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10 月生 
①藤井寺留学生会館

(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30 分以内(近鉄

南大阪線藤井

寺車站付近)   

1 個月車票

11,520 日圓 

設備：有家具、冷氣(F2

以外) 沒有電話、電

視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  飲食：沒有

附飲食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保證金 15,000

日圓  

單人房，房租

(月額)F1-39,000 日圓、

F2-34,500 日圓 

雙人房，房租

(月額)F3-30,000 日圓 

②○2 天美グリーンガ

ーデン(男子) 學生宿

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30 分(從近鉄南

大阪線河内天

美車站徒歩 12

分)  

      1 個月車票

8,46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

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沒有附飲食(想

包早晚 2 餐者，須另付

25,000 日圓/月)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電話費基本

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保證金 15,000

日圓 

房租(月

額)39,000 日圓 

③○3 大阪女子學生會

館(女子) 學生宿舎典

型(單人房) 

通學：40 分(從地下鉄

江坂站車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0,98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

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

了星期天・特別假日

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

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

以外另付 

費用：入宿費 5, 000 日

圓 建物維持費 3,000

日圓 

誒- 

 

 

 

 

我們從東京、川崎、埼玉、千葉、名古屋、京都、大

阪、神戶等日本 8 大都市中精心挑選且評價很好的日

本語學校。在此簡介中沒有介紹到的學校也是有可能

可以代理申請的，歡迎大家以輕鬆的心情來詢問。 

   免簽證短期遊學 
有 2 週~3 個月課程可供選擇，是不需要簽證就可留學的 90

天以內短期課程。 

※持打工度假簽證者也可參加短期課程，可安排 2 週~1 年

的課程。 

   報名期限：出發日的 15 天前 

   服務内容：  

‧ 遊學申請‧和學校聯絡‧指導填寫入學申請書 

‧ 安排代訂宿舍※1‧安排代訂機票※1‧安排接機※1 

‧ 短期遊學、打工渡假遊學諮詢 

※1：安排代訂宿舍、機票、接機的服務並非一定 

要由本補習班安排，自行安排也可以。 

 

 

 

 
 

 

 

 

 

 

 

 

 

 

 

 

 

 

 

 

 

 

※關於本手冊所揭載之內容，請務必與各主辦學校所發行的資料對照確認。 

 

東京、橫濱、埼玉、千葉 

名古屋 

YAMASA 言語文化學院 

ECC 日本語學院 

 

關西外語專門學校 

MERIC 日本語學校 

ECC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ARC ACADEMY 大阪校 

翼路學園日本語學校 

修曼日本語學校 

J 國際學院 

大 阪 

推薦日本語学校 
櫻花所推薦的日本語學

校，每一所都是富有特色，

經過嚴格挑選的日本語學

校。不僅是直接到了當地的

日本語學校確認過學校的

設備、及上課氣氛之外，由

於擁有日本語學校的正確

資料，可以應顧客的要求介

紹適合的日本語學校。 

此外，不僅是學校的資料，

連關於學校的詳細內容也

可以直接到本校詢問，本校

的留學顧問會親切地為您

說明，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

下進行留學諮詢。 
京 都 

ARC ACADEMY 京都校 

 

東京日本語學校 

東京外語專門學校 

JET 日本語學校 

草苑日本語學校 

三峰學院日本語學科 

EASTWEST 日本語學校 

青山國際教育學院 

ARC ACADEMY 

友語言學院 

東京銀星日本語學校 

早稻田外國語專門學校 

ISI 日本語學校 

中央工學校附屬日本語學校 

外語商業專門學校 

埼玉國際學園 

双葉外語學校 

神戶東洋日本語學院 

神戶 COMMUNICA 學院 

神 戸 

2019 年 4 月生 
①藤井寺留学生会館

(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30 分以内(近鉄

南大阪線藤井

寺車站付近)   

1 個月車票

11,520 日圓 

設備：有家具、冷氣(F2

以外) 沒有電話、電

視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  飲食：沒有

附飲食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保證金 15,000

日圓  

單人房，房租

(月額)F1-39,000 日

圓、F2-34,500 日圓 

雙人房，房租

(月額)F3-30,000 日圓 

②○2 天美グリーンガ

ーデン(男子) 學生宿

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30 分(從近鉄南

大阪線河内天

美車站徒歩 12

分)  

      1 個月車票

8,46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

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沒有附飲食(想

包早晚 2 餐者，須另付

25,000 日圓/月)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電話費基本

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保證金 15,000

日圓 

房租(月

額)39,000 日圓 

③○3 大阪女子學生會

館(女子) 學生宿舎典

型(單人房) 

通學：40 分(從地下鉄

江坂站車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0,98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

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

了星期天・特別假日

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

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

以外另付 

費用：入宿費 5, 000 日

圓 建物維持費 3,000

日圓 

手續順序 

 

 

 

 

 

 

 

在櫻花日語接受遊學詢問 

填報名表、繳納報名費･手續代辦費 

入學許可書發行 

繳納學費等費用 

領取入學許可書、機票等 

出發到日本 

台南校：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54 號 7 F (公園路口) 
TEL：(06)2282552 / FAX：(06)2282561 

高雄校：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1 號 6F (中山路口) 
TEL：(07)2855560 / FAX：(07)2857323 

台北校：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1號 12F之 2(天成大樓裡) 
        TEL：(02)23887055/FAX：(02)23888536 
U R L：http://www.sakura-jp.com.tw 

 



東京日本語学校  東京都涉谷區南平台町 16-26    自 JR 涉谷站徒步 10 分 
 

由學校法人長沼學校所經營的東京日本語學校於 1948 年創校，是一間歷史悠

久且有名的日本語學校。學校有著濃厚的國際色彩，除了來自台灣、韓國、

中國的學生之外，也有美國、澳洲、泰國等等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在此學習。

採半天制的上課，可以根據學生的希望，選擇上午或下午的課程。此外，下

午也有開設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課程、書法課程等選修科目(費用另外計算)。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施設利用費 學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 8 日～6 月 21 日 3 個月 初級Ⅰ～高級 32,400 日圓 5,400 日圓 218,592日圓 256,392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                                                        (1 日圓=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ドミトリー宮崎台(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40 分(従東急田園都市線宮崎台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7,94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②ドミトリー梶ヶ谷(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45 分(従東急田園都市線梶が谷站徒歩 10 分) 

   1 個月車票 7,940 日圓 

通學：40 分(従東急田園都市線宮崎台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7,94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2張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45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9:55～10:40 14:25～15: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0～11:35 15:20～16: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6:15～17: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電腦教室 

③つつじヶ丘男子学生会館(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50 分(従京王線つつじヶ丘車站徒歩 15 分) 

   1 個月車票 7,12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建物維持費 3,000 日圓 

    房租(月額) 單人房 72,000 日圓、 

雙人房 62,000 日圓、 

設備費(月額)2,107 日圓 

 

 

 

 

      視聽教室 

 東 京 



東京外語專門学校 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7-3-8  自 JR 新宿站徒步 7 分 
 

位於東京新宿的東京外語專門學校是自 1976 年以來已有 35 年的歷史，是一

間歷史悠久且有名的學校，課程採 3 天全天、2 天半天的授課，中上級程度

的同學下午是選修課可因應同學不同的需求。密集的上課時間以外也有閒暇

時間可以到處逛街遊玩，學校位於東京的交通樞紐—新宿站附近，觀光購物

都相當方便。學校除了日本語科之外，還設有日中通譯科、日韓通譯科、日

本語教師養成科等，學生可以利用校內外的活動與全體同學進行交流。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學費 其他※1 合計 

2019 年 4 月中旬～6 月下旬 3 個月 初級Ⅰ～高級 1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4,000 日圓 194,000 日圓 

2019 年 4 月中旬～5 月中旬 1 個月 初級Ⅰ～高級 10,000 日圓 60,000 日圓 4,000 日圓 74,000 日圓 

※1 為教材費。                                                              (1 日圓=NT0.28 元左右) 

※申請變更為長期生者，可免除報名費 20,000 日圓。 

※開始上課後可申請課程期間延長，延長期間以一週為一個單位(費用 15,000 日圓/週) 

 

◆上課時間表 

 

 

 

 

 

 

         

 

 

※中上級以上程度者星期一、三下午有日本文化課程、專門學校課程、大學課程、 

研究所課程可選擇。 

 

 

◆住宿(例) 
①ドミトリー田無 2(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40 分(従西武新宿線田無站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2,49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2 張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20～10: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10～10: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5～11: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55～12: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五節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 

第六節 14:20～15: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 

 

②ドミトリー戶田 2(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40 分(従 JR 埼京線戶田站徒歩 7 分) 

   1 個月車票 8,82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上課情形 

圖書室 

 東 京 



JET日本語學校    東京都北區瀧野川 7-8-9  JR 埼京線板橋站徒步 1 分 

 

JET 是由金美齡女士擔任理事長職位的日本語學校。因位於東京的市中心池袋

附近，因此可以充分領會東京的都會生活。再加上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的認

定，為一所有傳統的日本語學校，因此可以安心的去留學。期間以 2、3 個月

為主，與正規長期留學課程的學生一起上課。課程從基礎至高級的程度皆有，

各個階段的學生皆可上課。但是，初學者只可以在 4 月入學。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1 入學金 學 費 合 計 

1 2019 年 4 月 2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 約 3 個月 初級Ⅰ～中級Ⅱ 45,000 日圓 201,000 日圓 246,000 日圓 

2 2019 年 5 月 7 日～2019 年 7 月 26 日  約 3 個月 初級Ⅰ～中級Ⅱ 45,000 日圓 201,000 日圓 246,000 日圓 

3 2019 年 6 月 3 日～2019 年 8 月 9 日 約 2 個月 初級Ⅱ～中級Ⅱ 45,000 日圓 174,000 日圓 219,000 日圓 

※ 上課用教科書需自行到書店購買(5,000 日圓程度)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的講義影印費每月另收取 400 日圓。 

※ 全體學生均須購買災害補償保險(每月保險費 200 日圓)。但本保險不包含疾病與受傷給付，請同學務必在出

國前，在自己國內先購買海外旅遊平安保險。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ドミトリー蓮根(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40 分(従地下鐵三田線蓮根駅徒歩 11 分) 

   1 個月車票 8,310 日圓 

設備：有空調、家具 沒有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75,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履歷書（本人親筆） 

2．相片（4cm×3cm）4 張 

 

 

 東 京 

②ドーミー戸田 2(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30 分(從 JR 埼京線戶田站徒步 7 分) 

１個月車票 6,30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9:55～10: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5～11: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50～12: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五節 14:00～14:50 － － － － － 

第六節 14:55～15:45 － － － － － 

※每週有 1~2 天的 14:00~15:45 必須上課。 

 
演講比賽 

 
社會見學 



ARC ACADEMY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 8 日～6 月 21 日 約 3 個月 入門～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190,0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使用教材根據班級和課程不同。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15～10:00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45 14:15～15: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45 15:15～16: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6:00～16: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將根據日語程度來安排上午班或下午班。 

 

 

 

 

 

 

 

 

 

 

◆住宿(例)  

將介紹 共立、Leopalace21、Guest House、Home Stay 等宿舍。詳細情形請向留學部洽詢。 

 

 

      

 東 京 

這間日本語學校在東京市中心的澀谷(飯田橋)、新宿都有設立分校。短期三個月的課

程，適合在日本生活的人、工作上需要日語的人、想利用休假在日本學習的人參加。

透過每天的課程，在短時間內掌握有用的日語，提升日語能力。除了學校之外，也可

申請寄宿家庭，在實際的生活中，也都能接觸到日文，能真正的去體驗日本的家庭生

活、日本人的價值觀、及文化、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希望有寄宿家庭者需另填寄宿家庭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新宿站前校：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7-2-6 自 JR 新宿站徒步 10 分 
渋谷校(飯田橋校舍): 東京都文京区後楽 2-23-10 自 JR 飯田橋站徒步 8 分 
 

茶道教室 書道教室 



草苑日本語學校 東京都台東區台東 2-20-9  地下鐵新御徒町站徒步 1 分 

 

自 1977 年創校以來，有來自 70 多個國家、18000 位以上的學生曾在此學習，是一

所歷史悠久的日本語學校。2008 年 4 月起校舍遷移至新御徒町站的附近，靠近現代

文化發信地點的秋葉原、以及還留存著有濃厚日本傳統文化的上野和淺草、兩國等

具有各種國際色彩的環境地區。草苑日本語學校的短期課程是以週為單位，配合在

學的學生或社會人士，開辦隨時都能上課，週週都能入學的課程。班級人數設定為

小班制，以實際溝通為目標進行授課，在課堂上有許多開口講話的機會。 

 

◆期間・學費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1 週 

課程 

2 週 

課程 

3 週 

課程 

4 週 

課程 

5 週 

課程 

6 週 

課程 

7 週 

課程 

8 週 

課程 

9 週 

課程 

10 週 

課程 

11 週 

課程 

12 週 

課程 

2019/04/01 04/05 04/12 04/19 04/26 05/03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2019/04/08 04/12 04/19 04/26 05/03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2019/04/15 04/19 04/26 05/03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2019/04/22 04/26 05/03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2019/04/29 05/03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2019/05/06 05/10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2019/05/13 05/17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08/02 

2019/05/20 05/24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08/02 08/09 

2019/05/27 05/31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08/02 08/09 08/16 

2019/06/03 06/07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08/02 08/09 08/16 08/23 

2019/06/10 06/14 06/21 06/28 07/05 07/12 07/19 07/26 08/02 08/09 08/16 08/23 08/30 

入學金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 日

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

圓 

學 費
※1

 
25,000

日圓 

50,000

日圓 

75,000

日圓 

100,000

日圓 

125,000

日圓 

150,000

日圓 

175,000

日圓 

200,000

日圓 

225,000

日圓 

250,000

日圓 

275,000

日圓 

300,000

日圓 

合 計 
45,000

日圓 

75,000

日圓 

95,000

日圓 

120,000 

日圓 

145,000 

日圓 

170,000 

日圓 

195,000 

日圓 

220,000 

日圓 

245,000 

日圓 

270,000 

日圓 

295,000 

日圓 

320,0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完全沒有學過日語的人則安排在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一入學                                                           

※1 學習期間若遇日本的假日則學費會有不同 

◆上課時間表 
 

 

 

 

 

 

                                                                    

 
 

 

 

 

 
                                       
                                 上課情形 

 

 上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10:00～10: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50～11: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40～12: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30～13: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6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４．身份證影印本 

 

◆住宿(例) 
①ドミトリー綾瀬レディース(女子)  學生宿舍典型 
通學：45 分(從地下鐵千代田線綾瀨站徒步 12 分) 

１個月車票 12,42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75,000 日圓 

 

②ドーミー綾瀬(男子)  學生宿舍典型 

通學：45 分(從地下鐵千代田線綾瀨站徒步 12 分) 

１個月車票 12,42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75,000 日圓 
 
 

 東 京 



青山國際教育學院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3-8-40   地下鐵表參道站徒步 5 分 

 

青山國際教育學院位於流行時尚名店及咖啡廳林立的表參道附近，距離原

宿也很近。除了開設針對留學生的日本語課程之外，也有開設以日本人為

對象的中國語課程﹔在校內，也定期的會舉辦日中交流會等等的活動。課

程為半天制,設有上午班跟下午班。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1

 合計 

2019 年 4 月上旬～6 月下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0 日圓 150,000 日圓 3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1 其他費用內容：教材費、傷害保險費、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 住宿(例) 

 
①ドミトリー綾瀬レディース(女子)  學生宿舍典型 
通學：50 分(從地下鐵千代田線綾瀨站徒步 12 分) 

１個月車票 8,50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75,000 日圓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45 13:00～13: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9:55～10:40 13:55～14: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0～11:35 14:50～15:3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5:45～16: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東 京 

 
 

 
表参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2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③つつじヶ丘男子学生会館(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55 分(従京王線つつじヶ丘車站徒歩 15 分) 

   1 個月車票 13,28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餐飲：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建物維持費 3,000 日圓 

    房租(月額) 單人房 72,000 日圓、 

雙人房 62,000 日圓、 

設備費(月額)2,107 日圓 

 

 



三峰學院日本語學科 東京都新宿區北新宿 4-1-1  JR 大久保站徒步 5 分     

 

三峰學院在 1998 年開校以來有 16 年歷史，是位在新宿區大久保的日本語學

校。校舍最近因為剛遷移關係，教室、電腦教室、休息室等的設施都非常新

跟乾淨。授課是半天制，根據程度有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宿舍有學校宿舍

(MCA 宿舍)兩間，還有學校跟民間公司所合作的宿舍(FSA 宿舍)三間，費用

兩者都是比較便宜。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1 合計 

2019 年 4 月 8 日〜6月24日 約 2.5 個月 
初 級Ⅰ 

~ 高級 
0 日圓 

免除 

20,000 日圓 
145,500 日圓 22,500 日圓 168,000 日圓 

※其他費用內容：教材費、設施費、課外活動(校外教學)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休息室               電腦室 

                                                     

 

◆住宿(例) 
①MCA 高圓寺寮(女子) 套房式 

通學：25 分(從 JR 高圓寺車站徒歩 10 分)  1 個月車票 4,73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水電･瓦斯費(月額)8,000 日圓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3,000 日圓) 

費用：單人房 入宿費 30,000 日圓 保證金 52,000 日圓 房租(月額)52,000 日圓 
雙人房 入宿費 30,000 日圓 保證金 42,000 日圓 房租(月額)42,000 日圓 

 

②MCA 櫻水上寮(男子) 套房式(雙人房) 

通學：30 分(從京王線櫻水上車站徒歩 4 分)  1 個月車票 9,42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水電･瓦斯費(月額)8,000 日圓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3,000 日圓) 

費用：入宿費 30,000 日圓 保證金 48,000~50,000 日圓 房租(月額)48,000~50,000 日圓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45 13:00～13: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9:55～10:40 13:55～14: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0～11:35 14:50～15:3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5:45～16: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上午班或下午班由學校指定。 

 

東 京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4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EASTWEST日本語學校 東京都中野區中央 2-36-9 地下鐵中野坂上站徒步 7 分  

 

EAST WEST 日本語學校是位於清幽且治安良好的住宅區裡，除此之外，學

校離新宿、渋谷等地區也都很近，下課後想去逛街、購物也都很方便。學

校課程的安排上另外有針對會話方面，利用獨自開發教學課程，計畫性的

進行會話指導，來提升會話能力。課程為半天制,設有上午班跟下午班初級

至中級前期為下午班、中級後期以上為上午班。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  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学 費 合  計 

2019 年 4 月初～6 月下旬  約 3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20,000 日圓 154,000 日圓 174,0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持打工渡假簽證者初次入學可享有優惠價格，10 周的優惠學費為 150,000 日圓。 

※可於課程中插班，途中結束，費用為入學金 20,000 日圓，學費 14,000 日圓/一週。     

  但若是初學者的話，請務必於學期開始時加入。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中央女子宿舍(女) 學生宿舍(單人房/雙人房) 

通學：徒步 1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視、有共用撥號受限專用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水電･瓦斯費全包 

費用：單人房 入宿費 40,000 日圓 保證金 40,000 日圓 房租 50,000~60,000 日圓 
        雙人房 入宿費 40,000 日圓 保證金 40,000 日圓 房租 40,000~41,000 日圓 

②大河原 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徒步 3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視、撥號受限專用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水電･瓦斯費另付 

費用：入宿費 40,000 日圓、保證金 40,000 日圓、 

房租 47,000 日圓 

③東京女子學生會館宿舍 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四人房) 

通學：騎腳踏車 15 分鐘，或坐電車+走路=20 分鐘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沒有電視、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另付 

費用：雙人房 入宿費 40,000 日圓 保證金 40,000 日圓 房租 40,000 日圓 
四人房 入宿費 30,000 日圓 保證金 30,000 日圓 房租 30,000 日圓 

④グレース中野ドミトリー女性學生會館宿舍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騎腳踏車 15 分鐘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另付 

費用：入宿費 60,000 日圓 保證金 60,000 日圓 房租 60,000 日圓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10～10:00 13:20～14: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5～10:55 14:15～15: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5～11:55 15:15～16:06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00～12:50 16:10～17: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初級有可能被分到下午班。              

東 京 

 

 
        上課情景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1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fC70ZF9lEB.hdt1gt./SIG=1k3oq8hcn/EXP=1162363202/**http:/tw.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back=http%3A%2F%2Ftw.search.yahoo.com%2Fsearch%2Fimages%3Fp%3DEAST%2BWEST%2B%25E6%2597%25A5%25E6%259C%25AC%25E8%25AA%259E%25E5%25AD%25B8%25E6%25A0%25A1%26ei%3DUTF-8%26fr%3Dfp-tab-img-t%26x%3Dwrt&w=380&h=485&imgurl=www.daitobunka.edu.hk%2Fgif_photo%2Few-p.jpg&rurl=http%3A%2F%2Fwww.daitobunka.edu.hk%2Fjps_ew.htm&size=25.7kB&name=ew-p.jpg&p=EAST+WEST+%E6%97%A5%E6%9C%AC%E8%AA%9E%E5%AD%B8%E6%A0%A1&type=jpeg&no=3&tt=8&oid=c8f929dfe1b4bb6e&ei=UTF-8


 

友語言學院  東京都新宿區大久保 2-16-25   西武新宿線新大久保站徒步 5 分 

 

友語言學院是間位在交通方便的新宿區大久保的日本語學校，學校的教學

方面，老師們用心地指導每位同學，另外在設備上學生還可在校內自由地

使用電腦，利用網路設備。學校附近有公園、圖書館等，學習環境優良。

學生宿舍位在學校附近，走路可到達學校，可免去通車之苦，可說是相當

地便利。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中旬～6 月下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25,000 日圓 140,000 日圓 165,000 日圓 

※學費包含學費、教材費、課外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左右)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AMITY HALLⅢ(男女)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徒步 1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5,000 日圓) 

費用：單人房 入宿費 12,000~14,000 日圓※1、房租(月額)41,000~50,000 日圓 

雙人房 入宿費 12,000 日圓※1、房租(月額)40,000~41,000 日圓 

四人房 入宿費 10,000 日圓※1、房租(月額)37,000 日圓 

※1 入住費將於您退房時退還，其金額將扣除房間清潔費及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 50%)。 

②AMITY HALLⅤ(女子)  套房式(雙人房) 

通學：徒步 30 秒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5,000 日圓) 

費用：雙人房 入宿費 20,000 日圓※1、房租(月額)45,000~48,000 日圓 

※1 入住費將於您退房時退還，其金額將扣除房間清潔費及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 50%)。 

③大久保 LA HOUSE(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徒步 1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    餐飲：沒有付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5,000 日圓) 

費用：雙人房 入宿費 12,000 日圓※1、房租(月額)42,000~44,000 日圓 

※1 入住費將於您退房時退還，其金額將扣除房間清潔費及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 50%)。 

④CALM 大久保(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徒步 3 分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含水電･瓦斯費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5,000 日圓) 

費用：單人房 入宿費 12,000 日圓※
1
、房租(月額)41,000~49,000 日圓 

雙人房 入宿費 12,000 日圓※
1
、房租(月額)44,000~45,000 日圓 

※1 入住費將於您退房時退還，其金額將扣除房間清潔費及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 50%)。 

⑤AMITY HALLⅡ(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徒步 5 分 

設備：有冷気、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水電･瓦斯費(月額)6,000 日圓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3 個月 5,000 日圓) 

費用：入宿費 35,000 日圓 保證金 65,000~68,000 日圓  共用設施費(月額)2,000 日圓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上午班 09:00~12: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下午班 13:00~16: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課程主要是安排在上午時段，初級入門的課程也有可能安排在下午時段。 

 

上課情形 

東 京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４・學習日語的調查 

５・宿舍入住申請書 

 

房租(月額)65,000~68,000 日圓 

 



中央工學校附屬日本語學校 東京都北區東田端 1-4-8  JR 田端站徒步 4 分 

 

中央工學校附屬日本語學校位於交通便利的山手線田端站附近，此校是以創立於

1909 年的中央工學校的姐妹校身分所開辦的學校。學校設有 e-learning 系統供學生練

習日語，並設有全勤獎及獎學金制度。有自屬的六星級「輕井澤研修所」，每年學

校會安排文化之旅，讓學生在上課之餘透過見學旅行深入了解日本文化。升學姐妹

校時可享有選考料與入學金全額減免的優惠。學校擁有自營的男女學生宿舍，附早

餐且皆是交通方便、設備齊全的便利宿舍。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合計 

2019 年 4 月中旬~6 月中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25,000 日圓 172,500 日圓 0 日圓 197,500 日圓 

※費用不含教材費(約 5000 日圓程度)、課外活動費、交通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クワドラングル志茂（女子）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20 分(地下鐵南北線志茂站徒歩 6 分) 

      1 個月車票 10,11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依實際使用另付 
費用：單人房 房租(3 個月)192,000 日圓 

      雙人房 房租(3 個月)108,000 日圓 

 

②王子寮（男子）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25 分(地下鐵王子站徒歩 13 分) 

      1 個月車票 10,110 日圓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依實際使用另付 
費用：單人房 房租(3 個月)168,000 日圓 

      雙人房 房租(3 個月)108,000 日圓 
 

東 京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45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9:55～10:40 14:25～15: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0～11:35 15:20～15: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6:15～17: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上午班或下午班由學校安排。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4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東 京 東 京 



專門學校亞非語學院  東京都三鷹市新川 5-14-16   JR 吉祥寺站搭公車 10 分  

 

專門學校亞非語學院是位於東京都三鷹市郊外清幽的住宅區的日本語學

校。授課全天制，除了日本語科之外有日本人學生學中國語、阿拉伯語、印

度語學科等。可入住的宿舍是從學校用走路或腳踏車通學可到的契約宿舍，

對於通學相當便利。最近的車站吉祥寺車站除了聚集了許多年青人和流行的

商店外，附近也有「三鷹の森ジブリ美術館」。由於是專門學校且市立圖書

館就在校園內，有許多與日本人交流的機會。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学金 授課費※1 合計 

2019 年 4 月中旬~6 月中旬 約 2.5 個月 初級～上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50,000 日圓 160,000 日圓 

※1 教材費另計。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暑假短期: 無日文基礎者也可入學。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ドミトリー井の頭公園 (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步行約 30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話  沒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單人房 75,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2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09:50~10:3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45~11: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35~12: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五節 13:20~14: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六節 14:10~14: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學校也會安排許多文化體驗課程及活動 

 

     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三鷹市立圖書館 

 東 京 



双葉外語學校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新宿 2-6-8    京成千葉中央站徒步 1 分 

 

双葉外語學校位在鄰近東京的千葉市中心，此處交通便利，環境清幽。在為

期 3 個月的期間中，除了充實的日語課程之外，學校安排有豐富的課外活動，

包括觀光淺草、台場、鎌倉，參觀啤酒工廠等，讓學生在課堂及戶外都能體

驗最真實的日本。課程分為上午班及下午班，學校將根據分班測驗結果為學

生安排最適合自己程度的班級。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合計 

2019 年 4 月 4 日~6 月 24 日 10 週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20,000 日圓 120,000 日圓 0 日圓 140,000 日圓 

※費用不含教材費、課外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中級以上實施選修課程(例:日本留學試驗對策、日本語能力對策等)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ホワイトバレー木原(男女)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腳踏車約 10~15 分鐘       

設備：有冷氣、電視 沒有家具、電話  ※沒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不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保證金 10,000 日圓、 

房租(月額)25,000 日圓 

 

②クリーンホーム千葉(女子 1~2 人房)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學校同一棟的 9 樓  

設備：有冷氣、電視 沒有家具、電話 ※沒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不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保證金 10,000 日圓、 

單人房房租(月額)32,000 日圓 

雙人房房租(月額)30,000 日圓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55 13:00～13: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45 14:00～14: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5 15:00～15: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00～12:45 16:00～16: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上午班或下午班由學校安排。 
 
 
 
 

 

 

      上課情形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1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③サンライフ葛城(男女) 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腳踏車約 10~15 分鐘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沒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不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保證金 10,000 日圓、 

房租(月額)27,000~34,000 日圓 

 

④コーポ仲田(男女)  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腳踏車約 10~15 分鐘 

設備：有冷気、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沒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不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保證金 10,000 日圓、 

房租(月額)32,000~34,000 日圓 

 

千 葉 



埼玉國際學園  埼玉県熊谷市桜木町 2-101  高崎線熊谷站徒步 5 分 

 

                    埼玉國際學園開始於 1990 年，是間歷史悠久的語言學校。學校位在接       

                    近東京的熊谷市，環境清幽，學校靠近市立體育館及圖書館，是個適 

                    合學習的地方。課程為半天制，進行小班制授課，一個班級人數在 10~15 

                    人之間，透過日語學習加強社會意識及國際觀，讓學生體驗日本文化， 

                    進一步了解日本的風俗習慣。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学金 學 費 其他※1 合 計 

2019 年 4 月初～6 月中旬 約 2.5個月 初級Ⅰ～高級 1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141,000 日圓 10,000 日圓 181,000 日圓 

※1其他費用包括教材費、設施費                                 (1日圓 = NT0.28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上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09:45～10: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五節 12:30～13:00 問題討論 

※下午 13:00〜17：30 特別課程、課後輔導、自習。 

 

①MOMO 大樓(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腳踏車 10 分以内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沒有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火災保險費 3,000 日圓  

清潔費 15,000 日圓 房租(月額) 38,000 日圓 

 

 

 ②ROMANU 大樓(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腳踏車 10 分以内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沒有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20,000 日圓 火災保險費 3,000 日圓  

清潔費 15,000 日圓 房租(月額) 38,000 日圓 

 

 
       電腦室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4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４．身元保証書(18 歲以下) 

 

 

埼 玉 

 



位於日本最大的港灣國際都市—橫濱市中心的日本語學校。橫濱這港都城市

擁有許多的觀光地，更以流行城市著名，因此相當受年輕人的歡迎。橫濱國

際教育學院除了一年以上的長期留學外，也有寒•暑假的特別課程及 3 個月

短期課程等，課程的豐富變化是其特色之一。短期遊學以 10 週為基礎，與

正規長期留學課程的學生一起上課。初學者以外，隨時都可以入學。 

橫濱國際教育學院   橫濱市西區宮崎町 43 番地   JR 櫻木町站徒步 4 分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学金 學 費 合 計 

2019 年 4 月中旬～6 月中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上級 0 日圓 2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200,000 日圓    

※學費包括教科書、教材費、學校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學期途中參加‧途中結束的情況】 
 2 星期 3 星期 4 星期 5 星期 6 星期 7 星期 8 星期 9 星期 

報名費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學 費 38,000 日圓 57,000 日圓 76,000 日圓 95,000 日圓 114,000 日圓 133,000 日圓 152,000 日圓 171,000 日圓 

合 計 58,000 日圓 77,000 日圓 96,000 日圓 115,000 日圓 134,000 日圓 153,000 日圓 172,000 日圓 191,000 日圓 

※學期途中參加者、必須有學習日語經驗。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啓學舎(男子 2~4 人房)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徒步 15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沒有電視、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費 

※投幣式設備費用各自負擔(淋浴、洗衣機、烘乾機等) 

 

【費 用】 
 2 星期 3 星期 4 星期 5 星期 6 星期 7 星期 8 星期 9 星期 一學期 

保證金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15,000 日圓 

住宿費 38,000 日圓 53,000 日圓 68,000 日圓 83,000 日圓 97,000 日圓 110,000 日圓 125,000 日圓 138,000 日圓 150,000 日圓 

合 計 53,000 日圓 68,000 日圓 83,000 日圓 98,000 日圓 112,000日圓 125,000 日圓 140,000 日圓 153,000 日圓 165,000 日圓 

※依使用程度，住宿保證金有可能在退宿舍時部份退還或不退還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横 浜 

②志学舎(女子 2~4 人房) 學生宿舎典型 

通學：徒步 1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沒有電視、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費 

※投幣式設備費用各自負擔(淋浴、洗衣機、烘乾機等)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10～09:55 13:10～13: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45 14:00～14: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5～11:40 14:55～15: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5:45～16: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港未來 21 



外語商業專門學校 川崎市川崎区駅前本町 22-9   京浜線川崎站徒步 2 分 

外語商業專門學校位於東京都旁的川崎市，往來東京及橫濱搭電車都

僅需 10 數分鐘，交通相當方便，除了是間除了有日本語學科之外、同

時附設有國際商業學科、國際飯店學科等的商業專門學校。短期課程

初級後半的學生將編入長期課程一同學習，中級Ⅱ程度以上的學生可

自由選修商業日語、考試對策、日本文化等選修科目。外語商業專門

學校另外為了持有打工渡假簽證的學生開設 1 個月至半年的短期日語

課程，有興趣者請洽櫻花留學部。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合計 

2019 年 4 月 10 日~6 月 27 日 約 2.5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0 日圓 200,000 日圓 0 日圓 200,000 日圓    

※費用不含教材費、參加社會見習等的實際費用。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入學前取消申請時需支付取消費 10,000 日圓。 

※持打工渡假簽證者的學費優惠為 157,500 日圓。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Leopalace グレイス壱番館（男女）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腳踏車約 15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沒有電視  ※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於房租內   
費用：入宿費 45,000 日圓 保證金 20,000 日圓 施設維持費 30,000 日圓 

      火災保險 5,000 日圓 房租(月額)53,000 日圓 

 

②Leopalace 偕樂（男女）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電車+徒步約 15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  沒有電視  ※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於房租內   
費用：入宿費 45,000 日圓 保證金 20,000 日圓 施設維持費 30,000 日圓 

      火災保險 5,000 日圓 房租(月額)52,000 日圓 

 
③Leopalace 藏田（男女）學生宿舎典型（雙人房） 

通學：腳踏車約 20 分鐘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有被墊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於房租內 
費用：入宿費 45,000 日圓 保證金 20,000 日圓 施設維持費 30,000 日圓 

      火災保險 5,000 日圓 房租(月額)53,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４．在留卡影本［短期滯在以外］ 

 

 

 電腦室 

 

      聽解自習室 

 川 崎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40～10: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40～11: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40～12: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35～13:25   LUNCH  LUNCH 
第五節 13:30～14:20   日本語  日本語 
第六節 14:30～15:20   日本語  日本語 

※初級班的教材為「みんなの日本語Ⅰ」，學習語法、詞彙、會話等 

 

 



YAMASA言語文化學院  愛知縣岡崎市羽根東町 1-2-1  JR 岡崎站徒步 7 分 

 

位於優良的自然環境－名古屋近郊、岡崎市的日本語學校。學校相當具有

國際氣息，除了亞洲之外，還聚集了美國、歐洲等世界各地的學生，因此

可以在國際性氣氛下學習。課程方面，設置了許多從 4 週 ~ 12 週的短期

課程，因此，每隔 2 週就可入學。這個課程主要教學重點在於加強對話能

力。因此特別重視聽和說的技巧。課程規劃為全天制的上課。 

◆期間‧學費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2 週課程 3 週課程 4 週課程 5 週課程 6 週課程 7 週課程 8 週課程 9 週課程 10 週課程 11 週課程 12 週課程 

2019/04/04 04/18 04/25 05/02 05/09 05/16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2019/04/11 04/25 05/02 05/09 05/16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2019/04/18 05/02 05/09 05/16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07/11 

2019/04/25 05/09 05/16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07/11 07/18 

2019/05/02 05/16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07/11 07/18 07/25 

2019/05/09 05/23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07/11 07/18 07/25 08/01 

2019/05/16 05/30 06/06 06/13 06/20 06/27 07/04 07/11 07/18 07/25 08/01 08/08 

學   費 
90,000 

日圓 

113,000 

日圓 

136,000 

日圓 

158,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202,000 

日圓 

224,000 

日圓 

245,000 

日圓 

266,000 

日圓 

284,000 

日圓 

298,000 

日圓 

※學費不包含教材費用。                                                      (1日圓 = NT0.28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住宿選擇 

保

證

金 

每星期房租 水

電 
備 考 

單人房 雙人房 

YAMASA VILLAⅠ(套房式) 
步行

10 分 
無 21,500 日圓 10,000 日圓 含 

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YAMASA VILLAⅢ･Ⅳ(套房式) 
步行

10 分 
無 18,500 日圓 10,000 日圓 含 

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Residence K(套房式) 
步行

15 分 
無 21,500 日圓 10,000 日圓 含 

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Residence U(套房式) 
步行

15 分 
無 21,500 日圓 10,000 日圓 含 

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YAMASA STUDENT VILLAGE 

(學院式) 

步行

12 分 
無 17,000 日圓 9,000 日圓 含 

有冷気、家具、没有電

視、有電話、無餐飲 

Residence L(套房式)     (2DK) 
步行

15 分 
無 20,000 日圓 10,500 日圓 含 

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Residence L(套房式)     (3 DK) 
步行

15 分 
無 22,500 日圓 11,500 日圓 含 

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山本宿舍(學院式) 
步行

6 分 
無 17,000 日圓 無 含 

有冷氣、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無餐飲 
 

寄宿家庭 － 無 20,000 日圓 無 － 
1 天附 2 餐、有棉被套 

星期一～五 

 名古屋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40～13: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 

第五節 13:40～14: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1 張 

 

 

 
圖書室 

 

 
教室 

※棉被套：購買 25,900 日圓  出租手續費 2,000 日圓、每星期出租費 1,500 日圓 

 



ECC日本語學院金山校 名古屋市中区正木 4-9-1笹とみビル 4F  JR 金山站徒步 5 分 

 

ECC 日本語學院金山校，位在名古屋市中心叫做金山的地方。短期學生可以

在每年的 1、4、7、10 月份入學，設有 5 週及 3 個月課程可供選擇。除了學習

日本語外，也有舉辦觀光跟文化體驗的課外活動。另外，也有提供短期生寄

宿家庭的計畫，不只是在課堂上學習日文，並且藉由跟日本家庭生活，提昇

日語的能力，又能夠實際的體驗日本的文化跟習慣。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雜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 8 日~6 月 25 日 約 2.5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25,000 日圓 175,000 日圓 4,000 日圓 204,000 日圓    

※其他費用包含學校作成的教材費(不含市販教材費)                              (1日圓 = NT0.28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20~10:05 13:40~14:2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10~10:55 15:10~15: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5~11:50 16:05~16: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55~12:40 16:55~17: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班級程度為初級 N5、初中級 N4、中級 N3。中級安排在上午班上課。 

※開學後也可中途報名，詳情請洽本班。 

◆住宿(例)  

①ドーミー川名(男子)  學生宿舍典型(單人房) 

通學：20 分以内(地下鐵川名車站徒步 5 分)   

1 個月車票 9,11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53,000 日圓 

 
○2 ドミトリー赤池(女子)  學生宿舍典型(單人房) 

通學：25 分以内(地下鐵平針車站徒步 5 分)   

1 個月車票 10,79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53,000 日圓 

                                              上課情形 

○3 御園パレス(男女)  套房式(1~2 人房) 

通學：15 分(地下鐵伏見車站徒步 5 分)  1 個月車票 9,11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保證金 20,000 日圓  

單人房 房租(日額)2,500 日圓 雙人房 房租(日額)1,500 日圓 

○4 代万ビル(男女)  套房式(1~2 人房) 

通學：35 分(地下鐵星之丘車站徒步 5 分)  

1 個月車票 14,46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單人房 房租(日額)2,500 日圓  

雙人房 房租(日額)1,5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2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名古屋 



ARC ACADEMY 京都校  

 

ARC 京都校位於有著悠久歷史及傳統文化的城市-京都，同時也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所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地方，在街道上隨處可見歷史的遺

跡、寺廟等文物，接觸到傳統的文化藝術、茶道、花道等的機會也很多。

課程的安排從入門到中級的程度皆有，上課中均衡地加強同學的「聽、說、

讀、寫」的能力，並於每週五進行測驗，複習一週內所學的內容。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 9 日～6 月 21 日 約 2.5 個月 入門～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190,0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使用教材根據班級和課程不同。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分班考試 10/12 早上 10 點。(如果希望在其他時間參加分班考試，需提前與學校商量) 

                                                               

 

 

 

 

 

 
 

 

 

 

 

 

 

 

 

 

 

 

 

 

 

 

 

 

 

 

 

 

京 都 京都市下京区万寿寺通烏丸西入御供石町 349 地下鐵五条徒步 3 分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上課時間表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15～10:00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5～10:50 14:20～15:0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5～11:40 15:10～15: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6:00～16: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將根據日語程度來安排上午班或下午班。 

※10 月期校外學習選項 ①傳統肥皂製作體驗 ②涉成園賞楓。  

  (校外學習依學生報名情況而有可能會有活動取消或內容變更的情形發生) 

◆住宿(例)   

①週租/月租公寓(Monthly Elitz 3rd )  單人套房   

通學：徒步約 10 分   設備：有冷氣、家具、電視、網路、棉被組 

費用：109,000~115,000 日圓/月額(包含房租、水電瓦斯、網路費) 



関西外語専門学校  大阪市阿倍野区松崎町 2-9-36  JR 天王寺站徒步 3 分 

 

位於西邊的大都市—大阪市裡，也是關西數一數二的傳統學校。大阪離京

都、奈良、神戶等觀光都市相當近，因此，值得學習日語的地方相當多。除

了日語學科外，另開設日中通譯、翻譯專攻課程、亞洲語文、及併設多項商

業學科。與正規長期留學課程的學生一起上課。課程從基礎至高級的程度皆

有，各個階段的學生皆可上課。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 費 演習費 合 計 

2019 年 4 月 8 日～6 月 12 日 約 2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10,000 日圓 20,000 日圓 183,000 日圓 7,000 日圓 220,000 日圓 

※學費包括教材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上課時間表 

 

 

 

 

 

 

 
 

◆住宿 ※依使用程度，住宿保證金有可能在退宿舍時部份退還或不退還 

 大 阪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00～9: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50～13:40 日本語･事情 必選修科目 日本語･事情 

第五節 13:50～14:40 日本語･事情 必選修科目 日本語･事情 

※必選修科目為會話、作文、聽解、讀解、電腦、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日

本留學試驗對策(日本語、綜合科目、數學)、英語、地區交流等等 

※初級班並無必選修科目，該時開設授日本語課程。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4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４．在留卡影本（短期滯在者以外） 

 
視聽教室 

①大阪女子學生會館(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40 分(從地下鉄江坂站車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0,98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63,000 日圓 

②ドーミー北梅田 (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40 分(從地下鉄天神橋筋六丁目車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0,21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費用：房租(月額) 63,000 日圓 

③ドーミー平野(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20 分(從 JR 線平野車站徒歩 6 分)  

     1 個月車票 4,73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沒有付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54,000 日圓 

④ドーミー王寺(男女)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30 分(從 JR 線王寺車站附近) 

    1 個月車票 11,34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沒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基本費用以外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73,000 日圓 

 

⑤レガーレ長居公園(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30 分以内(近鉄南大阪線矢田車站附近) 

    1 個月車票 7,34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没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 

費用：保證金 20,000 日圓、火災保險 4,500 日圓 鑰匙更換費

10,000日圓、仲介介紹費 24,675日圓、房租(3個月)141,000

日圓 ※先一次付清 3 個月房租 

⑥グランドハイツ湯里(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30 分以内(近鉄南大阪線針中野車站付近) 

    1 個月車票 6,22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没有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瓦斯費 電費另付 

費用：保證金 20,000 日圓、火災保險 4,500 日圓 鑰匙更換費

10,000日圓、仲介介紹費 24,675日圓、房租(3個月)141,000

日圓 ※先一次付清 3 個月房租 



MERIC日本語学校  大阪市浪速区日本橋東 1-10-6  近鐵日本橋站徒步 10 分 

 

 MERIC 日本語學校是大阪的大型日本語學校。有 500 名以上的學生學習日

語。上課分為早上班及下午班，早上班主要是針對有中級以上程度者所開設

的班，下午班則是對初級的學生所開設的班。學費，宿舍費也便宜。位於大

阪市中心的日本橋，到梅田，難波，天王寺不用轉車，無論觀光或是購物都

非常便利。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 費 維持費 合 計 

2019 年 4 月 9 日～6 月 27 日 約 2.5 個月 
初級Ⅰ～

高級 
0 日圓 20,000 日圓 166,500 日圓 5,000 日圓 191,5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打工度假簽證優惠價格 154,000 日圓。 

 

◆上課時間表 

 

 

 

 

 

 

 

◆住宿(例)  

①メリック日本語学校寮(男女)  套房式(雙人房) 

通學：40 分以内 ※大阪市內有 10 個地方，入住那間宿舍由學校安排。 

設備：有冷気、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 ※沒有被墊（可以跟學校購買：11,000 日元）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依實際使用計算 

費用：入宿費 10,000 日圓、保證金 30,000 日圓、房租(2 個月)60,000 日圓  

      ※需先一次付清 2 個月房租，第 3 個月的房租到學校繳交 

      ※僅限於房間並非遭入住者惡意或過失破壞，可於退宿舍時退還三分之一的保證金(10,000 日元)。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大 阪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50 13:20～14: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50 14:20～15: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0 15:20～16: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00～12:50 16:20～17: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茶道教室 



ARC ACADEMY 大阪校 

 

ARC ACADEMY 大阪校，是位於大阪的中心地區，難波這地方。課程從

初級到中級都有，教學是以比較少人數來進行。學費的設定也比東京便

宜，另外也提供便宜的宿舍。周遭有道頓堀、美國村等的觀光景點很多，

放學後去遊玩或是去購物都很方便。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 9 日～6 月 21 日 約2.5個月 入門～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190,0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使用教材根據班級和課程不同。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分班考試 10/12 早上 10 點。(如果希望在其他時間參加分班考試，需提前與學校商量) 

 

 

◆上課時間表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9:15～10:00 13:30～14:1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5～10:50 14:15～15:0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5～11:40 15:10～15: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30 15:55～16: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 宿舍(例)  

學校可以介紹週租/月租公寓   

 

 

 

 

 

 

 

 

 

 

 

 

 

 

 

 

 

 

 

 

 

 

 

 

 

 

 

 

 

 

 

  

 大 阪 
 

:大阪市浪速區日本橋西 1-2-25 自地下鐵難波站徒步 12 分 

 

 
道頓堀(難波)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4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大阪市北區中崎西 1-5-11 自地下鐵中崎町站徒步 1 分 

 

ECC 外語專門學校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的會員校，並且是日本首屈一

指規模龐大，教學內容豐富的綜合教育機關。除了有於 2005 年 3 月剛落

成的新校舍外，裡面更具備有許多最高水準的學習環境，升學希望者的

升學率高達 100%。課程方面有從初級到高級，主要目的為綜合學習聽說

讀寫 4 個既能，課程規劃為半天制。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 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上旬～6 月中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25,000 日圓 197,800 日圓 222,800 日圓 

※教材費需要另外付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來日本後參加分班考試,根據各人的日語能力・學習目的等情況進行分班。 

※入學後跟長期生一起上課。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大阪女子學生會館(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25 分(從地下鉄御堂筋線江坂車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10,21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 63,000 日圓 

 

 

 

 

 
電腦教室 

 
視聽教室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45 13:40～14:2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09:45～10:30 14:25～15: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45～11:30 15:25～16:1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30～12:15 16:10～16:5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五節 12:25～13:10 17:05～17:50 日本語･日本事情 

 

 

 大 阪 

②ドミトリー北梅田(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25 分(從地下鉄谷町線、堺筋線天神橋筋六丁目車

站徒歩 5 分) 

    1 個月車票 8,04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63,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 

２．相片（4cm×3cm）1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翼路學園日本語學校 大阪市浪速區難波中 3-9-3  地下鐵難波站徒步 5 分 

 

日本語學校エール学園位於大阪的市中心-難波這個地方，不但是大阪的交通

樞紐，更是觀光購物的好去處。學校除了安排充實的日本語教學課程，更安

排了許多文化活動，例如觀賞櫻花，參加日式祭典，體驗日本的年節、茶道、

和服等，透過實地調查走訪及參加社會活動來加深學生對日本民俗文化的了

解。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 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上旬～6 月下旬 約 2.5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0 日圓 180,000 日圓 180,000 日圓 

※學費包括教材費及課外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10/11 分班考試 

 

◆上課時間表 
 

 

 

 

 

 

 

 

 

※1 星期五上課時間為 9:00～12:20 

 

◆宿舍(例) 
①友創會館(男子)  學生宿舍典型(2~4 人房) 

通學：徒步 2 分   

設備：有冷気、家具 沒有電視、電話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超過基本費用將另外徵收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4 週 2,000 日圓，每週加 500 日圓)住ˇ 

費用：雙人房 房租(週額) 13,000 日圓 

      三人房 房租(週額)12,000 日圓 

四人房 房租(週額)11,000 日圓

 時間 月 火 水 木 金※1
 

第一節 09:00～09:4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09:55～10: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0:50～11:35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1:45～12:20 日本語‧日本事情‧作文‧會話‧總合活動 

第五節 13:50～14:35             日本語‧日本事情‧作文‧會話‧總合活動 － 

 

 

 
 

 

      上課情形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本人親筆） 

２．護照的影印本 

３．相片（4cm×3cm）3 張 

    (其中 2 張到校後繳交) 

 

 大 阪 



J 國際學院  大阪市西区新町 1-8-20 地下鐵四橋線本町站徒步 1 分  

 

J 國際學院位於大阪熱鬧市區-本町這個地方，附近不僅有許多觀光購物的好去

處，交通也相當便利，學院與流行店舖及高聳大廈並立，是可以安靜學習的地

方。學校的母體是擁有 25 年歷史，涉及出版、IT、醫療、教育等行業的綜合集

團公司，加上是出版社為主的多行業經營發展，所以對日語教育方面擁有獨特

竅門。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維持費 合計 

2019 年 4 月上旬～6 月下旬 2.5 個月 
初級～

上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75,000 日圓 1,000 日圓 186,000 日圓 

※持打工度假簽證者，學費優惠為 134,650 日圓。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教材費、各種講座的費用、校外實習等其他活動參加費將按實際費用收取。 

※維持費包含個人損害賠償責任保險費。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J 國際學院宿舍 (男女)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徒步約 10 分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視 沒有電話 

※沒有被墊(租借被墊 2,000 日圓，買下價格 7,500 日圓)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不包括水電･瓦斯費  

費用：入宿費 10,000 日圓 建物維持費 3,000 日圓 

房租(月額)50,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5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10:30 13:10~14:4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50~12:20 15:00~16:30 日本語･日本事情 

※初級至中級前期為下午班、中級後期以上為上午班。 

 

 
      上課情形 

 大 阪 



大阪 YMCA 日本語學校 大阪市天王寺區南河崛町 9-52  JR 天王寺站 徒步 5 分 

 

大阪YMCA 日本語學校的短期課程安排與長期生一起上課，除了聽、說、讀、寫

以外也注重日常會話、溝通的練習，YMCA 體系特有的日本人志工制度，學校

幫忙有意願跟日本人交流的同學配對，讓同學可以有更多機會與日本人對話

練習，很多同學因此跟志工成為好朋友。實用日語課程是培養學生在商業職

場上或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能將日語高度運用自如的課程，到了上級程度者

則可選擇豐富的選修課程例如商業職場禮儀、日本的生活習慣、日本的傳統

文化、時事問題等的課程，讓學生可以直接學到日本人平常所使用的日語。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費 其他
※1

 費用等 

2019 年 4 月上旬～6 月下旬 約 2.5 個月 初級～高級 0 日圓 50,000 日圓 170,000 日圓 3,800 日圓 223,800 日圓 

※1 講義費 2,000 元、學生生活助成制度費 1,800 元。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教科書費用於分班確定後，以實際費用徵收。(約 5,000 日幣)。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シャトー第四今里(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25 分(近鐵奈良線今里站徒步 8 分) 

設備：有桌椅、冷気、冰箱、洗衣機、IH 電磁爐、小廚房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水電費．網路費，不包含瓦斯費 

費用：採光較好的房間 3 個月/160,160 日圓 

      採光較差的房間 3 個月/154,160 日圓 

      租用棉被 3 個月/6,000 日圓，租用床鋪 3 個月/6,000 日圓 

 

②港ハイツ(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35 分(阪神なんば線九条站徒步 11 分) 

設備：有桌椅、冷気、冰箱、電子瓦斯爐、小廚房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水電費．瓦斯費．網路費 

費用： 3 個月/200,160 日圓 

       租用棉被 3 個月/6,000 日圓，租用床鋪 3 個月/6,000 日圓 

 

③レガーレ谷町(男女) 套房式(單人房) 

通學：15 分(地下鐵谷町線谷町六丁目站徒步 6 分)/騎腳踏車 15 分 

設備：有桌椅、冷気、冰箱、電磁爐、微波爐、小廚房、棉被 

飲食：沒有附飲食 

水電：包含水電費．瓦斯費、不包含網路費(保證金 1 萬日圓、租借費約 2 萬日圓) 

費用： 3 個月/178,370日圓

 大 阪 

實用日語課程(例)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50 13:30~14: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50 14:30~15: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0 15:30~16: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00~12:50 16:30~17:20  聽與說  讀與寫 聽與說 讀與寫 聽與說 

 

◆必備文件 
１．入學願書（本人親筆） 

２．相片（4cm×3cm）1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上課情形 



神戸 COMMUNICA 學院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東町 116-2 自地下鐵三宮站徒步 8 分 

 

學校位於高樓大廈林立也是神戶市政府機關的所在地的神戶市中心，由於此

區域是外國人居留地，是神戶開港所共同造就出的神戶特有文化的地區，所

以在此地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且這裡因為有大量的歐美建築物而聞

名，交通也相當便利。學校以認識自己為教育方針，授課採半天制，分為上

午班及下午班，從初級開始不單只是學習教科書上的表達方式，更培養學生

能呈現自我風格的日語表現溝通能力，是個學習的好環境。 

 

◆期間・學費 

期     間 程度 報名費 入學金 學  費 其  他
※1

 合 計
※2

 

2019 年 4 月 4 日～6 月 17 日 約 2.5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76,250 日圓 8,750 日圓 195,000 日圓 

2019 年 4 月 4 日～5 月 22 日 約 2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123,250 日圓 6,750 日圓 140,000 日圓 

2019 年 4 月 4 日～4 月 26 日 約 1 個月 初級Ⅰ～高級 0 日圓 10,000 日圓 70,250 日圓 4,750 日圓  85,000 日圓 

※1 其他費用內容：設施費、活動費。                                           (1 日圓 = NT0.28 元左右) 
※2 不包含教材費、保險費。 
※教材費需另外付費(7 千~1 萬日圓/每 3 個月)。 
※持打工度假簽證入學者免除入學金。 

 

◆上課時間表 

 

 

 

 

 

 
 

◆宿舍(例) 
①神戶女子學生會館(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30 分(從六甲ライナー線アイランドセンター駅車站徒歩 3 分) 

    1 個月車票 14,25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 没有電視、電話、被墊(被墊月租約 2,000 日圓) 

飲食：沒有包附飲食，但館內有咖啡店 

水電：水電･瓦斯費另付 

費用：單人房  入宿費 60,000 日圓  共益費 8,500 日圓   

        房租(月額)42,000~53,000 日圓 

 

②ドミトリー芦屋 L(女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30 分(從阪急芦屋川車站徒歩 6 分) 

    1 個月車票 8,38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63,000 日圓 

 

 

 

 

 神 戸 

 上午班 下午班 月 火 水 木 金 

第一節 09:00～09:50 13:30～14: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二節 10:00～10:50 14:30～15: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三節 11:00～11:50 15:30～16: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第四節 12:00～12:50 16:30～17:20 日本語･日本事情 

 

 
神戶港 

 
兵庫縣公館 

③ドーミー西宮(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25 分(從阪急西宮北口車站徒歩 3 分) 

    1 個月車票 9,54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63,000 日圓 

◆必備文件 
１．入學申請書 

２．相片（4cm×3cm）3 張 

３．護照的影印本 

③ドーミー西宮(男子) 學生宿舎典型(單人房) 

通學：25 分(從阪急西宮北口車站徒歩 3 分) 

    1 個月車票 9,540 日圓 

設備：有冷気、家具、電話 没有電視 

飲食：一天附二餐(除了星期天・特別假日外) 

水電：包括水電･瓦斯費 電話費另付 

費用：房租(月額)63,000 日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