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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明 海 大 學 

 

關於明海大學外國留學生招生簡章 2023登載內容（更改） 

 

現將明海大學外國留學生招生簡章 2023的登載內容部分更改如下。 

 
 
●第 3 頁  入學考試 
外語／經濟／房地產／旅遊觀光管理學部（商務及專門交流專業／數字創新專業） 
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現行】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考試日期 合格通知日期 

一般 B 日程 
2023 年 1 月 16 日∼ 

1 月 27 日 
2023 年 2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17 日 

 
【更改後】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考試日期 合格発表日 

一般 B 日程 
2023 年 1 月 16 日∼ 

2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20 日 2023 年 2 月 24 日 

 
 
●第 3 页  入学考试 
旅遊觀光管理學部（全球經營專業） 
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現行】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第一次 

考試日期 

第一次 

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 

考試日期 

第二次 

合格通知日期 

一般 B 日程 
2023 年 1 月 16 日∼	

1 月 27 日 

2023 年 

2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17 日 

2023 年 

2 月 24 日 

2023 年 

2 月 27 日 

 
【更改後】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第一次 

考試日期 

第一次 

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 

考試日期 

第二次 

合格通知日期 

一般 B 日程 
2023 年 1 月 16 日∼	

2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20 日 

2023 年 

2 月 24 日 

2023 年 

2 月 27 日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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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部（日語學科、英美語學科、漢語學科）

■經濟學部

■房地產學部

■旅遊觀光管理學部
學部
浦安校區設有外語學部、經濟學部、房地產學部、以及旅遊觀光管理學部等4 個學部6 個學科，位置靠近東京都市中心，為許多

來日本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提供各種學習的機會。

學部．學科 靠近東京都市中心的浦安校區

外語學部

■日語學科 培養深刻理解日本社會和文化、兼備國際感觀
和素質的日語專業人材。

■英美語學科 在許多課程中採用英語進行討論和辯論，培養
掌握高水準實用交流能力的人材。

■漢語學科 透過獨特的教學系統，全面開展以會話為中心
的語言教學，培養掌握國際社會通用的漢語運
用能力的人材。

經濟學部

■經濟學科 培養掌握從地區社會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知識，
並兼備公共政策、金融、經營、會計、財務等
各領域高度能力，能夠對現代全球化社會做出
積極貢獻的商務人員。

房地產學部

■房地產學科 將經濟、法律、設計等各種領域作為房地產學
開展綜合學習，培養具備現實社會所要求的知
識的房地產專門人員。

旅遊觀光管理學部

■旅遊觀光管理學科
商務及專門交流專業（BPCM）

 培養能夠分享商務和交流知識，踐行奢華服務的
人才。

數字創新專業（DXM）
 培養領導人才，將數字創新融合到以往的旅遊觀

光管理學的知識中，以超越文理的理解推動變
革。

全球經營專業（GMM）
 培養以今後將蓬勃發展的旅遊觀光產業為中心，

能夠在國際社會廣泛發揮作用的領袖人才。

外國留學生人數（學部）　

*截至2021年5月1日

明海大學浦安校區目前有來自下列國家或地區的留學生。

中國342名、越南169名、斯里蘭卡10名、韓國9名、台灣9

名、蒙古8名、尼泊爾4名、馬來西亞4名、泰國3名、印度

尼西亞3名、緬甸2名、菲律賓2名、阿爾巴尼亞1名、烏茲

別克斯坦1名、加拿大1名、柬埔寨1名、肯尼亞1名、哥倫

比亞1名、孟加拉國1名　共計572名

學費及減免制度 學費減免30％的制度

外語學部／經濟學部／房地產學部

�	減免前的學費
第1年 1,205,300日元
第2年以後 963,000日元

�	減免制度、繳納金額以及繳納時間
(1) 以學業成績達到標準者為對象。
(2) 根據學業成績標準，減免學費中授課

費的30％，在各年度10月的繳納金
額中減免。

（減免後的學費　2023年度）　※減免後的金額 （單位：日元）

學年 時間 入學金 ※學費 各項會費 合計

第1年

入學報到時 230,000 469,000 37,300 736,300

（10月） — ※259,600 — 259,600

合計 230,000 728,600 37,300 995,900

第2年
以後

（4月） — 469,000 25,000 494,000

（10月） — ※259,600 — 259,600

合計 — 728,600 25,000 753,600

（註1）入學後第4年的10月需另外繳納校友會終身會費30,000日元

（註2）本校別科畢業的學生全額免除入學金

留學生支援制度 可安心學習的獎學金和支援制度

■各類獎學金

�	明海大學浦安校區學習獎勵獎學金制度（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
　　以向具有高度學習積極性的外國留學生提供經濟支援為目
的，減免入學年度學費的獎學金制度。
(1) 對像人員
 ·參加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入學的自費外國留學生
 ·入學時具備「日語能力考試」N1者
(2) 減免額
 入學年度的學費全額［年度金額698,000日元］

�	文部科學省外國留學生學習獎勵費
	 （促進接收留學生項目）

　　這是以自費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制度，設有以入學
前的日本留學考試成績優秀者為對象的預約者名額以及以不是
預約者的學生為對象的一般名額。一般名額的招募人數每年都
會變動。
※請注意，也有不招募的情況。

3	其他　各非官方獎學金提供團體等的獎學金

外語學部／經濟學部／房地產學部／旅遊觀光管理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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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考試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入學考試日程等

■考試科目（普通）

�	已在日本國內居留者
「日語（筆試）」、「面試」、「日語運用能力診斷或英語運

用能力診斷」

※ 筆試實施方法

 A日程：本校的考試

 B日程：本校的考試、或採用日本留學考試的成績

※ 日語運用能力診斷或英語運用能力診斷

 日語學科、漢語學科、經濟學科、房地產學科為日語運用能力

診斷

 英美語學科、旅遊觀光管理學科為英語運用能力診斷

�	在海外居住者【來日前的入學考試（A日程）】
「日語」、「綜合科目或數學（課程1）」

※以上均採用日本留學考試的成績。

「志願理由書」（用日語填寫）

3	日本留學考試的成績採用範圍
B日程：2021年11月、2022年6月及11月

※ 日本留學考試各科目成績按100分滿分換算，日語的「記

述」考試用於綜合判定資料。

■報名資格（普通）

� 無日本國籍者。

� 在外國的學校教育修滿12年課程者；或2023年3月31日之前

預計修滿者；或與此相當、由文部科學大臣指定者。

3 作為日語學校或專門學校等的在籍者、或曾在籍者，在其最終所

在校的在籍期間的出席率應為90％以上（小數點以下捨去）。

4	應獲得由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舉行的「日語能

力考試」N2級以上。

※ 關於英美語學科及漢語學科，分別以該語言為母語、本國

語言者不可報名。

■報名費

30,000日元

有關其他各項條件和入學考試的詳細內容，請另行參照2023年

度入學者選拔考試要點。

外語學部／經濟學部／房地產學部／旅遊觀光管理學部（旅遊觀光管理專業）

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考試日期 合格通知日期

一般
A日程 2022年10月10日∼10月21日 2022年11月20日 2022年11月24日

B日程 2023年1月16日∼1月27日 202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17日

旅遊觀光管理學部（全球經營專業）

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第一次考試日期 第一次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考試日期 第二次合格通知日期

一般
A日程 2022年10月10日∼10月21日 2022年11月20日 2022年11月24日 2022年11月27日 2022年12月1日

B日程 2023年1月16日∼1月27日 202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17日 2023年2月24日 2023年2月27日

■考試科目（普通）

�	已在日本國內居留者
「講義理解能力判定測驗」、「面試」

�	在海外居住者【來日前的入學考試】
有關詳細內容，請參照附冊概要。

■報名資格（普通）

� 無日本國籍。

� 在外國的學校教育修滿12年課程者；或2023年3月31日之前

預計修滿者；或與此相當、由文部科學大臣指定者。

3 作為日語學校或專門學校等的在籍者、或曾在籍者，在其最

終所在校的在籍期間的出席率應為90％以上（小數點以下

捨去）。

■報名費

30,000日元

有關其他各項條件和入學考試的詳細內容，請另行參照2023年

度入學者選拔考試要點。

■對留學生的支援

�	代辦業務（簽證延期等的代理申請）
　　關於向出入國再留管理局提出居留相關的各項申請（簽證

延期、資格外活動許可等），本校按一定條件代辦申請。

�	關於學生宿舍等
　　設有專用學生宿舍「maison TIME」，只要是明海大學的

學生都可以入住。（不是留學生專用宿舍。）另外，有關租借

公寓等時的連帶保證，設有以下兩種制度。

① 株式會社全球信賴網（Global Trust Networks）的房屋租

借保證服務

② 明海大學的機構保證制度

3	關於保證人
　　如果沒有保證人，將介紹一般社團法人國際交流支援協會

的機構保證制度。

4	關於留學生的求職輔導
　　舉辦也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企業聯合說明會等，積極輔

導留學生求職。

－以留學生為對象的活動－（2021年度的實際活動）

［本科］	 2年級

 3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說明會

	 3年級

 9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指南

 2月 校內行業研究講座（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40家企業）

 3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5家企業）

 3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說明會

	 4年級

 5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6家企業）

 6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4家企業）

 9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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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 培養具備高度專業知識及能力的人材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應用語言學」廣泛研究語言與人類活動的關聯，涉及外語

教育、語言與社會、心理、電腦、文學及文化等各種領域。本研

究所設有語言教育、語言理論、語言文化3個課程，還同時開設

了日語教育、英語教育課程。

※ 學位

〈博士前期課程〉碩士（應用語言學）或碩士（日語教育學）

〈博士後期課程〉博士（應用語言學）或博士（日語教育學）

經濟學研究所

　　由國際經濟、開發經濟、福祉、人口問題、稅法、經營、會

計學等經濟學及與其相關的學術群和實際業務群的跨學科性科目

構成。在基礎、學術及實際業務科目群的兩個專業領域培養每一

位學生的專業能力，為了開設這樣的課程，本研究所配備了實際

經驗豐富的教師。此外，我們還將重點放在實證分析和計算機運

用課程方面。

※學位

〈碩士課程〉碩士（經濟學）

房地產學研究所

　　房地產學研究所是日本國內唯一將法學、工程學、經濟學、

以及經營學等領域分別研究的成果融合成為「房地產學」、對從

房地產市場分析到城市環境創造開展綜合性研究的研究所。本研

究所分房地產分析、房地產政策、房地產商務3個專業領域，廣

泛提供高度專業性課程。

※ 學位

〈博士前期課程〉碩士（房地產學）

〈博士後期課程〉博士（房地產學）

外國留學生人數（研究生院）
*截至2021年5月1日

明海大學研究生院浦安校區目前有來自下列國家或地區的

留學生。

中國33名、越南1名、韓國1名、台灣1名、蒙古1名、老撾

1名　共計38名

學費及減免制度 學費減免30％的制度

應用語言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房地產學研究所

�	減免前的學費
第1年 901,200日元

第2年以後 700,000日元

�	減免制度、繳納金額以及繳納時間
(1) 以學業成績達到標準者為對象。

(2) 根據學業成績標準，減免學費中授課

費的30％，在各年度10月的繳納金

額中減免。

（減免後的學費　2023年度）　※減免後的金額 （單位：日元）

學年 時間 入學金 ※學費 各項會費 合計

第一年

入學報到時 200,000 350,000 1,200 551,200

（10月） — ※200,000 — 200,000

合計 200,000 550,000 1,200 751,200

第二年
以後

（4月） — 350,000 — 350,000

（10月） — ※200,000 — 200,000

合計 — 550,000 — 550,000

（註1）本校學部畢業生及別科畢業生全額免除入學金。

（註2）本校碩士課程或博士前期課程結業學生就讀博士後期課程者全額免除入學金。

（註3）博士後期課程的各項會費共計1,800日元。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經濟學研究所

■房地產學研究所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致力於培養高度的專業知識及能力。目前，研究生院有許多外國留學生在籍，與日本人研究生院學生一起相互學習鑽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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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支援制度 可安心學習的獎學金和支援制度

■各類獎學金

�	國費留學生
　　作為研究生院的自費留學生，具有成為日本政府的國費留

學生的制度。

(1) 採用條件（研究生院研究生）：4月1日時未滿35歲等。

(2) 支付內容：支付額

 研究生院研究生 博士　148,000日元／月

 碩士　147,000日元／月

 （至正式課程結業為止的期間）

 ※另行支付授課費

(3) 2022年度領取人（研究生院研究生）：無

�	文部科學省外國留學生學習獎勵費（促進接收留學生項目）
 　　這是以自費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獎學金制度，招募人數每

年都會變動。

 ※請注意，也有不招募的情況。

3	其他　各非官方獎學金提供團體等的獎學金

■對留學生的支援

�	代辦業務（簽證延期等的代理申請）
　　關於向出入國再留管理局提出居留相關的各項申請（簽證

延期、資格外活動許可等），本校按一定條件代辦申請。

�	關於學生宿舍等
　　設有專用學生宿舍「maison TIME」，只要是明海大學的

學生都可以入住。（不是留學生專用宿舍。）另外，有關租借

公寓等時的連帶保證，設有以下兩種制度。

① 株式會社全球信賴網（Global Trust Networks）的房屋租

借保證服務

② 明海大學的機構保證制度

3	關於保證人
　　如果沒有保證人，將介紹一般社團法人國際交流支援協會

的機構保證制度。

4	關於留學生的求職輔導
　　舉辦也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企業聯合說明會等，積極輔

導留學生求職。

－以留學生為對象的活動－（2021年度的實際活動）

［研究生院］

	 1年級

 9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指南

 2月 校內行業研究講座（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40家企業）

 3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5家企業）

	 2年級

 5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6家企業）

 6月 校內企業研討會（以留學生為招聘對象的4家企業）

 9月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求職指南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房地產學研究所

入學考試 以外國留學生為對象的入學考試日程等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房地產學研究所

■考試科目

●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外語（從日語、英語、漢語中任選其一，但不得選擇母語）」、

「專業科目（〈必須〉有關應用語言學的小論文，〈選擇〉從有關

日語、英語、漢語的專業知識中任選1題）」、「面試」

● 經濟學研究所

「小論文（〈必須〉有關經濟的時事問題）」、「專業科目（〈選

擇〉從有關經濟學、經營及會計學、稅法的問題中任選1題）」、

「面試」

● 房地產學研究所

「專業科目（〈必答〉有關房地產的時事問題、〈選擇〉從法律、

經濟學、城市建設、房地產鑑定評估的相關問題中任選其一）」、

「面試」

■報名資格

� 日本國內的大學畢業、以及於2023年3月預計畢業者。

※ 在4年制大學獲得學位者（包括預計獲得學位者）

� 在外國的學校教育修滿16年課程者、以及預計2023年3月修滿者。

※ 在4年制大學獲得學位者（包括預計獲得學位者）

3	在本研究生院，透過單獨的入學資格審查，被認定與大學畢業

生具備同等以上學習能力、並且在入學時年滿22歲者。

※ 本項目的報名對象主要是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專修學

校、以及各類學校的畢業生等。

■報名費

20,000日元

有關其他條件和應用語言學研究所、房地產學研究所博士後期
課程及入學考試的詳細內容，請另行參照 2023 年度研究生院
介紹及招生簡章。

博士前期課程·碩士課程

分類 報名受理期間 考試日期 合格通知日期

A 日程 2022 年 9 月 12 日∼ 9 月 16 日 2022 年 10 月 1 日 2022 年 10 月 7 日

B 日程 2023 年 1 月 23 日∼ 1 月 27 日 2023 年 2 月 27 日 2023 年 3 月 3 日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經濟學研究所

■房地產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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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科日語研修課程 向世界敞開的大學

■關於別科日語研修課程

　　日語研修課程於1991年開設，是奠定了本校國際交流理

念、為了接受大學教育進行必要的日語學習的教育機構。

　　與一般日語學校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別科的目的在於培養

學生進入日本的大學及研究生院。別科學生們在學完1年的課程

後，將分別進入明海大學等日本的國立、公立、私立各大學或研

究生院。

　　對別科畢業後獲准進入明海大學學部或研究生院學習者，全

額免除入學金。此外，對日語能力考試N1獲得者全額免除首年度

學費（698,000日元）（保健醫療學部及牙科學部除外）。

■特色

�	按能力分班的小班制教育
　　按照能力分班，可開展有效、周密的授課。

�	實用課程
　　以進入日本國內大學為首要目標，採用了實用課程。

3	推薦入學制度
　　對勤奮、優秀的學生，打開了向明海大學（外語學部、經

濟學部、房地產學部、旅遊觀光管理學部）推薦入學的大門。

4	同日本學生的交流
　　包括同本校外語學部的學生們交流等，組織與日語及日本

文化接觸的各種交流活動。

外國留學生人數（別科）　

*截至2021年5月1日

明海大學別科目前有來自下列國家或地區的留學生。

中國5名、越南2名、台灣1名、印度1名、印度尼西亞1名、

尼泊爾1名、菲律賓1名　共計12名

學費及獎學金等 可安心學習的學費和獎學金制度

■學費等的繳納金額

（2023年度） （單位：日元）

時期 入學金 ※學費 各項會費 合計

入學報到時 100,000 250,000 650 350,650

（10月） — 250,000 — 250,000

合計 100,000 500,000 650 600,650

※學費中不包括教材費。

■獎學金

	 明海大學豐田豐子獎學金

　　本項獎學金由在別科擔任「日本的狀況」等課程的豐田豐

子名譽教授的捐贈而設立。在需要獲得生活援助的立志昇學者

中，對學習積極性高、成績優秀、並且出席率高的別科學生，

透過評審支付獎學金。支付期間為6個月，每月50,000日元。

2021年度，2名別科學生領取了該獎學金。

昇學模式

別科日語研修課程

進 入 明 海 大 學

（學部、研究生院）

※	免除報名費及入

學金

進入其他日本的

大學、研究生院

進 入 日 本 的

企 業 等 工 作

日 本 留 學 考 試

別科日語研修課程
別科日語研修課程秉持作為建校精神的「國際交流」理念，以進入日本的大學或研究生院為目的，開展日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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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充實的課程

從報名到入學 春季學期、秋季學期均可入學

■選拔方法、結果

�	報名方法
報名時請將報名檔案郵送或送交到別科受理窗口。

�	選拔方法
根據報名檔案進行選拔。

3	合格通知
選拔結果以檔案通知本人（郵送）。

■報名資格

� 在外國修滿12年的學校教育普通課程、或與次相當者。

� 日語學習時間為150小時以上者（日語能力測驗為N5以上、或

J.TEST F級以上、或NAT-TEST 5級以上者佳）。

 （註）： 對於非漢字圈國家和地區（中國、台灣、韓國以

外），日語能力測驗為N4以上者。

3	日本國內日語教育機構的已在籍者報名時，成績及出席率符合

基準者〔原則上成績在合格基準（60％）以上、按小時計算

的出席率在90％以上者〕。

註1： 在日本國內日語教育機構的在籍期間為1年以上時無法報

名。

註2： 以短期居留（觀光簽證）來日時，不認可為在日本國內的報

名者。

■報名費

20,000日元

有關入學考試的詳細內容，請另行參照別科日語研修課程招生簡

章。（可透過本校網站瀏覽別科日語研修課程下載。www.meikai.

ac.jp/department-graduateschool/sjlc）

■報名期間等

分類 春季入學 秋季入學

受理報名期間

A日程
(海外、國內報名)

B日程
(海外、國內報名)

C日程
（國內報名）

D日程
(海外、國內報名)

E日程
(國內報名)

2022年
9月12日∼9月30日

2022年
10月24日∼11月11日

2023年
2月6日∼2月27日

2023年
4月3日∼4月21日

2023年
7月5日∼7月31日

合格通知 2022年10月11日 2022年11月22日 2023年3月7日 2023年5月9日 2023年8月21日

入學手續辦理
期限

2022年
10月12日∼10月21日

2022年
11月23日∼12月2日

2023年
3月8日∼3月17日

2023年
5月10日∼5月19日

2023年
8月22日∼9月1日

入學典禮 2023年4月上旬（預定） 2023年9月中旬（預定）

■課程

　　本課程以進入大學及研究生院為目的的外國留學生為對象，

以掌握在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所必要的日語能力為目標。此外，

透過加深對日本文化和社會的理解，促進在日本的生活與交流更

加圓滿順暢。

■日語 對應個人程度，進行系統性的日語教育。同時，

還針對在大學入學時測驗必要能力的「日本留

學考試」，提供應考對策。

 ● 文法

 ● 文字、詞彙

 ● 口語表達

 ● 聽力

 ● 閱讀能力

 ● 文章表達

■教育科目 透過廣泛學習日本的地理、產業、歷史、以及

時事問題等，達到更加深入瞭解日本的目的。

 ● 日本的狀況

■基礎教育科目 「日本留學考試」、大學入學考試出題的科目。

 ● 英語（※）

 ● 數學

 ● 社會

※ 雖然不屬於「日本留學考試」科目，但是不少

大學採用英語進行入學考試、或者入學後將英

語作為必修科目，因此英語學習十分重要。

■師資陣容 由具備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熱忱提供全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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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外國留學生的
學習支援課程
這是為了提高外國留學生的學習效果以及強化就職技能的學習支援課程。

〈對象：透過外國留學生特別入學考試進入學部的學生〉

日語教育的充實和強化

為了提高進入大學後的學習效果，對外國留學生的日語教育予以充實
和強化。

☞要點
◆ 作為必修課，入學後立即在大一集中授課。

◆ 採用20人左右的少人數制分班。

◆	對從入學到畢業的外部考試（JLPT和BJT等）進行輔導，致力於提高每一位學生的日語能力。

面向以達到N1水準為目標提供的留學生日語教育科目

科目名稱 開課期間等 學分 授課時間

基礎日語Ⅰ 大一全年每週1課 2學分 60小時

基礎日語Ⅱ 大一全年每週1課 2學分 60小時

基礎日語Ⅲ 大一全年每週1課 2學分 60小時

基礎日語Ⅳ 大一全年每週1課 2學分 60小時

※ 對於獲得「日語能力考試」N1級以上、或者「實用日語檢定」準B級以上者，可免修這些科目等，與日本學生同樣學習「學習的基礎

Ⅰ∼Ⅲ」。

就職技能教育的充實和強化

為了實現外國留學生的就職願望，充實和強化就職技能教育。

☞要點
◆ 開設外國留學生專門班。

◆ 實施面向外國留學生的實習，以主要在日本國內的企業以及海外的日資企業就職為目標。

◆ 除了授課之外，就職活動指導人員開展就職技能指導，向每一位學生提供周密的支援。

掌握就職技能的教育科目

科目名稱 開課期間等 學分 授課時間

就職技能規劃Ⅰ 大一後期每週1課 2學分 30小時

就職技能規劃Ⅱ 大二前期每週1課 2學分 30小時

就職技能規劃Ⅲ 大二後期每週1課 2學分 30小時

就職技能設計 大三全年每週1課 4學分 60小時

其他產學協作教育課程、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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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入學考試的詳細內容，請另行參照2023年度入學考試要點。

浦安校區

企劃宣傳課
郵遞區號279-8550

千葉縣浦安市明海1丁目

電話：047-355-1101
交通
●JR京葉線
從「東京」站乘坐快速電車約行駛16分鐘在「新浦安」站下
車，步行約8分鐘。
●東京地鐵東西線
從「大手町」站乘車約行駛16分鐘在「浦安」站下車，從「浦
安站入口」站乘坐東京海灣城交通(3)(11)(18)系統公車約行駛
15分鐘，在「明海大學前」站下車。

■問詢請洽

公車車站
（浦安站入口）

浦安交流道

永旺（AEON）

←至東京

首都高速灣岸線（357 號線）

至蘇我→

←至大手町 至西船橋→

　　　　至千葉→

東京灣 EMION酒店

全家便利商店

公車車站
（明海大學前）

明海大學

東京地鐵（東西線）

新浦安站

浦安站

插班入學考試
日語學科、英美語學科、漢語學科、經濟學科、房地產學科、旅遊觀光管理（HT）學科、口腔保健學科分

別招收3年級插班學生，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報名。

山梨縣山梨縣

茨城縣茨城縣

千葉縣千葉縣

神奈川縣神奈川縣

東京都東京都

靜岡縣靜岡縣

埼玉縣埼玉縣

北海道
札幌

仙台

關東關東

東北東北

東京東京

中部中部

名古屋名古屋近畿近畿

大阪大阪
中國中國

四國四國九州九州

福岡福岡

成田機場成田機場

羽田機場羽田機場

浦安校區
◎	學部

外語學部

經濟學部

房地產學部

旅遊觀光管理學部

◎	研究生院

應用語言學研究所

經濟學研究所

房地產學研究所

◎	別科

別科日語研修課程

■考試日程（普通）

報名受理期間　2022年10月3日∼10月14日

考試日期　2022年10月22日

■考試科目（普通）

「小論文」、「面試」

※英美語學科的面試包括英語運用能力診斷。

■報名資格

� 短期大學〔包括外國的短期大學、相當於外國短期大學被認定

的日本的學校（文部科學大臣認定的外國大學（相當於短期大

學）的日本學校）〕畢業、以及於2023年3月預計畢業者。

� 專修學校的專門課程（僅限學習年限為2年以上等符合文部科學

省大臣規定的基準者）結業（僅限符合學校教育法第90條第1款

規定者。）、以及於2023年3月預計結業者。

3 經濟學科的報名者應達到經濟學檢定B以上合格，或者應達到日

本商工會議所舉行的簿記檢定2級以上合格。

4 英美語學科以及HT學科（HTM）的報名者應在自考試日期起算

的2年內具備英語檢定考試等的CEFR B1水平以上的能力。（詳

情參見2023年度插班入學招生簡章）

5 HT學科（GMM）的報名者應在自考試日期起算的2年內獲得

IELTS 6.0以上或者TOEFL iBT 80以上的成績。

6 口腔保健學科的報名者應為在短期大學修滿成為牙科衛生士所

要求的必要課程者、以及於2023年3月預計結業者。

 專修學校的專門課程（僅限學習年限為2年以上等符合文部科學

省大臣規定的基準者）結業（僅限符合學校教育法第90條第1款

的規定、並修滿成為牙科衛生士所要求的必要課程者。）、以

及於2023年3月預計結業者。

7	 外國留學生應通過「日語能力考試」N1或1級，或者具備與此

相當的日語能力。（報名HT學科（GMM）者除外。）

8	 關於外國留學生，日本國內日語學校或專門學校等在籍者及曾

在籍者，在其最終所在校的本校指定期間的出席率應為90％以

上 ※短期大學除外。

有關其他各項條件，請參照2023年度插班學生招生

簡章。

■學費（減免30％授課費後）

3年級：994,800日元（包括入學金。）

4年級：783,600日元

※本校別科畢業生全額免除入學金

※HT學科除外

※ HTM：旅遊觀光管理專業

 GMM：全球經營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