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衷心祝贺各位同学被创价大学录取。 

请各位仔细阅读入学手续纲要，并在指定日期前办理入学手续。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入学手续的同学，将会被取消入学资格，请务必注意。 

     规定的时间均为日本时间（JST）。 

 

 

 

【入学手续相关问题咨询】 

创价大学 国际部 国际课 

 

Tel: +81-42-691-8230 

Fax: +81-42-691-9456 

E-mail: welcome@soka.ac.jp 

创价大学 

入学手续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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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入学手续步骤                                

请按照以下步骤办理入学手续。 

请仔细阅读每一页的内容后，按照规定的时间办理相关手续。 

 

１.１ 提交各种书面材料                             

 

 截止日期 资料 页数 

第 1次 2018年 12月 10日（一） 

① 申请签证所需信息 p.4 

② 护照复印件 p.4 

③ 入宿申请书（在线填写） p.6 

第 2次 2019年 2月 15日（五） 

④ 来日日程汇报（在线填写） p.13 

⑤ 麻疹・风疹疫苗接种调查表 p.14 

⑥ 健康问卷调查 p.14 

⑦ 开学典礼监护人入场券申请 p.17 

赴日后 开学后的生活指导会上填写并提交 
⑧ 个人信息同意书 p.17 

⑨ 入宿誓约书（仅入宿同学提交） p.17 

※请各位严格遵守各种材料提交的截止日期。 

 

１.２ 各类费用缴费                              

 

支付种类・通知 通知时间 支付期限 

入学金・学费：“入学金・学费支付通知” 
２０１９年１月末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 

住宿费：“入宿通知・住宿费支付书” 

※缴费截止日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四）之前使用信用卡支付。 

 

1) 原则上，请使用信用卡支付。如有特殊原因无法用信用卡支付时，也可以海外汇款（汇款

手续费由付款人承担）。想要咨询海外汇款的话，请注明考号和姓名发邮件至国际部国际

课。  

邮件：welcome@soka.ac.jp 

 

2)有关入学通知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COE） 

截止日期为止，学校确认收到①～③的资料以及入学金・学费缴费后，将会顺序的邮寄入学

通知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3

mailto:welcome@soka.ac.jp


２. 入境手续                                                           

２.１ 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居住在海外的外国籍学生)                      

●提交”申请签证信息”和护照复印件 

现在居住在海外的同学，为了进入我校学习需要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大学将代理各位办理相关手续，请确认以下步骤。 

Step 1: 请在下方 URL 链接下载”申请签证信息”Excel 表格。 

下载后请直接使用电子版录入信息。 

※不接受手写的资料。 

 

Step 2: 请通过邮件提交“护照复印（照片・名字页）”和“申请签证信息”

一起附件。 

 

 

 

 

 

■还没有申请护照的同学，请尽快申请护照。最晚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提交。护

照和”申请签证信息”的一个字有差的话，将影响申请签证和赴日时间。请注

意。 

■持有日本国籍的同学不需要申请签证。请将护照照片页的复印发邮件提交。  

■已经持有“留学”签证的同学，需要办理更新。还有，如果需要办理签证资格

变更的同学，请自行办理。自行办理的同学，申请书上需要大学代表者的签名

及盖章，请提前预约。 

■一般，“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预计在 3 月初办下来。一旦签证下来后，我们

将会邮寄给合格的同学。所以，请在“申请签证信息”申请书里的“重要材料

邮寄地址”的空格里，填写 2 月-3 月可以接收重要文件的地址。 

 

２.２ 取得在留资格后的流程                            

Step 1: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发放与否，由入境管理局审查决定。 

Step 2: 如顺利发放，学校将通知申请入学同学支付各项费用。确认费用到账

后，学校将邮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和“入学许可书”到提交“申

请签证信息”时的重要材料接收地址。预计在 3 月初寄送至申请入学

人员。 

如法务省通知申请入学同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拒签时，大学会

通知学生本人。（关于拒签理由学校也不会收到通知，故无法解答。

请各位谅解。） 

 

Step 3: 申请合格的同学携带“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及护照赴日本驻华大使

馆或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签证种类为“留学”） 

 

※申请签证时所需材料 

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请各位咨询各国的日本驻华大使馆或领事馆。  

提交材料：①“申请签证信息”Excel 表格”  https://tinyurl.com/ycvv2eyx  

②“护照复印（照片・名字页）” 

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10 日（一） 

提交邮箱 ：创价大学国际课 welcome@soka.ac.jp 

4

https://tinyurl.com/ycvv2eyx
mailto:welcome@soka.ac.jp


考号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2) 护照有效期 年 月 日

Number Date of expiration Year Month Day

(邮政编码/ZIP code：        　　　　        　             )

(邮政编码/ZIP code：        　　　　        　             )

次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The latest entry from Year Month Day Year Month Day）

犯罪记录 （包括在日本以外的记录。） Criminal record (in Japan / overseas)

有 （具体的内容 无
Yes (Details )  / No

被强制遣返回国记录

   Departure by deportation /departure order

（如选择『有』） 次数 次 最后一次遣返回国 年 月 日

 (If "Yes," how many times?) The latest departure by deportation Year Month Day

年

Total Years

有 无

Yes  / No

在日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以及同住者
   Any family in Japan (Father, Mother, Spouse, Son, Daughter, Brother, Sister or others) or co-residents? Please list.

经费支付 Method of financial support to meet your expenses while in Japan:

(1) 主要经费支付人 About your main financial supporter

①姓名 与申请人的关系
Name SOKA MANABU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FATHER

②住址 电话号码
Address Telephone No. 042-691-0000

③职业 （工作单位名称） 年收入 日元
Occupation (place of employment) Annual income Yen

(2) 支付方法以及月平均支付金额Method of support and an amount of support per month (average). Please check all that apply.

■ 由本人支付 日元 ■ 国外汇款 日元
Self Yen Remittance from abroad Yen

□ 国外带入 日元 ■ 在日经费支付人支付 日元
Cash from abroad Yen Financial supporter in Japan Yen（携行者 携行時期 ）

■ 我校奖学金以外团体奖学金 日元 奖学金发放机构
Scholarship from other provider Yen Scholarship provider

○○ Company

5,000,000

ABC institution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00,000

0

在留卡号码

Alie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number

はい・いいえ

Relationship Name
Will you reside

with him/h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MM

Place of employment/school

N/A

Yes / No

YYYY

就学年数 （小学～最终学历）

Total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include elementary school to most recent)

DD

1

はい・いいえ

Yes / No

time(s)

最后一次赴日 から

to

有 ・ 无

Yes / No

YYYY MM DD

Intended location to apply for visa (in home country) Marital Status

YYYY

MS1234XXX YYYY

Home address  in

alphabet (with ZIP code)

Date of Birth

12

关系 姓名 生日 国籍 是否同住工作地点・上学地点

在本国办理签证的城市 有无配偶

（如选择『有』） 次

   Past entry into / departure from Japan Yes　　　　 / 　　　　No (If "Yes," how many times?) time(s)

曾经赴日履历 有　　　　・　　　无

DD
birth place

现住址（英文）

※请填写邮政编码

Home address in

alphabet (with ZIP code)

MM

〇〇省〇〇市

PASSPORT

（1）护照号码

重要材料邮寄地址（英文）
※请填写邮政编码

签证申请信息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Soka University for Visa Application Form

姓名（与护照一致）
SOKA　TARO

Name 
(as written in the passaport)

出生地 生日

DD

MM

模板（Sample）
※在网站下载原版
截止日期：2019年12月10日（星期一）提交邮箱：

welcome@soka.ac.jp

※用英文填写现在居住地址

※用英文填写

2019年2月～3月可以顺利接收邮件的地址

请填写离您最近的办理签证的领事馆所
在地名。

※经费支付人的现住址

※请填写与护照或即将申请护照相同的名字，否则将影响申请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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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留学生宿舍                                   

  创价大学为留学生提供 6处宿舍。目标为培养来自全日本・全世界的学生通过共通的生活

养成良好的合作能力以及自理能力。入住初期，由于各自的文化及习惯的差异可能出现不同

的意见，各位通过互相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各自退宿舍时能够结下深厚的友谊。各宿舍的具

体情况及费用，请仔细阅读下方网页中的【留学生宿舍指南】内容。申请入住留学生宿舍的

同学，请在网页中填写提交手续。不住宿的同学也请进入网页进行不住宿回答。 

留学生宿舍指南：https://www.soka.ac.jp/cn/admissions/enrollment/dormitories 

  

３.１ 入宿申请书申请表                                   

 如果申请留学生宿舍，请点击下列网址填写并提交提交”入宿申请表”。根据申请人数，

有可能不能满足每个同学的申请希望，请谅解。不住宿的同学也请进入网页进行不住宿回答  

  

留学生宿舍申请表 URL： 

 

中文（简）： https://www.wjx.cn/jq/30261689.aspx 

 

提交时间：  2018 年 12 月 10日（一） 

 

 

３.２ 留学生宿舍的注意事项                                                         

 每个宿舍都有规定关门时间，入浴时间，清扫时间等。同学们集体生活，必须严格遵守宿

舍规章制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宿舍费用。 

 

〇宿舍生活的规章制度 

・ 住宿期间不可申请搬入其他宿舍。 

・ 宿舍有设关门时间，男生宿舍关门时间为 24:00，女生宿舍关门时间为 23:00 

・ 宿舍清扫是由同学们自主安排。 

・ 原则上，宿舍禁止住宿生以外人员进入。根据各宿舍的规定，也可能设置固定会客的区

域。（详细情况，请在入住后各自确认） 

 

〇宿舍的公共设施 

・ 每个宿舍设有淋浴及泡浴设施，均规定使用时间。 

・ 宿舍设有投币式洗衣机，烘干机，供同学们共同使用。 

・ 宿舍内没有签约电话，请各位同学各自带手机或来日本后自行购买。（购买手机手续由

同学自行完成） 

宿舍内设有无线 wifi 供同学们使用，由于大学网络对安全问题管理极为严格，对网页浏览

也有相关限制。 

○关于吸烟・饮酒 

 在日本，未满 20周岁禁止吸烟・饮酒。入住学生宿舍的日本学生均未满 20岁，因此在宿

舍禁止吸烟・饮酒。留学生宿舍作为例外，留学生在遵守以下原则的情况下允许吸烟・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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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费・被褥支付截止如期】：2019 年 2 月 28日（四） 

・支付住宿费・被褥费的 URL将与入住宿舍许可通知一起发给各位。 

禁止在各个宿舍建筑物外（或楼顶）【吸烟区】以外的场所吸烟。（创春寮不设吸烟区，

因此禁止吸烟）关于饮酒，请遵守各宿舍相关规定。 

 

3.3 关于被褥                                                             

各宿舍有床,但没有被褥。请自行准备被褥。（宿舍内没有备用被褥） 

※住宿舍的特别专修课程的学生，不用购买被褥。本校会提供，请退宿舍时一定要退还被褥。 

 

<希望大学统一购买被褥的同学（仅限住在宿舍的同学）> 

 

希望大学统一购买被褥的同学请务必确认以下内

容进行申请。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申请购买的同学，

大学无法统一购买。请自行准备。 

 

≪如何购买≫ 

Step.1在【入宿申请】网页“关于被褥”中申请 

    ＜URL＞ 中文（简）：https://www.wjx.cn/jq/30261689.aspx 

Step.2由创价大学国际课将宿舍通知发到邮箱。(1月末) 

Step.3 点击邮件中的 URL，使用信用卡支付被褥费。 

※如无法确认支付，申请将自动取消。 

 

＜如果自行准备被褥＞ 

・可以到日本后在校内自行购买。 

・如果提前将行李邮寄至宿舍，请指定派送日期为 3月 25日、26日其中一天。 

 

３.４ 支付宿舍费用                                                              

・我校将在 1月下旬通知提交“入宿申请表”的同学是否可以入住宿舍。 

・将支付宿舍费用指南一同发送各位确定住宿的同学。申请被褥的同学，同时将支付被褥费

用指南发送同学。宿舍费原则上需要使用信用卡支付。请各位仔细阅读支付宿舍费用指南，

并在指定日期之前支付。 

 

 

被褥 3件套 

（被子、褥子、枕头） 

※被套、枕套等，到日后请自行购买。 

金额 8,8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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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赴日指南                               

4.1 关于抵达日程                              

●抵达航班及行程报告 

入学前的指导会（请参考第 29 页）将于 3 月 27 日（三）上午开始，请各位同学在 

3 月 26 日（二）之前抵达日本。请务必于 3 月 26 日（二）之前抵达日本。 

●入宿 

宿舍 3 月 25 日（一）、3 月 26 日（二）可以入住。于此时间之前抵达的同学，请自行

安排住宿。 

●机票预定                                      

如留学签证签发延迟时，请改变赴日日程。预定机票时，请确认是否需要取消或改期

手续费。还有，转机时途经第三国时，有时要求转机签证。请一定提前确认。 

●入境审查时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  

 持有【留学】在留资格的同学，若有意在日本勤工俭学打工，必须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资

格。【资格外活动许可】可以在抵达机场后进行入境审查在海关申请。请各位同学尽量在机场海

关申请。（若您错过了在机场申请，需要到入国管理局申请）。 

【资格外活动许可】签注在“在留卡”的背面下方印刷。 

 

 

 

 

 

 

 

 

  
前                                        后 

 

4.2 关于机场接送服务                                                                       

●机场接送                         

    需要机场接送服务的同学，请预约以下两天抵达成田机场或羽田机场的航班。这两天我们安

排学校巴士（免费）从机场前往创价大学。请参考如下各机场及候机楼的巴士出发时间，提前预

约能够搭乘免费接机巴士的航班。 

 

 

 

通过在线汇报抵达航班及行程时，请选择希望搭乘的巴士时间。您到达机场后，入境审查及领

取行李的时间大约需要 1.5～2 个小时。请将过程时间计算好考虑后，选择航班抵达 2 小时后出

发的接机巴士。如果航班延误，可能会无法搭乘您所指定的巴士，请谅解。 

 

【接机时间】2019年 3月 25日（一）・26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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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巴士 

  接送巴士的出发时间及集合地点如下。请严格遵守时出发时间，前往指定地点集合。由创价大

学工作人员带领各位乘车。因路况原因，出发时间有可能提前或推后，请各位谅解。 

※接机巴士仅限学生本人乘坐。家属以及同行者请自行前往。 

接送巴士的集合时间 

成田机场→创价大学 

第 2候机楼 

集合时间 
12:00 16:00 19:00 

第 1候机楼 

集合时间 

12:15 16:15 19:15 

预计到达创价大学时间 15:00 19:00 22:00 

 

羽田机场～创价大学接送巴士 

 

 

 

 

 

成田机场集合地点 
●第 2 候机楼・第 3 候机楼 

  ※抵达第 3 候机楼的同学请从第 3 候机楼移动到第 2 候机楼。 

 

 

国际线候机楼 

集合时间 
12:00 18:30 

预计到达创价大学时间 14:3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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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候机楼 

 

 

 

 

 

 

羽田机场集合地点（国际线候机楼） 

 

4.3 自行到创价大学宿舍报到的同学                                    

    抵达日本后，自行前往创价大学的同学，请同样在在线“抵达日程调查”中准确填写

入住日期。但，入住日期为 3 月 25 日（一）、3 月 26 日（二）。请合理安排好选择其中一天

办理入住。 

※各宿舍，最晚在晚上 19 点前抵达。 

※所有交通费由学生本人承担。 

 

 

 

第 1 候机楼： 

请在北翼抵达厅左手边（上图圆圈的地点）有椅子的区域等候。 

 

 

国际线候机楼抵达厅（2 楼）： 

到达抵达厅后，请到右手边电梯旁的（左

图圆圈的地点）等待区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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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机场～八王子站】 

A. 机场巴士：https://tinyurl.com/y9drxgus  

乘车地 巴士乘车地 金额 所需时间 

JR 八王子站 

京王八王子站 

JR 八王子站 

京王八王子站 

成田机场（T1～３） 3800 日元 3 个小时 

羽田机场 1750 日元 ２个小时 

 

B.乘坐电车：https://tinyurl.com/yccutwdr  

乘车路线...需要换乘 2-3 次。 

交通费...  大致需要 3500 日元-4500 日元。 

所需时间...约 2 小时。 

 

 

4.5【JR 八王子站・京王八王子站～学生宿舍＜出租车＞】 

从 JR 八王子站或京王八王子站到各宿舍，乘坐出租车比较方便。 

出租车的费用...2000 日元-2500 日元。 

所需时间...    约 20 分钟。 

 

○乘坐出租车的地点 

JR 八王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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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王八王子站 

※6 号是出租车乘车处            

 

 

 

 

 

 

 

 

 

 

4.5【JR 八王子站・京王八王子站～学生宿舍＜巴士＞】 

・乘坐巴士前往宿舍时，请事先确认宿舍介绍中的宿舍地址，然后对照巴士的行车路线。 

・JR 八王子站与京王八王子站相聚 400 米徒步 5 分钟 

  

 

 

 

 

 

宿舍名 巴士乘车点 目的地 下车站 下车后到宿舍时间 

京王 

八王子駅 

ＪＲ 

八王子駅 

宝友寮 ４番 12 番 創価大学循環 

（途径ひよど

り） 

天神前 步行 7 分钟 

 

 

滝山国际寮 ４番 12 番 創価大学循環 

（途径ひよど

り） 

創価大学栄

光門 

 

步行 5 分钟 

 

秋樱寮 ４番 11 番 みつい台 

戸吹 

馬場谷戸 

 

步行 6 分钟 

 

太阳花 ４番 12 番 創価大学循環 

（途径ひよど

り） 

善太郎坂下 

 

步行 3 分钟 

 

 

万叶国际寮 ４番 12 番 創価大学循環 

（途径ひよど

り） 

創価大学創

大門 

 

步行 7 分钟 

 

创春寮 ４番 12 番 創価大学循環 

（途径ひよど

り） 

創価大学栄

光門 

 

步行 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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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JR 八王子站・京王八王子站～创价大学方向巴士乘车地                                                                   

■“京王八王子”巴士站 4  京王八王子巴士车站 https://tinyurl.com/yamopbm9  

■ＪＲ八王子站北口巴士站 12号或 14号  https://tinyurl.com/yamopbm9  

 

目的地 巴士系统 

经由八日町 创价大学循环 16 号 06 

创价大学循环 ひ 04 

富士美术馆 ひ 02 

创价大学荣光门循环快车 ※ＪＲ八王子站 14 号 

 

*巴士交通费：从 JR 八王子站・京王八王子站到创价大学（正门・创大门・荣光门）单程

需要 310 日元。 

 

4.8 抵达日程报告                                    

    赴日航班确定后，请报告抵达日程。请通过下方提交“抵达日程调查”。如需机场接机

服务的，请同时选择需要搭乘的接送巴士时间。每个人（包括不需要接机的同学）都必须

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抵达日程报告。                     

 

 

 

 

 

4.9 紧急联系方法                                  

●紧急联系方法                              

      创价大学地址：东京都八王子市丹木町 1-236 

      国际课事务所：创价大学中央教育栋 6 楼 

      电话号码：  海外拨打    +81-426-91-8230  

日本国内拨打 042-691-8230  

 Email：intloff@soka.ac.jp 

      办公时间    ： 周一到周五 9 点半～17 点 

周六 9 点半～12 点 

周日・节假日休息 

抵达日期问卷 URL：https://www.wjx.top/jq/30264771.aspx 

 

截止日期：２０１9年 2月 15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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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赴日之前提交的资料                             

办理入学需要提交各类材料，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请点击以下 URL

下载资料。https://www.soka.ac.jp/cn/admissions/enrollment/enrollment-documents  

 

５.１麻疹・风疹预防针问卷调查                               

2007 年，在日本的大学和高中曾经发生大规模麻疹传染，因此，在容易引起交叉

感染的大学生活开始前我们需要各位在这方面充分做好预防提高免疫力。请必须提

交问卷调查。 

 

Step 1: 请点击以上网址，下载问卷调查表。 

Step 2: 请仔细阅读，并完成在线填写。 

Step 3: 填写完成并打印后，请在署名栏签自己的姓名。。 

Step 4: 将材料扫描 PDF 格式文件，添加邮箱附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国际课。 

 

５.２ 关于健康调查表                                       

 各位即将在国外新环境中长期生活，即使健康的人也会有不适应。我校能够为了

帮助同学的顺利进入留学生活，请提交“健康调查表”。 

Step 1: 请点击以上网址，下载问卷调查表。 

Step 2: 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PDF 问卷调查表发送至国际课。 

 

提交资料：①麻疹・风疹预防针问卷调查 

      ②健康调查表 

提交时间：2019 年 2 月 15 日（五） 

提交至：国际课入试负责人 welcome@soka.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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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新生～ 
 

◆请在入学前，接受麻疹风疹疫苗的接种◆ 
 

 

2007 年，麻疹曾在日本大规模流行。患者多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决定入住宿舍的新生

从出生到入学之前，请各自到医疗机构接受麻疹疫苗和风疹疫苗各 2 次以上，以预防在校园

和宿舍内疫情蔓延。 

  

入学之前原则上需要符合以下 4 项中其中 1 项。 

 

①  过去曾接种麻疹和风疹疫苗各 2 次以上。 

②  入住宿舍前，麻疹和风疹抗体检查结果显示阳性。 

③  「2007 年以后」，曾接种麻疹和风疹疫苗。 

④  「2007 年以后」曾被诊断为风疹・麻疹症状。 
 
 

 
Q１． 如果因为过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话，该怎么办？ 

→请接收麻疹和风疹抗体检查 
 

 
Q２． 接受麻疹和风疹抗体检查结果后，要怎么做？ 

→ 如果检查结果为阴性或±（正负），需要重新接种麻疹和风疹疫苗。 
到日本之前，请务必接种麻疹和风疹的疫苗。如果结果为阳性，身体已有抗
体不需要其他检查。 
 

 
Q３． 如果到医疗机构接受疫苗接种的话？ 
  
① 请事先确认该医疗机构是否提供疫苗接种。疫苗又分为“麻疹”、“风疹”、“麻疹风

疹混合（MR）”、MMR。MR或 MMR的疫苗，接种一次即可。 
 

② 有些医疗机构要求接种前进行抗体检查，以确认免疫能力的有否。由于抗体检查需
2 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因此请尽早接受检查。根据该检查的结果，接种所
需的疫苗。 

 
③ 请把检查内容记录下来 

 
 
 
 

  
 

 
 
 
 

提交期限：2019 年 2 月 15 日（五） 

提交方式：welcome@soka.ac.jp 

 

麻疹・风疹调查表 URL：

https://www.soka.ac.jp/cn/admissions/enrollment/enrollment-docum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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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新生 风疹・麻疹预防接种问卷调查 2019 
                                                                          
 

姓名： 

創価 太郎 

考好： 

179０XX 

电子邮件： 

Taro-soka@XX.jp 

国家/地区： 

Japan Fukuoka 
 

监护人姓名：創価 学                  电话号码： 123-456-7890 

入住创价大学宿舍者请填写宿舍名： 

Hoyu Dormitory 

 

以下【１】～【４】项中如有疑问，请咨询医疗机构。 

【１】请填写过去曾接种的疫苗种类及时间。（可多选） 

■ MR 疫苗（麻疹风疹混合）     接种时间：（1）2018/5/20（2）          

□ MMR 疫苗（MR+流行性耳下腺炎） 接种时间：（1）       （2）          

□ 麻疹疫苗             接种时间：（1）       （2）          

□ 风疹疫苗             接种时间：（1）       （2）          

□ 两种均为接种 
 

【２】进行麻疹抗体检查的同学，请填写检查结果。 麻疹抗体检查时间：  2018/5/30  ＿ 

■ ＋（阳性） 

□ －（阴性） 

□ ±（正负） 

□ 未进行过检查  
                                                                          

【３】进行风疹抗体检查的同学，请填写检查结果。 风疹抗体检查时间：  2018/5/30 ＿ 

■ ＋（阳性） 

□ －（阴性） 

□ ±（正负） 

□ 未进行过检查 
                                                                          

【４】【１】中选择未接种疫苗的同学，请填写理由。（可多选）                                                                          

□ 由于是抗体＋（阳性）  □ 其他理由： 

 
                                                                          
文部科学省建议，大学要在新生入学时掌握以下信息。一下【5】【6】项请参考母子手册进行回答。 
                                                                          

【５】 以前是否患过麻疹？ 

1. 患过 2. 没患过   □ 3.不知道 
 

【６】加上此次接种，从出生到现在为止共接种过几次麻疹疫苗。? 

        也包括 MR 疫苗(麻疹風疹混合疫苗）。 

1. ０次    2.１次     3.２次以上     4.不知道 

 

请在充分理解此文中接种疫苗重要性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本人签名：                     日期：   
                                                                          
                                                                          

        SOKA TARO             2018 年  12月  9日  

样本（Sample） 

※通过邮件发送此格式 

提交期限：2019年 2月 15日（五） 

提交方式：welcome@soka.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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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赴日之后提交的资料                             

６.１ 个人信息保护同意书                                                                

赴日后，新生入学指导期间必须提交的材料。请点击下方 URL 中“个人信息保护同

意书”，务必在来日前仔细确认所需手续。 

URL：https://www.soka.ac.jp/cn/admissions/enrollment/enrollment-documents  

来日后，将此资料发给各位签名后提交。 

 

 

６.２ 入宿誓约书                              

・入宿舍的同学，同意宿舍管理规定的基础上在“入宿誓约书”上签字。 

・“入宿誓约书”的内容请仔细阅读 P19 页资料。 

・“入宿誓约书”将在各位来日后说明会时发给大家。 
 
 

６.３ 护照及在留卡的复印                                      

 为了管理全体留学生的在籍情况，请提交护照和在留卡的复印件。赴日后，在生

活指导会上提交至国际课职员。 

①  护照：照片页 

②  护照：签证页 

③  护照：贴有允许进港贴纸页 

④  在留卡：双面 

※（在留卡在机场进行入国手续时取得）。 

 

７. 关于留学生监护人参加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于 4 月 2 日举行。我校将于明年 1 月初发出监护人参加申请。如有希

望参加开学典礼的监护人届时请提交申请。 

※交换留学生、别科学生的监护人不在参加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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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宿  誓  约  书（留学生用） 
 

 
创价大学校长     马场善久  阁下 

 

我将严格遵守创价大学的宿舍管理规定。具体如下： 

 

１．保证遵守学校校规及各宿舍的管理规定，营造安全健康的宿舍生活。  

２．对以下命令禁止的规定严格遵守。 

○ 禁止带入房间的物品 

・危险物品（对身体造成危险的药品等）、动物类 

・易燃物（电炉、香薰蜡烛、蜡烛等容易引发火灾的物品） 

・电视、冰箱、微波炉等在公共区域中已经配备的物品  

○关于交通工具 

・禁止驾驶四轮机动车及摩托车 

・不要使用防盗登记不在自己名下的自行车 

○关于访客及吸烟 

・住宿学生的家属、亲人和朋友不得留宿  

・遵守宿舍规定的关门时间。访客须在关门时间前离开宿舍。 

・宿舍内禁止吸烟 

３．学校认为不适合住宿舍并责令退宿时，须在 2 周内退宿。 

４．由于故意或过失行为对学校及宿舍造成损失时，将立即赔偿  

５．在防火管理、保健卫生管理、灾害防止等其他学校或宿舍设施运营管理时，认真听

从学校指示，积极配合。 

６．不讲宿舍房间作为其他目的使用。不让住宿学生以外的人员留宿。不損坏房间设施。

未经许可，不擅自改变房间设施。 

７．在规定日期内退宿 

 

我保证遵守上述规定。 

 

２０ 19  年   9    月    4   日 

宿舍名 ：      Hoyu Dormitory                 学号： 19XXXXX    

姓  名 ：    SOKA TARO                          

签名 ：   创价 太郎           （或盖章  印  ）   

样本(Sample) 

※各位同学来日后，统一将申请书格式发给
各位。请于入住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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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别科日语研修

生
别科专修课程 交换留学生 研究生

3/25（一）
3/26（二）

    抵达日本/宿舍报到 ○ ○ ○ ○ ○

　生活指导会
※携带物品: 护照, 在留卡

○ ○ ○ ○ ○

校园环游  中央教育楼1楼大厅集合 ○ ○ ○ ○ ○

别科日语研修生指导会 ○

提交各种资料
护照复印、在留卡复印、其他

○ ○ ○ ○ ○

宿舍新生欢迎会
※按照各个国际学生日程进行

○ ○ ○ ○

日语研修课程 分班测验 ○

交换留学生、别科专修课程 分班测验 ○ ○

3/29
（周五）

～

4/4
（周四）

4/2
（周二）

入学典礼 ○ ○ ○ ○ ○

新生选课说明会 ○ ○

别科专修课程面试 ○

奖学金指导会　※获得奖学金的交换留学生
○

留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奖学金指导会 ○ ○

4/4
（周四）

4/5
（周五） 新留学生欢迎会　場所：New Prince Hall ○ ○ ○ ○ ○

4/7
（周日） 健康检查（限女生） ○ ○ ○ ○ ○

4/13
（周六） 健康检查（限男生） ○ ○ ○ ○ ○

           2019年春季学期指导流程
 

开始上课

●这份资料是留学生指导会的流程。本科和研究生院的的指导会也将举行。请仔细确认学校的通知后参加。

3/27
（周三）

3/28
（周四）

4/3
（周三）

市政府登记手续
携带物品：学生证、护照、在留卡

●市政府登记手续将会分成小组.组别将会另外发表.
 

此外,在此期间会办一些在日本生活所需要的手续 (例如: 开银行账户,签约手
机,等等)获得奖学金的同学，需要开设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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