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介紹 
該課程套餐包含「日語課程」和「觀光·文化體驗」。非常適合想利用短時間來日本體驗的人士。日語課程按照日語程度從入門～高

級分爲不同班級，所以大家可以在適合自己日語水平的班級進行學習。周六我們還精心安排了在外國游客中非常有人氣的各項活動。

并且根據需要，還可以安排住宿。 

【校          區】 ARC 日本語學校新宿校 

【上  課  時  間】 9:00－12:15 / 13:30－16:45（按照日語程度決定上課時間） 

【日程安排·學費】 入學金免除 

   ＊8 月 10 日～18 日為盂蘭盆會休假 ＊學費中未包含的部分：教材費、住宿費、通學交通費 

【入  學  資  格】 16 周歲以上 ＊未滿 16 周歲者請咨詢本校。 

【日  語  程  度】 入門～高級  

【水  平  測  試】 7 月 5 日（周五）9:30 

【日  語  課  程】 通過該課程可以均衡掌握「聼·說·讀·寫」四項技能。 

【觀光·文化體驗】 觀光和文化體驗由老師領隊。交通費和門票等已包含在費用中。 

 ＊活動時間和內容根據情況可能會有變化，請提前知曉。 

  ＊只想申請日語課程的學生，請申請「集中日本語課程（3 個月）」。 
 

 

 

 

 

 

 

 

 

 

 

課程 日程 課程設置 學費（含稅） 

3 個月課程 7 月 8 日（周一）－ 9 月 20 日（周五） A, B, C, D, E 210,000 日幣 

2 個月課程 7 月 8 日（周一）－ 8 月 30 日（周五） A, B, C, D, E 170,000 日幣 

1 個月課程 7 月 8 日（周一）－ 8 月 2 日（周五） A, B, C 100,000 日幣 

teamLab 
Exhibition view of MORI Building DIGITAL ART MUSEUM: teamLab 
Borderless 
2018, Odaiba, Tokyo 
© teamLab 

teamLab is represented by Pace Gallery 

 日程 活動安排 

7 月 13 日（周六） 哈多巴士東京觀光 
去東京都最古老的寺廟淺草寺參拜後，乘坐觀光船游覽隅田川，之
後在下游的商業街游覽。 

7 月 20 日（周六） teamLab Borderless 御臺場 
在擁有 10,000 ㎡巨大空間的「沒有地圖的美術館」，體驗數字藝術
的世界。 

7 月 27 日（周六） 茶道體驗 
在專業老師指導下體驗茶道。在優雅的空間裏通過學習 “質樸”、
“風雅閑寂”和“待客之道”，感受日本人追求美好事物的源頭。 

8 月 10 日（周六） 游覽秋葉原（女僕咖啡廳） 
在動漫天堂「AKIBA」的 AKB 專賣店和動漫商店游覽後，在女僕咖
啡廳體驗「MOEMOE」的待客之道。 

8 月 24 日（周六） 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前往製作出《龍貓》、《千與千尋》等動畫電影的三鷹之森吉卜力美
術館參觀，體驗吉卜力工作室的動畫作品世界。 

 



申請和支付方式 
提交學校規定格式的申請書後，請按照以下方式在課程開始前繳納學費。 

 

 

 

 

 

 

 

 

有關申請後的解約 
 

 

 

 

 

 

 

 

 

 

 

 

 

 通過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 
請直接到報名處繳納現金，或者匯款到學校指定的銀行賬戶。 
報名處無法接受信用卡付款，敬請諒解。 

匯款賬戶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Shibuya-Ekimae Branch (No.234) 
・賬號：2287149   
・賬戶名：ARC ACADEMY 
・SWIFT：SMBCJPJT 

Mizuho Bank 
・Shibuya-chuo Branch (No.162) 
・賬號：4749770  
・賬戶名: ARC ACADEMY 
・SWIFT: MHCBJPJT 

 

 

 通過 Flywire 支付 
通過 Flywire 支付，可以使用信用卡結算。 
詳情請在申請時確認。 

 

*匯款手續費由匯款人負擔。  
如果匯來的學費中被銀行扣除手續費
的話，請在來校后補交不足的金額。 

 

 在國外申請 
【課程開始前的取消申請】 

所有解約（取消）的申請請以書面形式（電子郵件）提交。我

們在確認後將給予回復。如果沒有收到回復，請務必主動聯係

我們。 

關於課程開始前的取消，無論任何理由，均適用以下規定。退

款時所產生的手續費由申請人負擔。 

取消日 取消手續費 

課程開始日的 31 天以前 免費 

課程開始日的 30 天至 15 天前 學費的 10% 

課程開始日的 14 天至 6 天前 學費的 20% 

課程開始日的 5 天至 1 天前 學費的 50% 

課程開始日當天或無故缺席 學費的 100% 

【課程開始後的申請變更和取消】 

課程開始後恕不接受變更和取消。 

 

 在日本國内申請 
持有 3 個月以上在留資格者，可以申請 2 個月以上并且學費
超過 50,000 日幣（不含稅）的課程。 
 

【課程開始前的取消申請】 
從已支付金額中扣除取消手續費（15,000 日幣（不含稅））
后退還剩餘費用。如果已支付金額少於取消手續費的情況下，
請補交不足金額。 
 

【課程開始後的取消申請】 
從已支付金額中扣除已開講課程的學費和取消手續費后退還
剩餘費用。取消手續費按照剩餘學費的 20%收取（上限為
50,000 日幣（不含稅））。 
 

 



 

海外旅行者保險 
為了防備在日本逗留期間發生事故等，請在來日前加入海外旅行者保險。ARC 日本語學校對於因事故、疾病、天災、罷工等引起的
損失、傷害不承擔責任。對所有在交通工具及居住地等發生的事故也不承擔責任。個人物品的被盜、破壞、丟失等也不承擔責任。 

 

授課費免責規定 
由於地震、台風、事故、感染症等不得已的情況下停課時，學費一律恕不退還。 

 

咨詢 ·報名 
  

 申請期限  

6 月 24 日（周一） 

 

ARC 日本語學校新宿校 
地址： 〒160-0023 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7-18-16 東信西新宿大廈 3F 
TEL： 03-5337-0166 FAX： 03-5337-0168 
E-mail： shinjuku@arc-academy.net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arcacademy.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