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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明 海 大 学 

 

关于明海大学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2023登载内容（更改） 

 
现将明海大学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2023的登载内容部分更改如下。 
 
 
●第 3 页  入学考试 
外语／经济／房地产／旅游观光管理学部（商务及专门交流专业／数字创新专业） 
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现行】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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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后】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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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页  入学考试 
旅游观光管理学部（全球经营专业） 
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现行】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第一次 

考试日期 

第一次 

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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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后】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第一次 

考试日期 

第一次 

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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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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部（日语学科、英美语学科、汉语学科）
■经济学部
■房地产学部
■旅游观光管理学部

学部
浦安校区设有外语学部、经济学部、房地产学部、以及旅游观光管理学部等4个学部6个学科，位置靠近东京都市中心，
为许多来日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

学部·学科 靠近东京都市中心的浦安校区

外语学部
■日语学科	 培养深刻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兼备国际

感观和素质的日语专业人才。

■英美语学科	 在许多课程中采用英语进行讨论和辩论，
培养掌握高水准实用交流能力的人才。

■汉语学科	 通过独特的教学系统，全面开展以会话为
中心的语言教学，培养掌握国际社会通用
的汉语运用能力的人才。

经济学部
■经济学科	 培养掌握从地区社会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知

识，并兼备公共政策、金融、经营、会计、
财务等各领域高度能力，能够对现代全球
化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商务人员。

房地产学部
■房地产学科	 将经济、法律、设计等各种领域作为房地

产学开展综合学习，培养具备现实社会所
要求的知识的房地产专门人员。

旅游观光管理学部
■旅游观光管理学科
商务及专门交流专业（BPCM）

	 培养能够分享商务和交流知识，践行奢华
服务的人才。

数字创新专业（DXM）
	 培养领导人才，将数字创新融合到以往的

旅游观光管理学的知识中，以超越文理的
理解推动变革。

全球经营专业（GMM）
	 培养以今后将蓬勃发展的旅游观光产业为

中心，能够在国际社会广泛发挥作用的领
袖人才。

外国留学生人数（学部）　*截至2021年5月1日
明海大学浦安校区目前有来自下列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
中国 342 名、越南 169 名、斯里兰卡 10 名、韩国 9 名、
台湾 9名、蒙古 8名、尼泊尔 4名、马来西亚 4名、泰国 3名、
印度尼西亚 3名、缅甸 2名、菲律宾 2名、阿尔巴尼亚 1名、
乌兹别克斯坦 1名、加拿大 1名、柬埔寨 1名、肯尼亚 1名、
哥伦比亚 1名、孟加拉国 1名　共计 572名

学费及减免制度 学费减免 30％的制度

外语学部／经济学部／房地产学部
�	减免前的学费
第 1年	 1,205,300 日元
第 2年以后	 963,000 日元

�	减免制度、缴纳金额以及缴纳时间
(1)	以学业成绩达到标准者为对象。
(2)	根据学业成绩标准，减免学费中授课
费的 30％，在各年度 10 月的缴纳
金额中减免。

（减免后的学费　2023年度）　※减免后的金额	 （单位：日元）
学年 时间 入学金 ※学费 各项会费 合计

第 1年

入学报到时 230,000 469,000 37,300 736,300

（10月） — ※259,600 — 259,600

合计 230,000 728,600 37,300 995,900

第 2年
以后

（4月） — 469,000 25,000 494,000

（10月） — ※259,600 — 259,600

合计 — 728,600 25,000 753,600

（注 1）入学后第 4年的 10月需另外缴纳校友会终身会费 30,000 日元
（注 2）本校别科毕业的学生全额免除入学金

■各类奖学金

�	明海大学浦安校区学习奖励奖学金制度（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
　　以向具有高度学习积极性的外国留学生提供经济支援为目
的，减免入学年度学费的奖学金制度。
(1)	对象人员
	 ·参加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入学的自费外国留学生
	 ·入学时具备“日语能力考试”N1者
(2)	减免额
	 入学年度的学费全额［年度金额 698,000 日元］

�	文部科学省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促进接收留学生项目）
　　这是以自费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金制度，设有以入学
前的日本留学考试成绩优秀者为对象的预约者名额以及以不是
预约者的学生为对象的一般名额。一般名额的招募人数每年都
会变动。
※请注意，也有不招募的情况。

3	其他
　　各非官方奖学金提供团体等的奖学金

留学生支援制度 可安心学习的奖学金和支援制度

外语学部／经济学部／房地产学部／旅游观光管理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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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考试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入学考试日程等

外语学部／经济学部／房地产学部／旅游观光管理学部（旅游观光管理专业）

■考试科目（普通）

�	已在日本国内居留者
“日语（笔试）”、“面试”、“日语运用能力诊断或英语运用能力诊断”
※	笔试实施方法
	 A日程：本校的考试
	 B日程：本校的考试、或采用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
※	日语运用能力诊断或英语运用能力诊断
	 日语学科、汉语学科、经济学科、房地产学科为日语运用能力
诊断

	 英美语学科、旅游观光管理学科为英语运用能力诊断

�	在海外居住者【来日前的入学考试（A日程）】
“日语”、“综合科目或数学（课程1）
※以上均采用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
“志愿理由书”（用日语填写）

3	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采用范围
	 B 日程：2021年 11月、2022年 6月及 11月
※	日本留学考试各科目成绩按 100分满分换算，日语的“记述”
考试用于综合判定资料。

■报名资格（普通）

�	无日本国籍者。
�	在外国的学校教育修满 12年课程者；或 2023 年 3月 31日
之前预计修满者；或与此相当、由文部科学大臣指定者。

3	作为日语学校或专门学校等的在籍者、或曾在籍者，在其最终
所在校的在籍期间的出席率应为90％以上（小数点以下舍去）。

4	应获得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举行的“日语能
力考试”N2级以上。

※	关于英美语学科及汉语学科，分别以该语言为母语、本国语
言者不可报名。

■报名费

30,000 日元

有关其他各项条件和入学考试的详细内容，请另行参照 2023
年度入学者选拔考试要点。

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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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观光管理学部（全球经营专业）
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第一次考试日期 第一次合格通知日期 第二次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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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科目（普通）

�	已在日本国内居留者
“讲义理解能力判定测验”、“面试”

�	在日本国外居住者【赴日前的入学考试】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照附册概要。

■报名资格（普通）

�	无日本国籍者。

�	在外国的学校教育修满 12年课程者；或 2023 年 3月 31日
之前预计修满者；或与此相当、由文部科学大臣指定者。

3	作为日语学校或专门学校等的在籍者、或曾在籍者，在其最终
所在校的在籍期间的出席率应为90％以上（小数点以下舍去）。

■报名费

30,000 日元

有关其他各项条件和入学考试的详细内容，请另行参照 2023
年度入学者选拔考试要点。

■对留学生的支援

�	代办业务（签证延期等的代理申请）
　　关于向出入国再留管理局提出居留相关的各项申请（签证
延期、资格外活动许可等），本校按一定条件代办申请。

�	关于学生宿舍等
　　设有专用学生宿舍“maison	TIME”，只要是明海大学的
学生都可以入住。（不是留学生专用宿舍。）另外，有关租借公
寓等时的连带保证，设有以下两种制度。
①	株式会社全球信赖网（Global	Trust	Networks）的房屋
租借保证服务

②	明海大学的机构保证制度

3	关于保证人
　　如果没有保证人，将介绍一般社团法人国际交流支援协会
的机构保证制度。

4	关于留学生的求职辅导
　　举办也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企业联合说明会等，积极辅
导留学生求职。

－以留学生为对象的活动－（2021年度的实际活动）
［本科］	 2年级
	 3 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说明会
	 3 年级
	 9 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指南
	 2月	 校内行业研究讲座（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40家企业）
	 3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5家企业）
	 3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说明会
	 4 年级
	 5 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6家企业）
	 6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4家企业）
	 9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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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 培养具备高度专业知识及能力的人才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应用语言学”广泛研究语言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涉及外语
教育、语言与社会、心理、计算机、文学及文化等各种领域。本
研究所设有语言教育、语言理论、语言文化 3个课程，还同时开
设了日语教育、英语教育课程。
※	学位
〈博士前期课程〉硕士（应用语言学）或硕士（日语教育学）
〈博士后期课程〉博士（应用语言学）或博士（日语教育学）

经济学研究所
　　由国际经济、开发经济、福祉、人口问题、税法、经营、会
计学等经济学及与其相关的学术群和实际业务群的跨学科性科目
构成。在基础、学术及实际业务科目群的两个专业领域培养每一
位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了开设这样的课程，本研究所配备了实际
经验丰富的教师。此外，我们还将重点放在实证分析和计算机运
用课程方面。
※学位
〈硕士课程〉硕士（经济学）

房地产学研究所
　　房地产学研究所是日本国内唯一将法学、工程学、经济学、
以及经营学等领域分别研究的成果融合成为“房地产学”、对从
房地产市场分析到城市环境创造开展综合性研究的研究所。本研
究所分房地产分析、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商务 3个专业领域，广
泛提供高度专业性课程。
※学位
〈博士前期课程〉硕士（房地产学）
〈博士后期课程〉博士（房地产学）

外国留学生人数（研究生院）
　*截至2021年 5月 1日

明海大学研究生院浦安校区目前有来自下列国家或地区的留
学生。
中国 33名、越南 1名、韩国 1名、台湾 1名、蒙古 1名、
老挝 1名　共计 38名

学费及减免制度 学费减免 30％的制度

应用语言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房地产学研究所
�	减免前的学费
第 1年	 901,200 日元
第 2年以后	 700,000 日元

�	减免制度、缴纳金额以及缴纳时间
(1)	以学业成绩达到标准者为对象。
(2)	根据学业成绩标准，减免学费中授课
费的 30％，在各年度 10 月的缴纳
金额中减免。

（减免后的学费　2023年度）　※减免后的金额	 （单位：日元）

学年 时间 入学金 ※学费 各项会费 合计

第一年

入学报到时 200,000 350,000 1,200 551,200

（10月） — ※200,000 — 200,000

合计 200,000 550,000 1,200 751,200

第二年
以后

（4月） — 350,000 — 350,000

（10月） — ※200,000 — 200,000

合计 — 550,000 — 550,000

（注 1）本校学部毕业生及别科毕业生全额免除入学金。
（注 2）本校硕士课程或博士前期课程结业学生就读博士后期课程者全额免除入学金。
（注 3）博士后期课程的各项会费共计 1,800 日元。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经济学研究所

■房地产学研究所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致力于培养高度的专业知识及能力。目前，研究生院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在籍，与日本人研究生院学生一起
相互学习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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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支援制度 可安心学习的奖学金和支援制度

■各类奖学金

�	国费留学生
　　作为研究生院的自费留学生，具有成为日本政府的国费留
学生的制度。
(1)	采用条件（研究生院研究生）：4月 1日时未满 35岁等。
(2)	支付内容：	支付额

研究生院研究生
博士　148,000 日元／月
硕士　147,000 日元／月
（至正式课程结业为止的期间）
※另行支付授课费

(3)	2022 年度领取人（研究生院研究生）：无

�	文部科学省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促进接收留学生项目）
　　这是以自费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金制度，招募人数每
年都会变动。
※请注意，也有不招募的情况。

3	其他　各非官方奖学金提供团体等的奖学金

■对留学生的支援

�	代办业务（签证延期等的代理申请）
　　关于向出入国再留管理局提出居留相关的各项申请（签证
延期、资格外活动许可等），本校按一定条件代办申请。

�	关于学生宿舍等
　　设有专用学生宿舍“maison	TIME”，只要是明海大学的
学生都可以入住。（不是留学生专用宿舍。）另外，有关租借公
寓等时的连带保证，设有以下两种制度。
①	株式会社全球信赖网（Global	Trust	Networks）的房屋
租借保证服务

②	明海大学的机构保证制度

3	关于保证人
　　如果没有保证人，将介绍一般社团法人国际交流支援协会
的机构保证制度。

4	关于留学生的求职辅导
　　举办也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企业联合说明会等，积极辅
导留学生求职。

－以留学生为对象的活动－（2021年度的实际活动）
［研究生院］
1年级
9 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指南
2月	 校内行业研究讲座（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 40家企业）
3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 5家企业）

2年级
5 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 6家企业）
6月	 校内企业研讨会（以留学生为招聘对象的 4家企业）
9月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求职指南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房地产学研究所

入学考试 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入学考试日程等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房地产学研究所

■考试科目

●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外语（从日语、英语、汉语中任选其一，但不得选择母语）”、“专
业科目（〈必须〉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小论文，〈选择〉从有关日
语、英语、汉语的专业知识中任选 1题）”、“面试”。

●		经济学研究所
“小论文（〈必须〉有关经济的时事问题 )”，“专业科目（〈选择〉
从有关经济学、经营及会计学、税法的问题中任选1题）”、“面试”

●		房地产学研究所
“专业科目（〈必答〉有关房地产的时事问题、〈选择〉从法律、
经济学、城市建设、房地产鉴定评估的相关问题中任选其一）”、
“面试”

■报名资格

�	日本国内的大学毕业、以及于 2023年 3月预计毕业者。
※在 4年制大学获得学位者（包括预计获得学位者）

�	在外国的学校教育修满 16年课程者、以及预计 2023年 3月
修满者。
※在 4年制大学获得学位者（包括预计获得学位者）

3	在本研究生院，通过单独的入学资格审查，被认定与大学毕业
生具备同等以上学习能力、并且在入学时年满 22岁者。
※	本项目的报名对象主要是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
校、以及各类学校的毕业生等。

■报名费

20,000 日元

有关其他条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房地产学研究所博士后期
课程及入学考试的详细内容，请另行参照 2023 年度研究生院
介绍及招生简章。

博士前期课程·硕士课程

分类 报名受理期间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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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经济学研究所

■房地产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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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科日语研修课程 向世界敞开的大学

■关于别科日语研修课程

　　日语研修课程于 1991年开设，是奠定了本校国际交流理念、
为了接受大学教育进行必要的日语学习的教育机构。
　　与一般日语学校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别科的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进入日本的大学及研究生院。别科学生们在学完1年的课程后，
将分别进入明海大学等日本的国立、公立、私立各大学或研究生
院。

　　对别科毕业后获准进入明海大学学部或研究生院学习者，全
额免除入学金。此外，对日语能力考试N1获得者全额免除首年
度学费（698,000 日元）（保健医疗学部及牙科学部除外）。

■特色

�	按能力分班的小班制教育
　　按照能力分班，可开展有效、周密的授课。

�	实用课程
　　以进入日本国内大学为首要目标，采用了实用课程。

3	推荐入学制度
　　对勤奋、优秀的学生，打开了向明海大学（外语学部、经
济学部、房地产学部、旅游观光管理学部）推荐入学的大门。

4	同日本学生的交流
　　包括同本校外语学部的学生们交流等，组织与日语及日本
文化接触的各种交流活动。

外国留学生人数（别科）　
*截至2021年 5月 1日

明海大学别科目前有来自下列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
中国5名、越南2名、台湾1名、印度1名、印度尼西亚1名、
尼泊尔 1名、菲律宾 1名　共计 12名

学费及奖学金等 可安心学习的学费和奖学金制度

■学费等的缴纳金额

（2023年度）	 （单位：日元）

时期 入学金 ※学费 各项会费 合计

入学报到时 100,000 250,000 650 350,650

（10月） — 250,000 — 250,000

合计 100,000 500,000 650 600,650

※学费中不包括教材费。

■奖学金

	 明海大学丰田丰子奖学金
　　本项奖学金由在别科担任“日本的状况”等课程的丰田丰
子名誉教授的捐赠而设立。在需要获得生活援助的立志升学者
中，对学习积极性高、成绩优秀、并且出席率高的别科学生，
通过评审支付奖学金。支付期间为6个月，每月50,000日元。
2021年度，2名别科学生领取了该奖学金。

升学模式

别 科 日 语
研 修 课 程

进 入 明 海 大 学
（学部、研究生院）
※	免除报名费及
入学金

进入其他日本的
大学、研究生院

进 入 日 本 的
企 业 等 工 作

日 本 留 学 考 试

别科日语研修课程
别科日语研修课程秉持作为建校精神的“国际交流”理念，以进入日本的大学或研究生院为目的，开展日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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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充实的课程

从报名到入学 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均可入学

■选拔方法、结果

�	报名方法
　　报名时请将报名文件邮送或送交到别科受理窗口。

�	选拔方法
　　根据报名文件进行选拔。

3	合格通知
　　选拔结果以文件通知本人（邮送 )。

■报名资格

�		在外国修满 12年的学校教育普通课程、或与此相当者。

�	日语学习时间为 150小时以上者（日语能力测验为N5以上、
或 J.TEST	F 级以上、或NAT-TEST	5 级以上者佳）。
（注）：	对于非汉字圈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韩国以外），

日语能力测验为N4以上者。

3	日本国内日语教育机构的已在籍者报名时，成绩及出席率符合
基准者［原则上成绩在合格基准（60％）以上、按小时计算的
出席率在 90％以上者］。
注1：	在日本国内日语教育机构的在籍期间为 1年以上时无法

报名。
注2：	以短期居留（观光签证）来日时，不认可为在日本国内

的报名者。

■报名费

20,000 日元

有关入学考试的详细内容，请另行参照别科日语研修课程招生
简章。（可通过本校网站浏览别科日语研修课程下载。	www.
meikai.ac.jp/department-graduateschool/sjlc）

■报名期间等

分类 春季入学 秋季入学

受理报名期间

A日程
（海外、国内报名）

B日程
（海外、国内报名）

C日程
（国内报名）

D日程
（海外、国内报名）

E日程
（国内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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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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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典礼 2023年 4月上旬（预定） 2023年 9月中旬（预定）

■课程

　　本课程以进入大学及研究生院为目的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
以掌握在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所必要的日语能力为目标。此外，
通过加深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促进在日本的生活与交流更
加圆满顺畅。

■日语	 对应个人程度，进行系统性的日语教育。同
时，还针对在大学入学时测验必要能力的“日
本留学考试”，提供应考对策。
●文法
●文字、词汇
●口语表达
●听力
●阅读能力
●文章表达

■教育科目	 通过广泛学习日本的地理、产业、历史、以及
时事问题等，达到更加深入了解日本的目的。
●日本的状况

■基础教育科目	 “日本留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出题的科目。
●英语（※）
●数学
●社会
※	虽然不属于“日本留学考试”科目，但是
不少大学采用英语进行入学考试、或者入
学后将英语作为必修科目，因此英语学习
十分重要。

■师资阵容	 由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热忱提供全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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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教育的充实和强化
为了提高进入大学后的学习效果，对外国留学生的日语教育予以充实
和强化。

☞要点
❖作为必修课，入学后立即在大一的集中授课。
❖采用 20人左右的少人数制分班。
❖对从入学到毕业的外部考试（JLPT 和 BJT 等）进行辅导，致力于提高每一位学生的日语能力。

面向以达到N1水准为目标提供的留学生日语教育科目

科目名称 开课期间等 学分 授课时间

基础日语 I 大一全年每周 1课 2学分 60小时

基础日语Ⅱ 大一全年每周 1课 2学分 60小时

基础日语Ⅲ 大一全年每周 1课 2学分 60小时

基础日语Ⅳ 大一全年每周 1课 2学分 60小时

※	对于获得“日语能力考试”N1级以上、或者“实用日语检定”准B级以上者，可免修这些科目等，与日本学生同样学习“学
习的基础Ⅰ〜Ⅲ”。

就职技能教育的充实和强化
为了实现外国留学生的就职愿望，充实和强化就职技能教育。

☞要点
❖开设外国留学生专门班。
❖实施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实习，以主要在日本国内的企业以及海外的日资企业就职为目标。
❖除了授课之外，就职活动指导人员开展就职技能指导，向每一位学生提供周密的支援。

掌握就职技能的教育科目

科目名 开课期间等 学分 授课时间

就职技能规划Ⅰ 大一后期每周 1课 2学分 30小时

就职技能规划Ⅱ 大二前期每周 1课 2学分 30小时

就职技能规划Ⅲ 大二后期每周 1课 2学分 30小时

就职技能设计 大三全年每周 1课 4学分 60小时

其他产学协作教育课程、实习等

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学习支援
课程
这是为了提高外国留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强化就职技能的学习支援课程。
〈对象：通过外国留学生特别入学考试进入学部的学生〉



9

山梨县山梨县

茨城县茨城县

千叶县千叶县

神奈川县神奈川县

东京都东京都

静冈县静冈县

埼玉县埼玉县

北海道
札幌

仙台

关东关东

东北东北

东京东京
中部中部

名古屋名古屋近畿
大阪

中国中国

四国四国九州九州

福冈福冈

成田机场成田机场

羽田机场羽田机场

浦安校区
◎	学部
外语学部
经济学部
房地产学部
旅游观光管理学部

◎	研究生院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经济学研究所
房地产学研究所

◎	别科
别科日语研修课程

有关入学考试的详细内容，请另行参照 2023年度入学考试要点。

浦安校区
企划宣传课
邮政编码 279-8550
千叶县浦安市明海 1丁目

电话：047-355-1101
交通
● JR京叶线
从“东京”站乘坐快速电车约行驶16分钟在“新浦安”站下车，
步行约8分钟。
●东京地铁东西线
从“大手町”站乘车约行驶16分钟在“浦安”站下车，从“浦
安站入口”站乘坐东京海湾城交通 (3)(11)(18) 系统公交车约
行驶15分钟，在“明海大学前”站下车。

■问询请洽

公交车车站
（浦安站入口）

浦安交流道

永旺（AEON）

←至东京

首都高速湾岸线（357号线）

至苏我→

←至大手町 至西船桥→

至千叶→

东京湾EMION酒店

全家便利商店

公交车车站
（明海大学前）

明海大学

东京地铁（东西线）

新浦安站

浦安站

■考试日程（普通）

报名受理期间　2022年 10月 3日〜 10月 14日

考试日期　2022年 10月 22日

■考试科目（普通）

“小论文”、“面试”

※英美语学科的面试包括英语运用能力诊断。

■报名资格

�	 短期大学〔包括外国的短期大学、相当于外国短期大学被认
定的日本的学校（文部科学大臣认定的外国大学（相当于短

期大学）的日本学校）〕毕业、以及于2023年 3月预计毕业者。

�	 专修学校的专门课程（仅限学习年限为 2年以上等符合文部
科学省大臣规定的基准者）结业（仅限符合学校教育法第 90

条第 1款规定者。）、以及于 2023年 3月预计结业者。

3	经济学科的报名者应达到经济学检定B以上合格，或者应达到
日本商工会议所举行的簿记检定 2级以上合格。

4	 英美语学科以及HT学科（HTM）的报名者应在自考试日期
起算的 2年内具备英语检定考试等的CEFR	B1 水平以上的

能力。（详情参见 2023年度插班入学招生简章）

5	 HT 学科（GMM）的报名者应在自考试日期起算的 2年内获
得 IELTS	6.0 以上或者 TOEFL	iBT	80 以上的成绩。

6	 口腔保健学科的报名者应为在短期大学修满成为牙科卫生士
所要求的必要课程者、以及于 2023年 3月预计结业者。

	 专修学校的专门课程（仅限学习年限为 2年以上等符合文部

科学省大臣规定的基准者）结业（仅限符合学校教育法第 90

条第 1款的规定、并修满成为牙科卫生士所要求的必要课程

者。）、以及于 2023年 3月预计结业者。

7	 外国留学生应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1或1级，或者具备与
此相当的日语能力。（报名HT学科（GMM）者除外。）

8	 关于外国留学生，日本国内日语学校或专门学校等在籍者及
曾在籍者，在其最终所在校的本校指定期间的出席率应为

90％以上	※短期大学除外。

有关其他各项条件，请参照 2023 年度插班学生招
生简章。

■学费（减免30％授课费后）

3 年级：994,800 日元（包括入学金。）

4年级：783,600 日元

※	本校别科毕业生全额免除入学金

※	HT学科除外

插班入学考试
日语学科、英美语学科、汉语学科、经济学科、房地产学科、旅游观光管理（HT）学科、口腔保健学科
分别招收 3年级插班学生，外国留学生也可以报名。

※	 HTM：旅游观光管理专业

	 GMM：全球经营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