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一起学日语

千驮谷日本语学校建立于1975年，短期日语课程已经
开设了四十余年，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学生
参加过我们的日语课程。
学校主校区位于JR山手线的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是
东京都有名的学生街，学习气氛浓厚，交通便利。

课程安排

1月期

4月期

7月期

10月期

1/9 ~ 3/22
能力分班测试
1/7

4/4 ~ 6/20
能力分班测试
4/2

7/4 ~ 9/13
能力分班测试
7/2

10/7 ~ 12/17
能力分班测试
10/3

课程计划

招生对象

签证

一个学期约3个月（50个上课日）

满16周岁・日语0基础～上级的学生

学校提供申请短期签证所需要的邀

如有必要，上课时间可能会有些微调整。

根据学生日语水平，设有多个级别的班级。

请函等日方资料。

课程将以日语对话为主，全面学习日语

日语0基础的同学只能选择学期开课时入

报名截止到课程开始日的30日之前。

的听说读写。

学，有日语学习经验的同学，可中途入学。

班级构成

上课时间

课外活动

按照入学时的考试结果分班，每班约

周一~周五·每天四节课

每学期将安排一次课外文化体验

10 ~ 15 人（*最多不超过 20 人）

上午班：9:20~12:40

活动。

讲师均为持有日语教师资格，执教经

下午班：13:30~16:50

您还可以自费报名参加额外的文

验丰富的专业日籍教师。

*上下午班将由分班考试结果决定

化体验活动。

为了让您更加深入的了解日本文化，除了专业的日
语课程之外，每学期我们将安排一次课外文化体验活动，
以及两次自费体验活动。

课外活动

漫画绘制课程

花艺
体验

动漫
博物馆

食物模型
制作体验

茶道
体验

课程费用
入学金

10,000日元

签证材料费用

30,000日元

取消规定
取消期限

+

取消费用（课程费） 取消费用（住宿）

课程开始日61日前

10,000日元

10,000日元

课程开始日31~60日前

10,000日元

总金额的30%

2周学费

48,000日元

课程开始日16~30日前

20,000日元

总金额的60%

4周学费

80,000日元

课程开始日1~15日前

总金额的50%

总金额的80%

6周学费

117,000日元

课程开始日或开始之后

总金额的100%

总金额的100%

8周学费

152,000日元

10周学费

180,000日元



课程费用包含教材费。不包含机票和住宿费用。



若曾经就读过本校的短期课程,可获入学金1万日元的免除优惠
（限两年内再度报名者），报名时，请备注清楚（例，曾报名
过2018年7月的夏季集中课程。）



无论报名缴费或申请退费，银行手续费均由申请者承担。



若缴费后取消，将依照取消条例处理退费事宜。



课程开始之后若要取消，无论任何理由，一概不予退费。



需要学校提供住宿的同学，请参考另一张【住宿详情】。

例：报名一个月课程需要学校提供签证的情况下
1万 + 3万 + 8万＝合计12万日元


学校提供申请签证所需的邀请函、保证书等全套日方材料。



自备课程期间有效签证（例如：永住者・家族滞在・ 日本
人配偶・ 三年多次往返等）的同学，可以免除3万日元的签
证材料费用。

报名方法

1

联系我们
请通过QQ同号码的QQ邮箱申请报名。
QQ：2783860631
我们将对您的报名信息进行内部审核，

2

缴纳学费

5

准备赴日

您的报名审核通过之后，我们
将会联系您，并通知汇款方式
与账号。

同时确认您是否需要学校安排住宿。

3

邮送签证申请资料
确认到您的汇款之后，我们将给您
邮寄入学许可书等申请短期签证所
需要的资料。

4

请自行向您所在地区的日本大使馆
提交签证申请资料。

分班测试
课程开始前一个月左右，我们会通
过网络对您进行日语能力测试，并
依照其结果和入学式当天的口语测
试成绩分班。

出发前请务必于您所在的国家
或地区加入海外旅行综合保险。
做好赴日的准备，我们日本见。

联 系 我 们
我从2017年1月以来一直在自修日语，并且
觉得自己已经进步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程度了。
但进入千驮谷学习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还差得
远了，并在这里学会了应该专注在哪些重点上。
个人真的非常推荐千驮谷日本语学校！老师们愿意投注
许多时间与心力，不仅仅是教授日语，更包括加深我们对日本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千驮谷的三个月的学习成果，证明我做
了正确的选择，也让自己增加了更多的日语学习动力和自信。
再次感谢千驮谷的整个团队！
Silvia Rosa DAUDE DAHMANE（德国）

QQ
2783860631

TEL
81-3-5337-7001
（周一至周五9:00-17:00，节假日除外）

E-Mail ：

更多学校详情,请查看中文版主页

2783860631@qq.com

https://zhcn.jp-sjs.ac.jp/

我们为您准备了以下几种住宿设施，需要预定宿舍的同学，请在报

住 宿
详 情

名课程的同时提出申请。


无论报名缴费还是申请退费，银行手续费均由报名者承担。



若在缴费后取消，将按照【取消规定】处理退费事宜。



若开始住宿之后取消，无论任何理由，一律不予退费。

**详见上一页的【取消规定】

欢迎咨询QQ：2783860631・电话：81-3-5337-7001（周一~周五9：00~17:00节假日除外）

SHARE HOUSE

江古田寮
女性专用

住宿期间

住宿费用

15晚

40,500日元

30晚

81,000日元

75晚

202,500日元

通学时间20~30分钟
宿舍特点：单人间（上下铺双人床，另一半可
用来置物）、房内WIFI、各房 间可视 对讲门
铃、卡片钥匙、共有区域由专人定期打扫



住宿费用包含水电和网络费用。



学生需支付自己的交通费用。



超过上述住宿期间的话，每一
晚加收3,000日元，上限为3
个晚上。



若此住宿设施满员，将会安排
入住其他费用与通车时间相近
的宿舍。

单人卧室：床、桌椅、空调、冰箱、电视
共用设施：卫生间、浴室、厨房（带锅具刀叉
等简单料理器具）、 洗面台、 投币式洗衣机/
烘干机、邮箱

通学时间30~40分钟

单人公寓套房
APARTMENT

住宿期间

住宿费用

75晚

217,500日元

男女不限

宿舍特点：单人套房、包含浴室卫生间
和厨房、房内WIFI
房内设备：床、桌椅、空调、冰箱、衣
柜、卫浴、厨房、简单料理器具（刀叉
锅具等）
共用设施：投币式洗衣机/烘干机、邮箱

学生会馆
STUDENT DORMITORY
宿舍特点：附带早晚餐，以及免费可
携带WIFI。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A: 独立卫浴单人套房
B: 卫浴共用单人套房（只限男性）



住宿费用包含水电和网络费用。



学生需支付自己的交通费用。



超过上述住宿期间的话，每一晚加收3,000日
元，上限为3个晚上。



若此住宿设施满员，将会安排入住其他费用与
通车时间相近的宿舍。

女性专用

男性专用



住宿费用包含水电和网络费用，以及早晚两餐。



学生需支付自己的交通费用。



超过上述住宿期间的话，每一晚加收4,000日元，
上限为3个晚上。



若单人间满员，将会安排入住浴室共用的学生
会馆。

住宿期间

A

独立卫浴单人套房

房内设备：床、桌椅、卫生
间、浴室、、小厨房、小冰
箱、衣柜、空调、网络
共用设施：食堂、投币式洗
衣机/烘干机、邮箱、入口
大门为自动电子锁

附带早晚两餐，以及免费可携带WIFI

通学时间20~40分钟

住宿费用

住宿期间

住宿费用

15晚

54,000日元

15晚

49,000日元

30晚

107,500日元

30晚

97,500日元

75晚

268,750日元

75晚

243,750日元

B

卫浴共用单人套房

房内设备：床、桌椅、卫生
间、小冰箱、衣柜、空调、
网络
共用设施：卫生间、浴室、厨房、
食堂、投币式洗衣机/烘干机、
邮箱、入口大门为自动电子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