧！
●使用日语让在日生活增添一层乐趣吧！

●透过日语理解日本吧！
●来和日本人做朋友吧！
●试着在日本打工吧！
●来学学日本的那些优点

●透过日语，感受日本动画与日剧所带来的
　乐趣吧！
●透过打工，让在日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吧！
●建立属于自己的日本人交友圈，拓展自己
　的国际视野吧！

●学会读、写平假名和片假名
●学会使用手机输入日语
●学会用日语进行自我介绍
●能够理解打工的徵人启事上所记载之内容
●能够使用有礼貌的日语拜托店员，建立良
　好的沟通
●学会使用手机前往想去的地方
●能够使用日语介绍自己的国家

●学会常用的日语表现手法，准确得传达
　自己的感觉及想法
●能够了解日本人的想法
●能够知道日本的优良商品、旅游景点、美食
●能够在打工时使用日语
●能够和店员建立良好的沟通
●能够和日本人成为朋友
●学会煮日本料理
●能够使用日语介绍自己国家富有特色的东西
●使用日语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透过打工，打造充实的在日生活吧！
●成为人人称羡的日本通吧！
●试着理解日本报章杂志的报道内容。
●体验日本的文化与习惯，深入的理解日本
　人吧！

Beginner班

Beginner班的课程目标 Regular班的课程目标

Regular班 Advance班 Special班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内容会作相应调整

18：15～20：40
平日（从周一到周五）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30名2019年度学生
录取实绩 129名

过去3年的

录取实绩
※2017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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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大学升学 / 研究生院升学

ECC国际外语的研究生院录取实绩

筑波大学研究生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
国际日本学研究专业

許  丹さん

母校: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热心的辅导帮了我

很多 !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上半年编写

研 究 计 划 书 的 课

程。这课程让我掌

握了如何写研究计划书以及面试的理

论性技巧。得到协调咨询师山田老师以

及专业课老师(大浦老师和李老师)的多

方面的建议和意见,重写了10次后终于

在9月完成了计划书。山田老师以及其

他老师的热心指导,至今难忘。有决心

就等于合格了50%,剩下的50%就靠自

己努力拼搏了。

中国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

经济学研究科

李  壮さん

母校:JCL外国语学院

老师们的指导帮助

了我很多 !在经济

学专业的青木老师

的教学下我扎实地

掌握了这门专业。

在课堂讨论课上,学生们可把志愿学校

历年考试题的答案写在黑板上,老师们

会给与一一过目并辅导。这样对笔试考

试起了很大的作用。刚入学的时候,我

的日语水平较差,在班主任山田老师的

耐心指导下,慢慢地学会了不急不躁地

说出自己的想法。

中国

兵库教育大学研究生院

特别支援教育专业

牛  亚洲さん

母校: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想读研究生 ,我推

荐 ECC!在我考研

时 ,笔试测验的成

功归功于教育学专

业的新地老师。在

ECC,专业课的老师们非常认真和负责的

辅导,使我信心百倍。还有,研究企划书

的撰写,班主任山田老师给与我极大的

帮助。没有老师的辅导,我想我没法完

成这次研究企划书的撰写,从心底里深

感不尽。「想读研究生,找ECC」我就是听

了前辈的这句话入学的。

中国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

人文学研究科

周  桑さん

母校: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我未来的梦想是成

为 中 文 教 育 的 学

者。在中国上大学

的时候 ,我是专修

中文教育的 ,同时

也想进一步成为日本学生的中文教师。

所以有了想在日本的研究生院里进一

步深造的想法。目前,对于国语的教育

研究中国不如日本,也就是说从事中文

国语教育的中国学者比在日本从事日

文国语教育的日本学者少得多。那么与

向英文圈的学生传授中文的学者相比,

向日本籍的学生传授中文的学者,就更

少了。我想在这个领域里读完博士课程,

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中国

立命馆大学研究生院

文学研究科

金  豆さん

母校:大阪四叶草学院

我是由ECC的友人

推荐而决定报名入

学的。自从上了研

究 生 院 升 学 课 程

后 ,更加喜欢学习

了。班主任山田老师会修改我的电子邮

件内容 ,因此我逐渐变得更擅长写作。

还有发音课程,这对考研时的面试有极

大的帮助。在填志愿时,如果犹豫,就选

择ECC大学院升学课程!

中国

其他的合格学校：
圣心女子大学研究生院
奈良女子大学（研修生）

正規生正規生正規生正規生正規生

ECC国际外语的大学录取成绩

神户大学

日本留学试验中
的日语科目

日本语能力
试验

374分 N1合格

朴  ソンイさん

韩国

母校:关西外国语专门学校 
日语教育系 日语学科

在面试的练习以及
报考资料的核对等
方面 ,得到了全面的
辅导,很有帮助。

横滨市立大学

日本留学试验中
的日语科目

日本语能力
试验

337分 N1合格

查  言さん

中国

母校: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珍惜在日本的时光 ,
让希望之花绽放!

和歌山大学

日本留学试验中
的日语科目

日本语能力
试验

374分 N1合格

刘  暁鑫さん

中国

母校:京都民际日语学校

趁年青,只选择尝试,
不选择无为

关西学院大学

日本留学试验中
的日语科目

332分

刘  育含さん

韩国

母校:MERIC日语学校

扎扎实实地奋斗，不
懈地努力！

立命馆大学

日本留学试验中
的日语科目

日本语能力
试验

332分 N1合格

許  楷昇さん

台湾

母校: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日本语学科

不要太勉强自己，保
证今天的我比昨天
有进步就行。

其他1校合格

126名39名合格

※2020年3月
    合格者实绩

过去3年，国公立·

关西高难度私立大学
※2017年～2019年

2019年度国公立·
关西高难度私立大学

和歌山大学3名 / 滋贺大学1名 / 静冈大学1名 / 名古屋大学

1名 / 弘前大学1名 / 福岛大学1名 / 山形大学2名 / 富山大学

1名 / 高知大学3名 / 广岛大学1名 / 冈山大学1名 / 岛根大学

4名 / 山口大学1名 / 琉球大学1名 / 大阪府立大学2名 / 京都

府立大学1名 / 兵库县立大学1名 / 横滨市立大学1名 / 静冈

县立大学1名 / 福井县立大学1名 / 滋贺县立大学6名 / 广岛

市立大学1名 / 山口县立大学1名 / 下关市立大学2名

国公立大学 录取实绩

53名

过去的3年,
考取国公立
大学的有

2017年～2019年

近畿大学13名 / 大阪产业大学6名 / 大阪商业大学2 名 /大阪经济大学12名 / 大阪成蹊大

学3名 / 大阪国际大学2名 / 大阪学院大学2名 / 大阪旅游大学9名 /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5

名 / 大阪工业大学2名 / 大阪艺术大学4名 / 大阪大谷大学1名 / 大阪女学院大学1名 /关西国际大学6名等

私立大学 录取实绩 
304名

过去的3年,
考取一般私立大学的有

2017年～2019年

关西大学18名 /关西学院大学19名 / 同志社大学16名 / 立命馆大学20名 / 早稻田大学1名 

/ 立教大学1 名 /明治大学2名 / 中央大学1名 / 上智大学1名 / 东京理科大学1名
高难度私立大学 录取实绩

80名
过去3年,

考取高难度私立大学有

2017年～2019年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3名 /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6名 /大阪府立大学研究生院1名 /大阪教育大学

研究生院1名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2名 /奈良女子大学研究生院2名 /神户大学研究生院7名 /神户

市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2名 /兵库教育大学研究生院1名 /滋贺大学研究生院2名 /滋贺县立大学

研究生院1名 /和歌山大学研究生院2名 /三重大学研究生院1名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2名 /东京

大学研究生院1名 /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1名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1名 /一桥大学研究

生院1名 /横滨市立大学研究生院1名 /筑波大学研究生院3名 /埼玉大学研究生院1名等

国立公立研究生院 录取实绩

57名
过去3年国公
立研究生院

2017年～2019年

关西大学大大学院12名 /关西学院大学大学院4名 /同志社大学大学院2名 /立命馆大学大学院

22名 /明治大学大学院1名 /上智大学大学院1名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1名 /大阪工业大学大学院

2名 /大阪经济大学大学院2名 /大阪商业大学大学院1名 /大阪电气通信大学大学院1名 /近畿

大学大学院3名 /神户学院大学大学院2名 /神户艺术设计大学大学院1名 /港南女子大学大学院

1名 /京都产业大学大学院2名 /京都外国语大学大学院4名 /京都艺术设计大学大学院1名 /京

都情报大学大学院1名 /个北洋大学大学院1名

私立研究生院 录取实绩 

72名
过去3年一般
私立大学的
研究生院

2017年～2019年

※以上是ECC国际外语专业学校，留学生专享课程毕业生的合格实绩（总数）

※以上是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留学生专班毕业生的录取实绩（总数）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国际交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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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认真学习，积极进取的学习氛围！我们有完善的教育课程以及高质量的讲师，指导你通过考试。不仅是

上课，通过日常实行的小测验以及课题的研究，使考入高水准大学成为可能。

大学升学课程 国际交流学科/1年制

研究生院升学课程 国际交流学科/1年制

国公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神户大学等） /
高难度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高难度私立大学等）将来的升学目标

国公立研究生院（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神户大学等） /
高难度私立研究生院（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高难度私立研究生院等）将来的升学目标

课 程 的 特 色

课 程 的 特 色

①按能力分班，学习更加有效

除了日语必修课之外,英语和数学课,同样通过入学前的入学考试做到按等级分班,以

此有效地学习英语和数学课程。我们的目标是在日本留学试验和英语考试中取得高

分,从而考入理想的学校。

②广泛适用于文科和理科

不但讲授日本留学试验必考的一般科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英语。我们还根据

学生期望的升学方向和能力来决定上课科目和班级级别,帮助你考入志愿大学以及志

愿学部。

③在校实行大学生招生说明会

每年夏季,我们邀请来自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等许多国立

和私立大学的招生负责人来我校举行大学报考说明会和个人咨询会。学生可以直接

从大学老师那里查看每所大学考试的趋势和最新信息。

  

根据不同专业作加倍的个别辅导

希望学生们都能成功
的这种热情

不输给任何人

市场营销学

在课堂上,我们注重回答问题的过

程,而不只是回答问题。我们重视如

何让学生找出正确答案,而不是单

纯地给与学生正确答案。我们努力

提供一种环境,让学生可以不害怕

犯错误,敢于冒险,从而掌握学习内

容并灵活地学以致用。

松原 清惠老师

充分发挥我自身的留学经验
站在学生的角度
耐心仔细地教学

经济学

避免用高高在上的眼光来教学,要

保持一对一交流切磋的教学方式,

充分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和要求,

从而推动教学。此外,留学生始终

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会有小障碍,在

讲课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耐心施

教。

青木 隆明老师

根据每位学生的母语不同
举出相应的例子

这是我的教学方法

语言学

在语言学中,理论是前提,但在课堂

上,我尝试不仅讲解理论,并且尽可

能地举出具体例子。不光是我给出

例子,我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母语也

举出一些例子。我也因此在我的教

学中慢慢地学习各种语言。我也想

将其应用于我自己的研究中去。

大浦 真老师

考入研究生院之后
学生们依能保持自信 , 不断向前

这是我教学的理念

社会学

希望学生能留意日常生活中的点

滴,从而拥有社会学的观点。我认

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夸大的

学术体系或理论,而是发生在我自

身以及周围百姓的平凡日常生活。

探索“每一天”的含义的过程是社

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学的

基石。

全 炳昊老师

「疑问是一种财富」
有问题尽管问

随时答复

教育学

我希望学生们一边把一般理论切

换成具体理论,一边发掘自己感兴

趣的课题。因为这才是提出假设的

第一步。把抽象的专业术语换成每

位学生可以想象的具体题材,更有

效地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新地 比吕志老师

*根据行业趋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内容会作相应调整

全力指导文科考研的学生!除了学会考研所必需的日语和英语技能外,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通过上

课或个别指导,全力指导你考研成功。包括如何选择研究室,如何与教授联系,如何撰写研究计划书以及如

何面试等。

①从主题选择到研究计划书撰写的指导

②学会面试和学术发表所需的口头表达技能

③学会研究生院所需的日语能力和专业技能

④全面实行升学咨询制度（个别辅导）

⑤按能力分班，培养每位学员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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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报考留学生 招生简章
大学升学· 研究生院升学课程

2021年4月入学

 入学条件
① 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接受过 12 年学校教育（包括预计毕业者），并且原则上年龄在 18 岁以上者。

　（志愿报考研究生院的学生，原则上接受过 16 年学校教育（包括预计毕业者））

② 志愿报考日本的大学以及研究生院，并且学习态度积极者。

 注意事项
1. 入学金无论理由一概不退还。

2.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退还学费。

　(1)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出放弃入学者。

　　 （上述期限之前提出放弃入学，已办理出日本国的相关手续，本校确认留学签证已失效后才能退款）

　(2)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退还下一学期的费用。

　　 (i) 升入 10 月份开学的大学等（以 9 月 30 日之前提交大学合格通知书为对象）

　　 ※该学期以及该学期之前的学费不予退还。

　　 ※退款将转入银行账户。转账手续费自理。

3. 学校活动经费（10，000 日元 / 年）必须另外支付。

　※学校活动经费无论理由一概不退还。

4. 教材预收费（50，000 日元）必须另外支付。

　※教材预收费在课程结束后，结账并退还差额。

　※对已经购入或已经发出订单的教材，无论理由，其费用一概不退还。

5. 生活安全费（持留学签证的学生：7，000 日元 / 年），必须另外支付。

　※生活安全费无论理由一概不退还。

6. 留学生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承担保险费的实际支出。

7. 实行体检。

8. 在 2021 年 2 月 27 日（周六）或 2021 年 3 月 24 日（周三），进行分班考试。

9. 该课程，不是高等教育的修学支援新制度（免费）的对象课程。

10. 如果由于流行病等原因无法上学，我们能够提供远程教学。

　届时，请在家准备好能看视频的互联网环境。

 考试方法
●书面资料审查

●考试科目：日语考试 ·面试  

　 　※面试以及日语考试都在网上进行。

·将会在您报名之后，校方另行通知考试日期。

  （对于书面资料审查不合格者，将取消其日语考试以及面试。届时学校会给与通知。

  另外，对于日语考试和面试都合格者，如在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时资料有欠缺，也会视作不合格。）

 申请期限

※招生人数额满后，自动停止招生。

※如果提交的资料不完整或有遗漏，我们会要求您更正或添加。建议预留充裕时间准备。

2020年9月1日(周二) ～ 2021年1月29日(周五) 

 报名费
20,000日元（以留学签证申请者为对象）

50,000日元 800,000日元 -30,000日元 820,000日元

入学金 学　费 一次性付清免除 合　计

※学校从入国管理局收到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后，从学费请款单发行日起约2周之内需付款。

※海外报考的留学生，原则上是一次性付清学费。作为一次性付清学费的优惠，给与30，000日元的折扣。

 报名方法

 学　费

 向本校咨询后，请通过电邮发送所需的文件扫描件。资料审查完毕后请用EMS等方式邮寄原件。

若在日本有保证人，资料可直接提交给本校。（保证人是指申请者从入学申请至在日期间负责指导的人）

※模范生制度的费用减免，指的是学费的减免。以2021年2月26日（周五）之前提交必备资料者为对象。 

※上述模范生制度，不可并用。（早期报名制度和模范生制度可以并用）

※依据本校入学考试的结果（日语考试和面试），即使持有上述符合模范生要求的合格证书或成绩单，也有可能不能算作模范生。

※模范生学费减免的条件是配合学校指南以及网站的更新及发布者。

 模范生制度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A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B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C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D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E

日本留学试验模范生F

日本语能力试验模范生

英語模范生

600,000日元

400,000日元

300,000日元

200,000日元

150,000日元

100,000日元

50,000日元

100,000日元

日本留学试验总分65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日本留学试验总分60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日本留学试验总分57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日本留学试验总分54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日本留学试验日本语科目30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并且、其他的一项科目必须在120分以上

日本留学试验日本语科目300分以上（记述题除外）

日本语能力试验Ｎ１合格

TOEIC®L&R TEST 800分以上、IELTS7.0、

TOEFL®TEST 80分以上（iBT）

日本留学试验 成績单

日本语能力试验的合格证书

相应的成绩单

种类 学费减免金额 减免条件 必备资料

 早期报名制度
対象：在2021年1月18日（周一）之前报名者
优惠：减免入学金的一半金额25，000日元（※不可与其他入学金减半价优惠并用）

学费减免制度（入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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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就读过日本的学校（大学，日本语学校等），请提交证明出勤率和成绩的证明书。如果出勤率和成绩不理想，可能无法通过书面资料的审查。

 报名资料
①入学愿书（FORM①、FORM②-B、FORM③、FORM④） 

所有项目一概由申请者本人在电脑上用日语填写。（“签字”处需亲自签名）

如果学历栏中的入学年龄或课程的年数等有不规则的情况，请附上学校提供的资料以说明原因。 

②最终毕业学校的毕业(预定)证明书（原件）或者毕业证书(原件)

③照片４张 （4cm x 3cm ,3个月以内拍摄的半身脱帽照）

④护照复印件　（附照片的页面以及记载日本国出入境记录的全部页面）

⑤日语能力证明资料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如有下列证明日语能力以外的资料，请先行洽询确认)

　·日本语能力试验认定书以及成绩单(Ｎ2·2级以上)　·日本留学试验成绩单(日本语科目成绩在200分以上)

 ·BJT商务日本语能力测试成绩认定书(BJT成绩在400分以上)　·J.TEST成绩单（等级D·成绩在500分以上）

⑥户口簿复印件　或者能够代替戸口簿的证明书原件（包括同一家庭成员的戸口簿）

⑦誓约书  入学申请者及经费担保人，双方亲自签名及盖章。

 从报名开始到入学为止的流程

来本校听现场说明会（也可通过网络听取说明）①入学申请者

提交申请资料，支付报名费②入学申请者

参加选拔考试③入学申请者

对于书面资料审查以及选拔考试合格的考生，发行「录取通知书」，

将所需的资料提交日本法务省。
④山口学园

审查在留资格 ·发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⑤法務省

经费担保人按本校指定的方法缴纳入学金、学费以及各项经费等。

校方在确认缴纳金额到账后，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⑥入学申请者

入学申请者持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发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去日本国

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签证。取得签证之后，着手出国留学前的准备事宜。

※申请护照和办理签证时，详情请直接向各受理机关咨询。

⑦入学申请者

⑧发行签证

耽误了入学日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取消入学资格。⑨赴日·来校

＜下列⑧到⑩仅限符合情况者提交＞

⑧在学证明书

⑨在职证明书　上面需记载职务内容。如有复职计划，也请填写。

⑩证明英语能力的资料　只在申请学费减免时提出 （TOEIC®L&R TEST 800分以上、IELTS7.0以上、 TOEFL80分以上（iBT））

经济担保人请提交下列资料

 经由汇款支付学费的情况
①经济担保书
　必须由经济担保人亲自填写。（可用电脑填写。“签字”处需亲自签名）
  　２．(１) 在您所选定的学费支付方式上划上“□”。
  　２．(３) 关于生活费的支付方式，请写明最初入国时所带金额、之后的汇款金额，次数(如：几个月汇1次，每次汇款金额等)。
②存款证明
③在职证明书（个体经营者或者公司经营者请提交营业执照等）
④纳税证明书（必须注明收入金额）
⑤能证明与申请人关系的资料

✓

 本人以外的日本居住者负担的场合
①经济担保书　由经济担保人亲自填写。　　　　　　　

②身份保证书　由保证人亲自填写。

③住民税纳税证明书  必须注明收入金额

④存款证明

⑤职业证明　公司职员⋯在职证明书

  　　　　　公司经营者⋯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簿誊本） 　　　　

　　　　　　个体经营者⋯营业许可书(复印件)

⑥住民票居民证（住民票）

 必须记有同一世带（家庭）所有成员的数据

 如是外国人，提交「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⑦证明与申请者之间关系的资料

  （１）亲属的场合，提交本国的户口簿·住民登录证（原则上三亲以内）

  （２）公司关系的场合

    1、对方公司的事业内容说明书或者营业执照

    2、生意上的付款信用证复印件或者海外汇款证明书

     　　(注明收款方并盖有银行印的资料)

    3、生意上的船运提货单(空运提货单)的复印件

    4、由外国政府发行的法人登记证

    5、注明出资比例的资料(下列资料之一)

     　日本方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外币证券登记书。　　    

　　　　　　海外方面：由政府发行的注明投资额的证明书。

 申请人本人负担的场合
①申请人名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证明书  证明本人资产的资料

②在职证明书

③纳税证明书　必须注明收入金额

④经济担保书　只需填写２的（１）（２）（３）以及姓名（署名）。

 以奖学金支付学费的场合

关于提交资料的注意事项

①明确注明奖学金的【支付金额】及【支付机关】的证明书＜若奖学金的支付机关为民间的企业或团体＞

②过去支付过的对象为留学生的列表

　如果没有②的情况，须提交该企业·团体的概况说明资料及奖学金支付规则类的资料。

③说明该学生为何接受奖学金的资料

<a>以外语作成的资料，请翻译成日文后再提出。

<b>提交的资料必须为2020年7月1日之后作成的。

<c>证明书类尽量使用有发行机关的名称以及所在地等印刷的用纸。

<d>若有以日本居住者作为担保人的情况，请提交担保人亲自写的身份保证书。

<e>上述文件为最低限度的必要资料。除此之外，可能还需要提交其他资料以便顺利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f>请事先复印填写前和填写完毕后的报考资料以便日后修改。

<g>依据申请者国家与国情状况，可能需要上述所记之外的书面资料，详情请联系咨询。

<h>如有无法提交的资料,请与我们联系。

报名方法

学校法人山口学园ECC留学生中心

电话 : +81-6-6372-1510 電邮箱 : is-office@ecc.ac.jp 

接待时间：平日(周一～周五)10：00~18：00 ※周末，节假日以及本校休校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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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GROUP

98.9
就业率

％
2020年3月毕业生实绩（留学生专班）

名189

OSAKA

217名
2017年～ 2019年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留学生专班的大约录取人数

旅行、英语，酒店、贸易

游戏·3DCG·IT·系统工程·网页设计

美容·化妆·美甲·婚礼企划特殊化妆

日语学科

国际交流学科

大学升学课程

研究生院升学课程

小班制·能力分班
 学习日语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国际外语专门学校

ECC COMPUTER专门学校

ECC ARTIST美容专门学校

学习专业知识
和技术后

在日本就业为目标

在日本升学为
目标

大学 / 研究生院

JLPT
日本语能力测试

合格者人数

日本留学考试
日语科目合格分数
300分以上取得人数

N1

東京
TOKYO奈良

NARA

神戸
KOBE

京都
KYOTO

大阪
OSAKA

ECCアーティスト美容専門学校3号館

ECC国際外語専門学校3号館

キャンパス
徒歩約10分

ＪＲ 大阪駅

電車で約10分

道頓堀（なんば）

電車で約30分

神戸三宮

電車で約30分

京都

電車で約50分

奈良

電車で約60分

関西空港

電車で約2時間30分

東京

本学园和TIPNESS(在关西地区有10家分店)连携提供了可以轻松锻炼身

体的愉悦环境。有专业教练指导如何进行肌肉训练有氧运动,以及运动

器材的使用等,还有可以随意使用的舞蹈室,游泳池等丰富的环境,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自由使用。当然浴室设备也十分完善。本校在校生可享受

优惠。

サウナ

有氧运动区

健身房

●分店不同，设施也有所差异。

合作！
与学校

关西地区
TIPNESS
10家分店都
可以使用

健身俱乐部项目 学校位于大阪梅田学校位于大阪梅田

学校信息

大阪仅次于东京，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是西日本的中心地。在这里有购物商厦、休

闲场所、文化设施、教育机关。虽然是大都市，但和东京比起来房租和食物物价较低，

对留学生来说有很大的魅力。特别是食物「便宜又好吃」，是众所周知的。与大阪临

近的都市有日本的发祥地奈良和日本的千年之都京都，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接

触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也是魅力之一。从学校徒步10分钟的范围内有JR大阪

站，地铁梅田站等5个最近车站，不仅上下学、就职活动方便，休息的时候到临近的

京都、奈良等历史古都交通也很方便。

FAQ
 有奖学金制度吗 ?

日本学生支持机构的奖学金。本校以成绩、学

习态度、出席率等在校内进行选拔。并且,本校

也有独自的奖学金制度,详情请咨询。

Ｑ．
Ａ．

可以购买学生月票吗？

本校是大阪府认可的专门学校,所以学生们在

利用交通工具时可享受4~5成的优惠。

Ｑ．
Ａ．

举办学校说明会吗？

在日本国内,有举办能体验课程的学校说明会

和个别说明会,在海外也有举办说明会,详情请

联系ECC留学生中心。

Ｑ．
Ａ．

可以打工吗？

想要打工的留学生,必需具备学校认可

的基准,资格外活动规定1周可打工28

小时。(暑假或学校 长期的休假时,1天

可打工8小时)

Ｑ．
Ａ．

可以在日本就职吗？

COMPUTER专门学校和国际外语专门学校依学

习课程和希望就业职种的不同,所以有些课程

的毕业生可以在日本就职,有些课程的毕业生

不可在日本就职。ARTIST专门学校基于就职

签证的相关法律规定,在日本国内美容·美发

行业就职可能不被承认。因为受到在专门学校

入学前的职历、学历和就业签证规定的影响,所

以您如果想在日本就职,请事前跟我们联络。

Ｑ．
Ａ．

有学费减免制度吗？

是学习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学科,有本学

园独自的留学生学费减免制度。对留

学生的合格者全员,相比日本学生的学

费2年间最多可减免101万日元。以日

本语为中心的专业(ECC国际外语专门

学校日语学科、相关大学升学课程等)

已设定成留学生特别价格。

Ｑ．
Ａ．

游泳池

技能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