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奈良外語学院
Nara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所在地

奈良县

奈良公园 (距奈良外语学院走路10分钟)

奈良外語
学院



在奈良学习的优势

・生活和学费成本低 （日本低物价排名第三）

・治安相对安全 （奈良人朴实善良）

・适当远离喧哗，适合学习的环境 （位置在市中心生活便利）

・海啸等灾害危险少 （不在地震带或海边不用担心地震或海啸）

・世界遗产多，有历史文化氛围 （奈良县的世界遗产数量在日本第一）

・奈良是较重视教育的地区 （考入东京及京都大学人数日本第一）

・距离大阪、京都乘坐电车只需30分钟



奈良外语学院 学院特色

• 辰巳学园于1946年原以技校开办，教学
历史长，设备齐全

• 日本大阪入国管理局认定的优良校

• 小规模，对每一位同学进行热情而且针对
性很强地指导

• 顾问，教师队伍：经验丰富，提供高质量
的教学内容

• 多数教师精通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并能讲
授对于中国学生的高效率课程

• 家长随时可以用中文跟学校沟通学生情况

• 在校期间各种活动丰富学生在日生活体验



课程设置

日本护土培养课程

• 课程的学习期间为
12个月至24个月。

• 培养学员考取日本
语能力考试N1级以
及日本护士证，续
而在日本从事护士
工作。

升学课程 冬/夏令营课程

• 此课程每年4月，
7月，10月，三
次入学:每年3月
毕业。

• 适合希望系统地
学习日语，报考
日本的大学院校
或研究生课程的
学生

• 此课程为假期间的团
体短期留学课程。一
般为7天到14天。签
证为“短期滞在”签
证。

• 学校安排统一的课外
活动，关西观光，大
阪、京都之旅、深度
体验日本文化。

• 适合在校学生利用寒
暑假学习日语，体验
日本文化。



苏德昌 副校长
≪名誉顾问≫

宫崎 泉
≪高级教师≫

• 原复旦大学教授,日
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 原中国日语教学研
究会副会长

• 原教育部日语教材
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 奈良大学名誉教授
• 中国著名教育家-苏

步青之子

• 教学经历：曾于西北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清华大学(14年)担任
日语外教.

• 学堂在线-精品中文
慕课(mooc)平台大型
开放式网络课程“日
语与日本文化”（国
家级精品课程）授课
教师。

辰巳友昭 奈良外语
《学院校长》

• 帝塚山学园 学校
法人 咨询委员

• 泽井医院 一般财
团法人 咨询委员

• HEARTLAND 社会
福利法人咨询委员

• 圣玛丽亚会 社会
福利法人咨询委员

• 奈良县专游学校各
种学校联合会 理事

• 在中国教学经历：贵
州省贵阳一中，河南
省实验中学共6年半。

• 在日日语教学经历：
多年工作于著名日语
学校（国立或公立大学的
录取率最高的语言学校，
每年拥有约600名中国留学
生，考上东京大学的外国
留学生中3分之2来自该学

校）担任高级班和护
理班班主任。

滨内 绘理香
《教务主任》



A

升学班

学习费用

赴日条件

受教内容

A

A



受教内容

✐初级班：重视打好基础，通过反复训练，学会地道而正确的日语。

✐中级班：注重跟日本人自如地交流，满足在日本大学生活的需要。
目标为日语能力考试N2水平

✐高级班：主要是为了在日本的大学学习，强化能够应对学术知识的
日语技能。目标为日语能力水平N1水平

A

A



A

学费及其他费用：

入学时期 招生人数 学习期间 报名资料受理期间

4月 ２0名 2年 9月1日~10月31日

7月 ２0名 1年9个月 12月1日~2月10日

10月 ２0名 1年6个月 3月1日~5月10日

课程设置及报名受理时间：

1.9年（7月入学） 第一年费用 第二年费用

报名费 20,000円 0円

入学金 100,000円 0円

授课费 600,000円 450,000円

教材费、活动费 80,000円 60,000円

合计 800,000円 510,000円

1.5年（10月入学） 第一年费用 第二年费用

报名费 20,000円 0円

入学金 100,000円 0円

授课费 600,000円 300,000円

教材费、活动费 80,000円 40,000円

合计 800,000円 340,000円

2年（4月入学） 第一年费用 第二年费用

报名费 20,000円 0円

入学金 100,000円 0円

授课费 600,000円 600,000円

教材费、活动费 80,000円 80,000円

合计 800,000円 680,000円

住宿
费
（单
人单
套）

押金 首次缴纳 月租金 水电费

0円 0円 约30,000円 个人负担



奈良外语学院在确认学生的材料能够递交入国管理局时，要求学生缴钠报名费。报名费为20,000円日元。

A
报名费：

付款时间：
“在留资格认定书”获得批准之后，缴纳入学金，费用100,000円日元。

关于退费：
日本的在留资格认定书交付后，①不办理签证手续②签证批不下来③办完签证后赴日前申请人自己放弃入学退款等情况时，退还报名费和入学金以外的已交费
用。退还时的手续费由申请人承担。入学许可证和在留资格认定书应交还给本校。

学生本人应准备的材料：
1 入学申请表格 填写规定的入学愿书，履历书，经费支付书1，2，3共三份表格，不能涂改。

2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明书原件，以及相关学历认证 要求递交毕业证明书原件以及相关学历认证。

3 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书 递交最终学历所在学校开具的成绩证明书

4 日本语学习历证明书以及参加日语能力考试的成
绩证书

请递交日本语能力考试，J-TEST等考试的成绩证明。如未能提交日语能力证明
的话要求能够说明学习日语的时间(出席时间)。

5 身份证复印件和护照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必须字样鲜明，原尺寸.护照的照片页以及所有信息页的复印件

6 居民户口簿复印件 提交所有家庭成员的户口簿复印件

7 照片6张 剪切整齐的高4cm宽3cm的彩色免冠照片6张(在背面注明申请者姓名)

经费支付人应准备的材料(公司就职的情况，其他情況请咨询本校或招生代理)：
1 存款证明书和存单证明书 由国内银行开具的存款证明书。选择大型银行等有全国统一格式及防伪处理的银

行比较好，存款证明的金额不得少于18万人民币。

2 在职证明书 由经费支付人的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经费支付人的在职情况的证明。

3 收入证明书 由经费支付人的工作单位出具的，说明经费支付人最近3年扣税后的纯收入情况
的证明。



A

护士班

学习费用

受教内容 赴日条件

B

B



护士班受教内容

✐日本语能力测试N1为目标，
词汇、阅读理解、语法、听力的学习。

✐护士国家考试通过为目标，
日本医疗关联的日语词汇、听力的学习。

✐日本的医疗机构常用的
日语对话、词汇、阅读理解、听力的学习。

B

B

签证资格

✐三年专科以上护士学校毕业者，满

15年学历，持本国的护士执业证者。

✐有着日语能力考试N2以上合格证书

者和通过面试、考试认定其有N2级日

语水平者。



B

学费

入学时期 招生人数 学习期间 报名资料受理期间 再留结果公布时期

4月 20名 2年 9月1日~10月31日 2月下旬

7月 20名 1年9个月 12月1日~2月10日 5月下旬

10月 20名 1年6个月 3月1日~5月10日 8月下旬

课程设置及报名受理时间

入学时期 报名费 第一年度学费 第二年度学费 合计

4月 20，000円 750，000円 600，000円 1，350，000円

7月 20，000円 750，000円 450，000円 1，220，000円

10月 20，000円 750，000円 300，000円 1，050，000円

住宿费（不申请
学校宿舍的，不
需要缴纳）

押金 月租金（单人单套） 水电费

0円 约30，000円 自己负担

日本正式护士合格率
学院有成熟的教授日语以及护士资格证考试的教学大纲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做到了相当高的正护士(不同于有签证年限的准护士，正
护土的工资待遇高，没有签证年限)考试合格率。

100％保证就业(护土资格合格者)

入学之前与就职预定的医院签订合同。学员取得日本国家护士资格证之后，便可以直接从事护士工作。合同规定就职期限不低于3年。保
证工资不低于同岗位同等工作条件的日本人员工。



日本夏令营项目

活动对象

人数：每批10-30人

对象：12岁以上青少年 （不满12岁必须

由家长陪同）

形式：以10人左右小队为单位，每小队

安排1名或几名辅导老师全程陪同日方老

师当地接待服务、实施研学课程

周期：7天~14天（定制时间）

C

C



住宿

C

餐饮

C



C

参考行程

DAY1:郑州-大阪-奈良

DAY2: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 探究自然历史之美

欢迎仪式-开学典礼-第一课-日本关西地区介绍-奈良鹿-东大

寺-参观春日大社

DAY3:让顶级的老师来一场最专业的日语教学

第二课-日本研学基础生活指导及日常用语-基础文法的复习-

奈良街道自由行

DAY4:体验日本本土文化 感受异国他乡的文化魅力

关西名校奈良县立大学授课体验-大原和服专业学院进修学习

DAY5:游玩顶级游乐园 来一场惊险刺激的饕餮盛宴

大阪环球影城

DAY6:踏上京都 追寻盛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承

京都-走访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金阁寺-银阁寺等-日本顶级学

府京都大学

DAY7:感受世界最宜居都市第五位的魅力

神户-南京 町 体验独特的风土人情-神户港游玩，在神户港感受

大海的美丽

DAY8:学一手日式茶道和点心的制作办法 给家人一个

惊喜

日本茶道-制作抹茶-大家的日本語

DAY9:和日本当地的学生来一场面对面交流吧

大家的日本語-奈良市立一条高等学校-开展交流会

DAY10:学习之后 为自己做一份寿司慰劳一下

大家的日本語-寿司教学-寿司品尝会

DAY11:最后一次的日语学习 再用一场温泉来放松自己

大家的日本語-日本温泉

DAY12:我们毕业啦 用相机留下我们美好瞬间

毕业式-毕业餐

DAY13:在亚洲最豪华的城市之一 来一场娱乐、美食的

狂欢吧

大阪-大阪海洋馆-心斋桥&道顿堀

DAY14:返回国内



十四天暑假日本沉浸式交流体验营



宿舍周边风景
及我们的活动



四月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樱花季，在这樱花飞舞的季节，您可以每一天上学的路上，

随时随地感受秒速5厘米的樱花之美，感受日本这一代表性植物的魅力。

上学路上的风景



本校精心为每位赴日留学生准备

居所，不但价格远远低于其他地

区，而且居住环境和硬件设备都

很出众，拎包就可以入住，更重

要的还是就是单人单套，距离学

校步行十分钟即可达到，还可以

沿路欣赏樱花和枫叶。距车站只

有十分钟左右路程，周边有着多

处世界遗产，还有商店街！是生

活便利的好地方

我们的住宿



日本年终激励会

每年年末奈良外语学院都会组织激励会，用于激励学

生更好的进修学习，众多赴日进修的学子和老师在一

起开心的唱歌、品尝美食。

与奈良县立大学茶话交流会

奈良县立大学隶属于日本公立大学。奈良外语学院的

中国学子和日本同学们一起互动交流，聊天游戏。



奈良外语学院学生考试祈福乒乓球比赛

夏季祭典活动 做日式甜点心



毕业生寄语



在奈良外语学院度过的500天
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时光。
老师们专业的教学和对我在生
活上的帮助，使我顺利的摆脱
了人生第一次出国后的无助与
迷茫，很好地适应并融入了日

本的社会与生活。在这500天中，我考上了心仪
的大学，游遍了关西地区的各式风景。虽然现在
的我已经离开了奈良，但我依旧时常想起奈良生
活的点点滴滴。和老师们一起参加过的各种活动，
去过的各个风景胜地，对我的谆谆教诲，这些都
成为我记忆中不可取代的珍贵片段。非常感谢奈
良外语学院给予了我这些值得铭记终身的珍贵回
忆。（如果你能听到门口有摩托的声音，那说不
定就是我回来玩了）

护士班毕业生 英俊升学班 刘伊豪

辰巳学园很像是一个
温暖的大家庭，给初
来日本的我们很多支
持与 帮助，不论是生

活上还是语言上。真的很感谢每次在我这里需
要的时候，总是有你们的身影，我们都会记在
心里。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慢慢的适应
日本的环境，更好了解日本的文化，顺利的通
过国家护士考试、这些我会一直一直记在心里，
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经历。
青春有你，我们很幸运。



联系我们

地址：日本国奈良县奈良市法莲町7-2

TEL：81-0742-26-3971
FAX：81-0742-26-3986
E-mail：info@tatsumi-gakuen.ac.jp
微信号：naragai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