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介绍
该课程套餐包含「日语课程」和「观光·文化体验」
。非常适合想利用短时间来日本体验的人士。日语课程按照日语程度从入门～
高级分为不同班级，所以大家可以在适合自己日语水平的班级进行学习。周六我们还精心安排了在外国游客中非常有人气的各项活
动。并且根据需要，还可以安排住宿。
【校
区】 ARC 日本语学校新宿校
【上 课 时 间】 9:00－12:15 / 13:30－16:45（按照日语程度决定上课时间）
【日程安排·学费】 入学金免除
课程

日程

课程设置

学费（含税）

3 个月课程

7 月 8 日（周一）－ 9 月 20 日（周五）

A, B, C, D, E

210,000 日币

2 个月课程

7 月 8 日（周一）－ 8 月 30 日（周五）

A, B, C, D, E

170,000 日币

1 个月课程

7 月 8 日（周一）－ 8 月 2 日（周五）

A, B, C

100,000 日币

【入 学 资 格】
【日 语 程 度】
【水 平 测 试】
【日 语 课 程】
【观光·文化体验】

＊8 月 10 日～18 日为盂兰盆会休假
＊学费中未包含的部分：教材费、住宿费、通学交通费
16 周岁以上 ＊未满 16 周岁者请咨询本校。
入门～高级
7 月 5 日（周五）9:30
通过该课程可以均衡掌握「听·说·读·写」四项技能。
观光和文化体验由老师领队。交通费和门票等已包含在费用中。

日程

活动安排

7 月 13 日（周六） 哈多巴士东京观光

去东京都最古老的寺庙浅草寺参拜后，乘坐观光船游览隅田川，
之后在下游的商业街游览。

7 月 20 日（周六） teamLab Borderless 御台场

在拥有 10,000 ㎡巨大空间的「没有地图的美术馆」
，体验数字艺
术的世界。

7 月 27 日（周六） 茶道体验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茶道。在优雅的空间里通过学习“质朴”、
“风雅闲寂”和“待客之道”，感受日本人追求美好事物的源头。

8 月 10 日（周六） 游览秋叶原（女仆咖啡厅）

在动漫天堂「AKIBA」的 AKB 专卖店和动漫商店游览后，在女仆咖
啡厅体验「MOEMOE」的待客之道。

8 月 24 日（周六） 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

前往制作出《龙猫》、《千与千寻》等动画电影的三鹰之森吉卜力
美术馆参观，体验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作品世界。

＊活动时间和内容根据情况可能会有变化，请提前知晓。
＊只想申请日语课程的学生，请申请「集中日本语课程（3 个月）」。

teamLab
Exhibition view of MORI Building DIGITAL ART MUSEUM: teamLab Borderless
2018, Odaiba, Tokyo
©teamLab
teamLab is represented by Pace Gallery

申请和支付方式
提交学校规定格式的申请书后，请按照以下方式在课程开始前缴纳学费。

通过 Flywire 支付

通过现金或汇款方式支付
请直接到报名处缴纳现金，或者汇款到学校指定的银行账户。
报名处无法接受信用卡付款，敬请谅解。

通过 Flywire 支付，可以使用信用卡结算。详情请在申请时确
认。

汇款账户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Mizuho Bank

・Shibuya-Ekimae Branch (No.234)
・账号：2287149
・账户名：ARC ACADEMY
・SWIFT：SMBCJPJT

・Shibuya-chuo Branch (No.162)
・账号：4749770
・账户名: ARC ACADEMY
・SWIFT: MHCBJPJT

*汇款手续费由汇款人负担。
如果汇来的学费中被银行扣除手续费的话，
请在来校后补交不足的金额。

有关申请后的解约
在日本国内申请

在国外申请

持有 3 个月以上在留资格者，可以申请 2 个月以上并且学费超
【课程开始前的取消申请】
过 50,000 日币（不含税）的课程。
所有解约（取消）的申请请以书面形式（电子邮件）提交。
我们在确认后将给予回复。如果没有收到回复，请务必主动联
【课程开始前的取消申请】
系我们。
从已支付金额中扣除取消手续费（15,000 日币（不含税））后
关于课程开始前的取消，无论任何理由，均适用以下规定。
退还剩余费用。如果已支付金额少于取消手续费的情况下，请
退款时所产生的手续费由申请人负担。
补交不足金额。
取消日
取消手续费
课程开始日的 31 天以前

免费

课程开始日的 30 天至 15 天前

学费的 10%

课程开始日的 14 天至 6 天前

学费的 20%

课程开始日的 5 天至 1 天前

学费的 50%

课程开始日当天或无故缺席

学费的 100%

【课程开始后的取消申请】
从已支付金额中扣除已开讲课程的学费和取消手续费后退还
剩余费用。取消手续费按照剩余学费的 20%收取（上限为
50,000 日币（不含税））。

【课程开始后的申请变更和取消】
课程开始后恕不接受变更和取消。

海外旅行者保险
为了防备在日本逗留期间发生事故等，请在来日前加入海外旅行者保险。ARC 日本语学校对于因事故、疾病、天灾、罢工等引起的
损失、伤害不承担责任。对所有在交通工具及居住地等发生的事故也不承担责任。个人物品的被盗、破坏、丢失等也不承担责任。

授课费免责规定
由于地震、台风、事故、感染症等不得已的情况下停课时，学费一律恕不退还。

咨询·报名
申请期限
6 月 24 日（周一）

ARC 日本语学校新宿校
地址： 〒160-0023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7-18-16 东信西新宿大厦 3F
TEL： 03-5337-0166 FAX： 03-5337-0168
E-mail： shinjuku@arc-academy.net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arcacademy.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