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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校把以下2项教育方针作为目标。 

○招生感到“「有困惑」或「较难生存」但在努力的孩子、保证让大家在一起度过学校生活” 

○“让学生掌握「作为社会人必须拥有的基础及基本学力」和「作为上班族必要的実践・专门

技能」、让孩子们感到毕业时的成就超过入学时的想象” 

在日本因为不能自由使用日语而感到「困惑」或「较难生存」但还是在努力的孩子们很多。

三重县公立小中学校里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籍孩子数是全国第１位（令和元年５月１日至今）。

因此本校招生「有外国血统的、日语需要指导的孩子」、把学好日语和高校毕业作为两方的目

标，于令和３（2021）年度开设了「日语课程」。 

本校、在一贯性的学校经营理念和招生学生的方针下、作为三重县唯一的“在接受专门的・正

宗的日语教学同时也学高校知识并能高校毕业的”学校而努力。 

 把高校学习时必要的「为了学习的日语」和毕业后走上社会时必要的「生活日语」作为本校

的「日语课程」。望大家朝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奋斗吧。 

 

 

 

 

 

  



Ⅰ 德风是怎样的学校？ 
本校拥有其他学校没有的独自的体制和教育方针。我们把它称为“德风风格”。下面介绍一部分内容。 

 

“德风风格” 

 

○ 班级 

一个班基本上是30个学生·。、日语课程班２０个学生。 

○ 上课 

早上９点３０分开始、基本上１节课４５分钟。 

○ 併修 

德风技能专门学校的课程（比如日语课）的学分可以作为德风高校的学分。根据高専併修方法，可以两

校毕业。 

○ 中期考试・期末考试 

考试期间有5天、一天考试的门数不多。 

○ 补课 

因为長期入院或不登校等缺课、学分不足的话、年度末在通常的课程上进行补课把不足的时间数补回来。 

○ 校车 

上学和放学时在学校和亀山车站之间５分种的距离有校车接送、可以免费利用。 

○ 学生宿舍 

不光是针对住远方的学生、在生活习惯上需要改善的学生也可住宿舍。 

且关于学日语课程的学生、根据本人的日语能力、如被认可可以和其他住生一起集体生活的话、1年级开

始就可以住进宿舍。 

 

 

 

 



Ⅱ 日语课程、是怎样的课程？ 

 

Ｑ：是针对怎样的学生？ 

Ａ：对因为日语水平不高、对高校学习感到不安的学生进行支援帮助的课程。针对「想能流畅，自由使

用日语」、「高中毕业后继续在日本生活」的学生、特别是有外国血统的、和国外有关系的或从国外归

国者最合适。 

 

Ｑ：上些什么课、怎样学？ 

Ａ：「日语课」从日语初級开始学到高级。特别是一年级、日语课比较多集中学日语。高中毕业后希望

升学的学生把「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的Ｎ２以上合格、希望就职的把Ｎ３以上合格作为目标。 

同时「日语以外各科目的学习」上、以高中毕业必要的国語、地理歴史、公民、数学、理科、英語

等必修科目为中心，按照从实习多的科目到在教室里学的科目的顺序进行学习。 

且根据年级「日语课」会减少、相反「日语课以外的课程」会增加。 

 

课程体系的概念图· 

１年级 ２年级 ３年级 

 

日语课 

 

初級（Ｎ５・４水平）     中級（Ｎ４・３水平）    高級（Ｎ３・２水平） 

 

 

日语课以外的各科目课程 

实习多的科目·                        在教室里学的科目 

 

（備考）「日语课」和「日语课以外的科目」上课时都用日语。 

 

  



令和３年度日语课程入学生的教育课程（课程大纲） 

教科 
科目（単位数） 

１年级 ２年级 ３年级 計 

普通 

教科 

国語  国语综合（2） 国语综合（2） 4 

地理历史 
 世界史Ｂ（4）  4 

 地理Ｂ（4）  4 

公民   現代社会（2） 2 

数学  数学Ⅰ（2） 数学Ⅰ（3） 5 

理科  科学和人間生活（2） 生物基础（2） 4 

保健体育 
体育（2） 体育（2） 体育（3） 7 

 保健（1） 保健（1） 2 

艺术 音乐Ⅰ（2）  书法Ⅰ（2） 4 

外国語 交流英语Ⅰ（2） 交流英語Ⅰ（2） 英語表現Ⅰ（2） 6 

家庭  家庭基础（2）  2 

情报 社会和情報（2）  情报科学（2） 4 

综合（学） 

综合Ⅰ（学）（2） 综合Ⅱ（学）（2） 综合Ⅲ（学）（2） 6 

综合Ⅳ（学）（1）   1 

专门 

教科 

商业  情报处理（2）  2 

文化・教养

（学） 

  生活技能（学）（2） 2 

日本語Ⅰ（学）（15） 日本語Ⅱ（学）（8） 日本語Ⅲ（学）（7） 30 

日语活動（学）（1） 日语活動（学）（1） 日语活動（学）（1） 3 

综合的探究時間 2 1 1 4 

単位数的总计 29 35 32 96 

 

 

（備考）属于专门教科的「情報処理」、「生活技能（学）」、「日本語Ⅰ（学）」等的专门科目作为徳風技能专门学校的

科目学习、取得的科目単位可作为徳風高校的単位被认可。 

 

 

 

 

 

 

 



令和４年度日语课程入学生的教育课程（教育大纲） 

 

教科 
科目（単位数） 

１年级 ２年级 ３年级 計 

普通 

教科 

国語  現代国語（2） 言語文化（2） 4 

地理历史  地理総合（2） 历史综合（2） 4 

公民  公共（2）  2 

数学  数学Ⅰ（3） 数学Ⅰ（2） 5 

理科  科学和人間生活（2） 生物基础（2） 4 

保健体育 
体育（2） 体育（2） 体育（3） 7 

 保健（1） 保健（1） 2 

艺术 音乐Ⅰ（2）  书法Ⅰ（4） 6 

外国語 英語交流Ⅰ（2） 英語交流Ⅰ（2） 论理・表現Ⅰ（2） 6 

家庭  家庭基础（2）  2 

情报 情报Ⅰ（2） 情报Ⅱ（2）  4 

综合（学） 

综合Ⅰ（学）（2） 综合Ⅱ（学）（2） 综合Ⅲ（学）（2） 6 

综合基础（学）（1）   1 

专门 

教科 

商业   情报处理（2） 2 

文化・教养

（学） 

  生活技能（学）（2） 2 

日本語Ⅰ（学）（15） 日本語Ⅱ（学）（8） 日本語Ⅲ（学）（7） 30 

日语活動（学）（1） 日语活動（学）（1） 日语活動（学）（1） 3 

综合的探究時間 2 2 2 6 

単位数的总计 29 33 34 96 

 

 

（備考）属于专门教科的「情報処理」、「生活技能（学）」、「日本語Ⅰ（学）」等的专门科目作为徳風技能专门学校的

科目学习、取得的科目単位可作为徳風高校的単位被认可。 

 

 

 

 

 

 



Ⅲ 日语课程招生要领 
 

１．招生人数・申请资格 

招生人数 申请资格 

２０名 只限中学毕业的或预计能毕业的学生 

 

２．招生名额 

考试区分 招生名额 

推荐考试（専願） 入学定员的80％ 

一般考试（併願） 根据推荐考试的合格者人数 

第２次考试（専願） 推荐考试·一般考试名额不足时招生 

 

３．考试区分・申请要领・考试方法 

考试区分 申请要领 考试方法 

推荐考试Ａ（専願） 

3年级的评定平均値3.0以上、优秀生，由校长推荐

的学生 

 

○个人面接 

推荐考试Ｂ（専願） 
3年级的评定平均値2.5以上3.0未満、优秀生，由校

长推荐的学生 
○个人面接 

推荐考试Ｃ（専願） 自愿入学本校、有很强的学习意欲 

○笔试（1教科） 

国語 

○个人面接 

 

一般考试（併願） 针对想入学的学生 

○笔试（2教科） 

国語、数学或英語 

＊数学，英语 

应用标记图方法回答 

第2次考试（専願） 针对想入学的学生 
○笔试（1教科）国语 

○个人面接 

○关于推荐考试，如在特别支援学校就读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3年级的全部或一部分没能评定的话，考试区分

被分为「推荐考试C」。 

○注意以下（１)～(４)的内容。 

(１) 关于申请日语课程的、除了上述的要求外、还要追加以下ア和イ两个事项。且是外国籍的孩子或是海外归国子

女、不追问在日期间。 

ア 「需要系统・综合学习日语、有意提高日语实践交流能力的学生」 

イ 持有「日本国際教育支援協会・国際交流基金主办的日语能力考试（JLPT）的「Ｎ５」或「Ｎ４」合格的

或有同等日语能力的（「Ｎ３」以上合格的或有同等日语能力的不能申请。） 



(２) 日语课程各科目的笔试問題用紙的汉字都有平假名标着（读法）。 

(３) 日语课程的国语笔试、是考核日语能力（日语能力考试（JLPT）的「Ｎ５」或「Ｎ４」合格的也不能免除国语的笔

试考试） 

(４) 日语课程的个人面接时用日语。 

 

４．申请期间・考试日・合格发表日 

考试区分 申请期间・受付時間 考试日 合格发表日 

推荐考试 
1月10日(周二)～ 

13日(周五) 9時～16時 
1月21日 (周六) 

1月27日 

(周五) 

一般考试 

 

1月17日（周二）～ 

２０日（周五）9時～16時 

1月27日（周五） 

 

2月3日 

（周五） 

 

第2次考试 
招生人数不满时3月中预定实施。 

具体内容与2月中旬之前在「令和5年度招生要项（第2次考试）」里有通知 

○中学的担当老师如要入学相谈的话，以面谈形式或电话，到申请期间的前一天尽量早些相谈。 

○如考试时要特别照顾的话，事先要和学校联系，到申请期间的前一天尽量早些， 

把需要照顾的具体内容以校长的名义写好提交学校。 

〇合格发表、会邮寄给本人或中学校长。 

 

５．申请手续 

（１）提交以下的材料。 

 

（２） 把考试手续费15,000円汇入以下的銀行口座里。 

 

 

 

 

（３）其他 

ア 把汇款后发票的复印件或汇款证明书、和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イ 汇款期间是从开始申请日的一个月前开始到申请期的最终日。 

ウ 如把申请材料邮送时，在信封上要写上「入学願書在中」信封由（各自准备），还要准备好学校邮送考证用的

信封（信封上写明中学的地址。贴上440円的邮票。）、用简单的挂号信方式邮寄给学校。 

エ 被受理的材料和交纳后的费用，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退还，请谅解。 

考试区分 申请书类 纳入金 

推荐考试 ① 「入学願書」 ②「调查书」 

③ 「推荐书」（接受推荐考试Ａ时）「志愿理由书」（接

受推荐考试B时）「自我推荐书」（接受推荐考试Ｃ

时） 

④ 通知是否合格的信封（写上住址･考试人名字、再

贴上500円的邮票。） 

⑤ 「在留卡」的复印件（只限中学毕业的。） 

 

 

 

 

 

15000円（考试手续费） 

一般考试 ①「入学願書」 ②「调查书」 

③通知是否合格的信封（和上记④）④「在留卡」的复印

件（和上记⑤一样） 

ガク）ミエトクフウガクエン 

三十三銀行 亀山中央支店 （普通）７４４２４５ 学校法人 三重徳風学園 



６．合格手续（交纳入学金） 

（１）合格后在下记期限内、请交纳入学金45,000円。 

 

 

（２）其他 

ア 具体手续方法、合格时会通知。 

イ 在规定期限内没能交纳的话、作为入学辞退受理。 

ウ 入学金交纳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退还。 

 

 

７．入学手续(交纳设施设备费用) 

（１）作为入学手续、在下记期限内交纳一年级的设施设备费180,000円（年額）。 

入試区分 交纳日期 納入金 

推荐考试合格者 2月10日 (周五) 
 

180,000円（设施设备费） 

一般考试合格者 3月17日(周五) 

 

 

 

 

（２）２・３年级的设施设备费年額84,000円，分３期（４月・８月・１２月）交纳。 

 

８．学费 

種別 月額 备考 

学费 
32,500円 

（年額390,000円） 

根据国家高校等就学支援金制度、学费的全部或一部可能会被

免除。【注】 

 

〇 除了学费、还要纳入作为教育充実費月额13,500円（２・３年级14,500円）、学年諸費約3,000円～4000円

及修学旅行储备金6,500円（１年级５月开始到２年级的10月为止）。 

〇 入学時的制服・体操服・室内鞋・体育館鞋・柔道衣（只限男子）的费用及教科書･副教材等的购入费要一起

付，合計額約110,000円。 

【注】关于家长的收入、按照以下的计算方法、减免学费。 

＜計算式＞：（市町村民税的課税標準額×６％）－（市町村民税的調整控除額） 

    154,500円＞算出額・・・・・・・・・减免全部学费（支付年額390,000円） 

    154,500円≦算出額＜304,200円・・・减免一部分学费（支付年額118,800円） 

304,200円≦算出額・・・・・・・・・不能减免学费。 

 

 

 

 

考试区分            纳入期限 纳入金 

推荐考试合格者 1月27日（周五）～2月3日（周五） 45000円 

(入学金) 一般考试合格者 ２月3日（周五）～２月10日（周五） 



９．住宿费 

種別 月額 備考 

住宿费 
30,000円 

（年額360,000円） 

包括水道光热费。年額360,000円分３期(４

･８･12月)纳入。 

食费 約28,000円 
根据食材的时价会有变动。８月不开放住宿

不用納入。 

〇 入宿时的納入金、入宿費160,000円和住宿费第１期120,000円合計280,000円。和入学手续费(施設整備費

納入)一样的期限里交纳。 

 

10．奨学金 

各县高校等修学奨学金、有阿部育英基金和三重徳風学園奨学金。两种奖学金都要符合所定的学业成绩才能申请。不

过三重徳風学園奨学金作为其他奨学金的补充、即使拿到其他奨学金的学生但因为经济上原因上学困难时也可以申请。 

 除了奖学金制度以外，还设立了新的奖励金制度三重德风学园奖励金制度，入学后可以办理申请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