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语言学院（Yu Language Academy）

友国际文化学院（ Yu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ademy ）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Yu Language Academy SAPPORO）



友语言学院

＜前往友语言学院的交通路线＞

● JR 新大久保站（电车）下车 步行１２分

● 都营大江户线 东新宿（地下铁）下车 步行７分

● 副都心线 西早稻田站（地下铁）下车 步行５分

＜前往友国际文化学院的交通路线＞

● JR新大久保站（电车）下车 步行３分

住所：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16－25

TEL： +81-3-3209-0160 FAX： +81-3-3209-0170

URL ： http://www.yula.jp

E-mail ： info@yula.jp

住所：東京都新宿区百人町2－20－17

TEL： +81-3-5925-1620 FAX： +81-3-5925-1920

URL ： http://www.yula.jp /yica/

E-mail ： info@yula.jp

友国际文化学院

日本法务省告示校

优良校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前往友语言学院札幌校的路线＞

● JR苗穂站（电车）下车 步行 ２分

仅距离JR 札幌站（电车）1站！

※详细内容请参照札幌校资费。

住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2条15－26－30

TEL：+81-11-212-1987 FAX：+81-11-212-1988

优良校

2018年4月开校！



友语言学院

定员 : 300名

<现在各国学生所占比例>

俄罗斯１５%, 韩国・台湾地区１０%,中国１０％蒙古１０%, 越南４０%

其他(乌克兰,菲律宾,马来西亚,尼泊尔等) １５%

本館 新館

有各国母语工作人员应对！

＜英语・韩语・汉语・俄语・越南语・蒙语等＞



友国际文化学院

定员 : 120名

<现在各国学生所占比例>

中国 25%, 蒙古25%, 越南 35%, 尼泊尔5%

其他(缅甸, 台湾地区等) 10%

友国际文化学院的外观

有各国母语工作人员应对！

＜英语・韩语・汉语・俄语・越南语・蒙语等＞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定员 : 100名
韩国２０%, 台湾地区１０%, 越南２５%, 尼泊尔２０%，中国５%, 

其他２０%（乌克兰,印尼,俄罗斯,马来西亚等）

学校外观

1F 接待处

教室风貌

※详细内容请参照札幌校资料。



学ぼう日本語（上級）

友语言学院

学ぼう日本語（中上級）

学ぼう日本語（中級）

学ぼう日本語（初中級）

中級を学ぼう（中級前期）

中級を学ぼう（中級中期）

中級へ行こう

文化初級日本语Ⅰ

文化初級日本語Ⅱ

いつかどこかで



できる日本语（中級） できる日本語（初中級）
できる日本語（初級）

大学生になるための日本語１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个人笔记本 租借

（仅限友国际文化学院）

できる日本語（中級）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课程 入学金 课程费 教材费
施设・设备・课外课程・

※保险费
合计金额

升学1年课程 50,000日币 636,000日币 22,000日币 73,000日币 781,000日币

升学2年课程 50,000日币 1,272,000日币 44,000日币 146,000日币 1,512,000日币

升学1.9年课程 50,000日币 1,116,750日币 38,500日币 127,750日币 1,333,000日币

升学1.6年课程 50,000日币 954,000日币 33,000日币 109,500日币 1,146,500日币

升学1.3年课程 50,000日币 795,000日币 27,500日币 91,250日币 963,750日币

＜关于各类课程 1年 合计金额＞
※选考费：30,000日币

＜关于 每6个月 的分期付款＞
※选考费：30,000日币

升学2年课程
标准

入学金 课程费 教材费
施设・设备・课外课程・

※保料费
合计金额

1学期(6个月) 50,000日币 318,000日币 11,000日币 37,000日币 416,000日币

2学期(6个月) - 318,000日币 11,000日币 36,000日币 365,000日币

3学期(6个月) - 318,000日币 11,000日币 36,500日币 365,500日币

4学期(6个月) - 318,000日币 11,000日币 36,500日币 365,500日币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课程 入学金 课程费 教材费
施设・设备・课外课程・

※保险费
合计金额

升学1年课程 50,000日币 616,000日币 22,000日币 43,000日币 731,000日币

升学2年课程 50,000日币 1,232,000日币 44,000日币 86,000日币
1,412,000日

币

升学1.6年课程 50,000日币 924,000日币 33,000日币 64,500日币
1,071,500日

币

<关于各类课程 1年 合计金额>
※选考费：30,000日币

<关于每6个月 的分期付款>
※选考费：30,000日币

升学2年课程
标准

入学金 课程费 教材费
施设・设备・课外课程・

※保险费
合计金额

1学期(6个月) 50,000日币 308,000日币 11,000日币 22,000日币 391,000日币

2学期(6个月) - 308,000日币 11,000日币 21,000日币 340,000日币

3学期(6个月) - 308,000日币 11,000日币 21,500日币 340,500日币

4学期(6个月) - 308,000日币 11,000日币 21,500日币 340,500日币



友ランゲージアカデミー 友国際文化学院

课程 学费 网课内容 上课时间

大学文科课程 650,000円 综合科目・数学1或2・英语（TOFEL)・物理・化学・生
物・EJU词汇、听力、阅读理解、会话、小论文、面试
指导等专门演练科目（1对1）

平日・祝日
18：00～21：00

土・日
9：00～22：00

大学理科课程 750,000円

大学院文/理
课程

750,000円
研究计划书、真题练习、面试练习、模拟面试（由日本
籍老师实施）

美术大学课程 950,000円 日语强化训练、专门科目（素描课、色彩立体构成课、
设计）、面试指导、研究计划书+制作作品集（大学
院）等

美术大学院
课程

850,000円

音乐大学/大学院
课程

1,200,000円
日语强化训练、专门科目（1对1）、乐理、和声、作曲
知识、论文、面试指导、研究计划书（大学院）等

应学生和家长的强烈要求，本校和专门研究教育机构联合举办针对大学、大学院的应试
专门课程。＜各课程学费＞

※除EJU日语科目外，其他科目学生需要达学生需要达到N3水平后才能参加。根据课程和考试科目的不同，上
课内容将会分阶段进行，小班化教学。和其他私塾不同的是，本校和此专门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可互相及时
把握学生的出席和学习状况。因此可以及时跟进并解决学生在日语学校和私塾所发现的问题点，以万全的准
备来护航本校学生升学。非合作机构则双方无法进行上述有针对性的辅导。 ※共提供一年的课程，如果第一
年内没有考上大学的话，第二年可以免费再上同样的课程。距学校或者宿舍的距离：徒步5～10分钟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上午班

第１节课 ０９：００～０９：５０

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０９：５５～１０：４５

１０分休息

第3节课 １０：５５～１１：４５

５分休息

第4节课 １１：５０～１２：４０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下午班

第１节课 １３：００～１３：５０

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１３：５５～１４：４５

１０分休息

第3节课 １４：５５～１５：４５

５分休息

第4节课 １５：５０～１６：４０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上午班

第１节课 ０９：００～１０：３０

１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１０：４５～１２：１５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下午班

第１节课 １３：１５～１４：４５

１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１５：００～１６：３０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上午班

第１节课 ０９：００～０９：４５

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０９：５０～１０：３５

１０分休息

第3节课 １０：４５～１１：３０

５分休息

第4节课 １１：３５～１２：２０

时间表（星期一～星期五）：下午班

第１节课 １３：１０～１３：５５

５分休息

第2节课 １４：００～１４：４５

１０分休息

第3节课 １４：５５～１５：４０

５分休息

第4节课 １５：４５～１６：３０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１．设有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支援制度（１）

<友语言集团校 奖学金制度>

颁发对象为因经济原因而需要奖学金，并且出席率，成绩，课堂态度等方面优秀

的学生。提交奖学金申請理由书，根据审查结果进行选拔。

[对象 １名～２名 / 奖学金支付额 １０万日币 /支付月 : 每年四次 授与

３月、６月、９月、１２月]

<支援奖学金制度(提供在本公司 (licenseacademy)和学校的打工)>

颁发对象为因经济原因而需要奖学金，并且出席率、成绩、课堂态度等方面优秀的学生。

通过面试選抜。

前期：４月～９月、后期：１０月～３月

可在学校内及集团公司进行为期6个月打工的保证制度。

[打工内容]

口语课堂讲师, 集团公司事务工作人员、学校打扫、酒店打扫、

饭店工作人员、各种当日业务等 （时薪：1,000日币）



<文部科学省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金 （奖学金） 支援制度>

日本文部科学省为了更积极地招收外国留学生而设的私费留学生支援制度。

对目标为升入日本的专门学校及大学、并且成绩・出席优秀的同学，由文部科学省颁发的学习

奖励金（奖学金）制度。

[对象 1名～2名 / 奖学金支付额 3万日币 / 1年 (或6个月)毎月支付。

<在校生的生活援助>

本公司旗下餐厅 在校生优惠制度。

[Yumeiro cafe] 早餐/午餐

每餐360日币即可！

< 打工介绍制度>

面向持有留学・打工度假签证的人召开打工説明会等。

－日本最大级别的综合折扣商店「唐吉诃德」等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１．设有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支援制度（２）

（有） （无）



２. 学生宿舍完备！（※详细内容请参照附页）

敝公司的持有房产：8处

合计 120名可以入住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敝公司的持有房产：1处

合计 20名可以入住



３. 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１）

★日语学校对抗运动节 ★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升学说明会（大学、专门学校）

★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２）



★和服课堂, 茶道课堂★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３）



★林间夏令营（2天1晚）★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４）



★巢鸭节★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５）



★演讲比赛★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６）



★国际交流会★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７）



★迪士尼乐园 &富士急HighLand★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８）



★参观专门学校及大学★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３.每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９）



４.开设专业专攻课程

IT/CG/游戏 漫画/插画 汽车维修

烹饪/糕点制作
美容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实施中） （预定）



５.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及就职指导老师进行细致入微的升学指导。

<专门学校・大学升学咨询>

●对以升学为目标的留学生，各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将会定期实施个人面谈。

●对志在升入专门学校和大学的学生开展升学咨询的面谈，积极开展应对考试及面

试等的事前准备指导。

●关于向目标学校所需提交的报名资料，将提供相关指导教学以及修改指导。

●实施校内升学说明会，提供从专门学校・大学相关人员得到的直接入学讯息。

<就职咨询 >

●面向想要在日本就职的留学生和持有打工度假签证的同学，召

开校内说明会。

●有专门负责就职的老师进行个人谈话。

●各种就职说明会的告知。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札幌校●关于升学课程

●关于升学课程

<招生时期>

★ 4月入学：前年度 9月 ～ 11月中旬

★ 7月入学：当年度 1月 ～ 3月中旬

★10月入学：当年度 3月 ～ 5月中旬

★ 1月入学：前年度 7月 ～ 9月中旬

－ 4月入学：升学１年/２年课程

－10月入学：升学１年６个月课程

－ 4月入学：升学１年/２年课程

－ 7月入学：升学１年９个月课程

－10月入学：升学１年６个月课程

－ 1月入学：升学１年３个月课程

●短期课程入学時期

<常年招收短期生>

●短期3个月课程

●短期研修方案：(1周/2周/3周课程等)



「关于升学实绩」

日本电子专门学校 ／ 东京外国语专门学校／日本健康医療专门学校

辻（tsuji）调理师专门学校 ／ 日本外国语专门学校 ／ 文化服饰专门学校

东京动漫声优专门学校 ／ 服部营养专门学校 ／东京国际经济学院

好莱坞美容专门学校／文化服装专门学校 等

「关于就职实绩」

上智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武藏野美术大学大学院/早稻田大学／

法政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宇都宫大学大学院/横滨国立大

学大学院/武藏野学院大学／近畿大学/大阪大学／千叶大学/东洋

大学 等

★ 为了使本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学校，积极开展细致的升学指导和个人面谈。

各种领域/职业的就职。
主要为IT / 游戏软件相关企业、广告企划、旅行、汽车保养维修、酒店、旅游

友语言学院 友国际文化学院 友语言学院 札幌校



为了大家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友语言集团校的

全体教职员将进行全方位的支援！

友语言集团校
Yu Language group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