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 年度 樱美林大学 经营学学位课程 

MBA（亚洲商务管理中文班）招生简章（9 月入学） 

 

１．招生人数 

9 月入学：约 10 人 

 

２．报名资格：已获得学士学位者 

 具体条件请参考下列网址的 P.2２，以确认报名资格。 

https://postgraduate.obirin.ac.jp/cms/wp-content/uploads/2020/10/obirin_daigakuin_boshu.pdf←広報課確認  

 

３．报名条件 

 中国或日本企业的职员、管理者以及创业者，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毕业于中国或日本等国政府承认的大学，到入学的前一天（春季入学：3 月 31 日/ 秋季入学：9 月 15 日）为

止有 3 年或 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2）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到入学的前一天（春季入学：3 月 31 日/ 秋季入学：9 月 15 日）为止有 1 年或 1 年

以上的工作经验。 

（3）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MBA 在籍学生及 MBA 毕业生（同级别大学 MBA 毕业生也可） 

 

４．考试方式 

 资料审查以及 Web 面试（约 20 分钟） 

 

５．报名费用＋手续费用 

 报名费只能通过信用卡支付（限 VISA、MASTER、银联、JCB、AMERICAN EXPRESS、Diners Club）。 

 报名费交纳后不予退还。交纳前请确认各项内容。 

  报名费用：中国招生（5000 日元）/ 日本国内招生Ⅳ期（35000 日元） 

 

６．考试日程安排 

网上报名时间（注 1）ネット出願期間 4 月 28 日（周三）～5 月 7 日（周五）正午 12:00（日本时间） 

报名费交纳截止日期 検定料支払期限 5 月 7 日（周五） 

※提交报名资料所需的“邮寄地址签”在交纳报名费后才可

打印。完成网上报名后，请尽早交纳报名费。 

报名资料提交截止日期 出願書類提出期間 5 月 10 日（周一） 

准考证发放时间 デジタル受験票発行開始日 5 月 28 日（周五）下午 3:00 以后 

网络连接效果测试（必须参加） 

オンライン面接試験事前接続テスト（参加必須） 

5 月 29 日（周六） 上午 9:30～ 

面试日期     入試日 6 月 5 日（周六） 

面试地点         試験場所 网络面试 

录取通知日期   合否通知発行 6 月 11 日（周五）上午 10:00 

办理入学手续截止日期 入学手続締切 6 月 18 日（周五） 

https://postgraduate.obirin.ac.jp/cms/wp-content/uploads/2020/10/obirin_daigakuin_bosh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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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网上报名请登录（中国招生）：https://www.obirin.ac.jp/cn/admissions/graduate/ 

网上报名请登录（日本国内招生）：https://www.eraku-p.jp/erp/obirin-graduate/ 

     中国招生和日本国内招生Ⅳ期的网上报名 URL不同，请注意。 

 

７．报名资料 

 请确保资料在提交截止日期前邮寄到樱美林大学入学部。 

1 简历 *请填写从高中到现在的学历、工作经历等内容。 

2 报考志愿理由书 *请用电脑制作，也可打印粘贴。 

3 研究计划书 *就所提交的“研究题目”阐述自己的计划，具体记述先行研究、目的、方法、预测

结果等。 

*请使用 A4 纸张制作，2-3 页，不需要装订。 

*请不要加封面，起始处请加入“研究计划书”字样，并写明研究题目和姓名。上下

左右留出 15mm 以上空白，在页脚处填写“页码/总页数”。 

4 工作经历说明书 *请填写至今为止的工作经历、成果以及感想、经验、教训等相关内容。 

*请使用 A4 纸张制作，1~2 页，不需要装订。 

*请不要加封面，起始处请写明“工作经历说明书”和姓名。上下左右留出 15mm 以

上空白，在页脚处填写“页码/总页数”。 

5 成绩单（原件） *请提交与申请资格相关的最终毕业院校所发行的证明材料。 

*如成绩单中写明入学年月和毕业年月，则不需要提交毕业证明。 

*证明材料必须为英文或配有英文翻译。 
6 毕业证明（原件）或计

划毕业证明（原件） 

7 姓名变更相关的证明材

料※仅针对有此情况的

申请人 

*如果在毕业后更改了姓名，证明材料上的姓名不同于现在的姓名时，请用 A4 纸提

交更改姓名的说明，并附上证明材料。 

8 照片 2 张 *除上述 1 简历之外，请另外提交 2 张“彩照（4cm×3cm）”。没有贴照片的专用纸，

请和其他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非日本国籍者(日本在留资格「永住者」「定住者」除外)，须取得日本「留学」在留资格的申请人请提

交以下材料。 

9 留学经费负担计划书 *仅针对需要提交此项的申请人 

10 大学代理申请「在留资 

格认定书」委托书 

*仅针对需要提交此项的申请人 

11 在留资格认定书交付申

请书 

（※在线提交） 

*请填写必要信息，并用附件方式将 Excel 文件发至樱美林大学入学部邮箱

（global_ad@obirin.ac.jp）。 

12 护照复印件 *请提交有照片页面的复印件。 

13 注射疫苗证明材料 *请在指定纸张上填写相关记录后寄回。 

14 日本国内学校的成绩

单及毕业证明 

*曾在日本的大学有一年以上留学经历的申请人需提交此项。入国管理局在审查时可

能需要查看。 

 

 

 

 

 

 

 

申请资料 

邮寄地址 

 

邮编 194-0294 

東京都町田市常盤町 3758 

桜美林大学 入学部 (大学院 MBA入学者選抜係) 

J.F.Oberlin University, Office of Admission and Enrollment,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Section 

3758 Tokiwa-machi, Machida-shi, Tokyo 194-0294 JAPAN 

 

https://www.obirin.ac.jp/cn/admissions/graduate/
https://www.eraku-p.jp/erp/obirin-graduate/
mailto:global_ad@obirin.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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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学费 

①北京师范大学 MBA 在籍学生 ②北京师范大学 MBA 往届毕业生 

入学金：100,000 日元 

※在毕业年度将收取毕业相关费用委托金（10,000 日元）。秋季入学的学生将在毕业年度的秋季学期收取。 

 

③其他公开招考人员 

入学金：100,000 日元 

※在毕业年度将收取毕业相关费用委托金（50,000 日元）。秋季入学的学生将在毕业年度的秋季学期收取。 

 

９．合格录取后的相关手续 

入学手续：考试合格者请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周五）前将入学金及秋季学期总费用汇入学校帐号。 

日本留学期间的住宿安排：详细情况将于入学手续后通知。 

入境手续：入学手续完成后，樱美林大学将作为代理人向出入国在留管理庁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申请人收

到证明书后，请申请人本人到中国国内的日本领事馆申请签证。 

 

１０．咨询处（中文对应） 

报名、填写资料及申请签证：樱美林大学 入学部 北村女士、张女士  

 E-mail：global_ad@obirin.ac.jp 

项目说明：樱美林大学 新宿校区办公室经营学学位课程担当 黄女士（huang_l@obirin.ac.jp） 

生活管理说明：新宿校区办公室经营学学位课程担当 黄女士， 町田校区国际担当 王女士 

E-mail：sjk_info@obirin.ac.jp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可咨询 MBA 中心 周老师  TEL：（010）58801847   

 

本招生简章及相关申请材料可从以下网址下载：https://www.obirin.ac.jp/cn/admissions/graduate/ 

 费用 全学年 

春季学期 

 

入学金 100,000 日元 

学费 700,000 日元 

毕业相关费用 50,000 日元 

春季学期费用总计 850,000 日元 

秋季学期 学费 700,000 日元 

秋季学期费用总计 700,000 日元 

年度总计 1,550,000 日元 

 费用 1 年级 2 年级 

春季学期 设施设备使用费 50,000 日元 50,000 日元 

学费 600,000 日元 600,000 日元 

毕业相关费用 - 50,000 日元 

秋季学期 设施设备使用费 50,000 日元 50,000 日元 

学费 600,000 日元 600,000 日元 

年度总计 1,300,000 日元 1,350,000 日元 

mailto:global_ad@obirin.ac.jp
mailto:huang_l@obirin.ac.jp
mailto:admssn2@obirin.ac.jp
https://www.obirin.ac.jp/cn/admissions/gradu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