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平描述和開設課程

班級 推薦課程 在此課程中能達到的語言水平實例

上級

中級

●初級教材學習滿六個月（ 300小時） ， 已學完初級內容的學員

（ 已學完『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Ⅱ』 的學員）

●修完A課程的學員

●日語能力考試N４ ～N３ （ ３ 級） 合格的學員

・ 有意向進一步學習詞彙和語法的學員

・ 關於日常的話題， 想閱讀文章和自己寫作的學員

・ 想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場景中順利進行各種會話交流的學員

・ 能夠委婉地懇求對方為自己寫推薦信， 夜間出診， 或者婚禮的演講稿。

・ 在和老師或者同事的約會中， 可能會遲到的時候， 能夠說明情況並且禮貌道

歉， 懇求對方更改日期等等。

・ 打電話給客戶說明情況並且禮貌道歉， 能夠通過留言的方式更改預約時間。

・ 比較複雜的路線， 能夠一邊聽一邊畫圖作記錄。

・ 在公司裡， 能夠一邊提出自己的條件， 一邊委婉地懇求休假日期的變更或者

研修的希望。

・ 在遺忘物品或者孩子迷路的時候， 能夠說明情況或者尋求幫助。

・ 在購買電器產品等物品時， 能夠明確告知店員自己的要求並且聽懂店員做出

的關於此產品性能以及與同類產品的差異的說明。

・ 在被誤解受到批評的時候， 能夠冷靜地說明情況並且尋求對方的理解。

・ 關於旅行景點的觀光勝地的情況， 能夠進行訊問。

初級

●初級教材學習滿三個月（ 150小時） ， 已學完初級內容一半的學

員

（ 已學完『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I』 的學員）

●日語能力考試N５ ～N４ （ ４ 級） 合格的學員

・ 想學習生活中必需的詞彙和語法， 進行日常會話的學員

・ 想系統地複習學習過的初級語法， 在會話中使用的學員

・ 能夠詢問周邊設施， 出行交通工具以及路徑走法。

・ 在車站內， 關於使用指南進行訊問， 並且理解對方說的話。

・ 能夠詢問公司的規章制度以及工作安排。

・ 工作或者約會遲到無法前往的時候， 能夠簡單地說明情況並且禮貌地道歉。

・ 能夠把聽到的內容簡單地轉述。

・ 關於將來的夢想和計劃， 能夠加上假定條件加以說明。

・ 能夠詢問價廉物美的商品並且與對方進行交流。

・ 能夠約朋友外出遊玩， 或者難以赴約時婉言拒絕。

・ 對於上級和老師的行為， 能夠使用敬語簡單地會話。

入門 從零開始教日語的基礎。 面向已經學會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同學。

新開課！日語能力考試N２ （ ２ 級） 、 N１ （ １ 級） 水平的學員

課程概要 

本課程旨在滿足海外短期留學人員以及短期生活人員的需求，目標在於讓學員掌握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各種實際

場景中需要的聽說讀寫四項技能，通過校內課程和課外活動讓您輕鬆快樂地掌握日語。如果您想在各種不同場景

和日本人流利地交流，更多地了解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的話，我們還為您提供可以實現這一夢想的多種學習的機

會。 

 

１．開課時間 4 月 /  7 月 /  10 月 /  1 月（隨時可以入會。詳情請諮詢我們。） 

 

２．聽課期間 3 個月（期間可能有 1 至 2 週的停課時間。） 

 

３．規定人數 每個班級 8 名學員（ 3 。） 

 

４．對        象 滿 18 周歲以上（ 18 ） 

 

５．課程內容和難易水平 



課程概要 

６．課程表 

 

 

 

［一般課程］ 必修課：以學習教材內容為主的同時，為您提供每月一至二次的校外活動。在校外活動中，例如

在日式房間裡學習日本的禮儀等等，為您安排了在教室外用日語交流的實踐活動。 

［可選課程］ 根據學員的要求，我校工作人員會在和您商量合適的次數和時間後，為您提供以下的可選課外課

程。※ 

單獨講座：根據您的需求,為中途入會的學員開設趕上課程進度的單獨講座(最多 5 次) 

個人課程：根據您的不同需求，為您開設滿足您需求的特色課程。 

※單獨講座以及個人課程都在課程開始後，對有意向的學員實施指導後在確認了本人想法的基礎上，可以申請，

聽課。 

※需另外收取費用。 

 

７．其他 

☆日語練習俱樂部 

日本人誌願者將成為您的會話夥伴幫助您練習日語。通過交流了解日本，更多地用日語交流吧。 

☆ 語言學校 

在 中心，匯集了許多在培訓英語會話和世界各國外語的語言學校裡學習的日本人，以及學生們組成的年輕人

誌願者，並且策劃舉辦各種各樣的志願者活動和文娛活動。 

☆國際青年志願者 

在 中心有許多以大學生，專科學校的學生為主的國際青年志願者。他們每月自主舉辦例會，並且策劃各種文

娛活動和志願者活動。您也和日本學生一起在 YMCA 暢享國際交流的快樂吧。 

☆ 活動 

為了讓您充分地享受在熊本的短期留學生活，除了基本的課程之外，我們還為您準備了短途旅行。通過外出遊玩

和與周邊人的交流，不僅能夠掌握常用的日語表達，還能夠了解日本的生活習慣以及日本文化。超出了課堂內容

的這種活動，是一次與同行的朋友們以及日本人交流的好機會，將來一定會成為您留學生活的寶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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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簡介 

希望住宿的學員，我們為您準備了宿舍。關於宿舍的詳細情況請參考學校網址。 

※需要安排宿舍的學員，請在申請書指定的第一希望～第三希望的空欄內，按照您最想選擇的宿舍，請參考網頁

地址，依次填入您希望入住的宿舍的號碼。

學生會館熊本車站前（宿舍 B） 

 

JR“熊本車站”徒步 1 分鐘，路面電車“熊本車站前站”徒步 2 分鐘 

附帶早晚餐·無需支付水電費用，定期免費更換床單 

配電梯·電子自動鎖·攝像監控·女性專用樓層·管理員常駐,放心·安全·便利! 

宿舍信息隨時更新。詳情請諮詢我們。  

費用(3个月)
183,000日元
(附帶早晚2餐· 家具· 家電)

所在地 熊本市西区春日1-12-10

距離學校路程/需要時間(方式) 1.9km / 16分(腳踏車)

房間大小 西式16.0㎡

房間設備

LAN、 廁所・浴室(付洗面臺)、 冰箱、
IH電磁爐、 空調、 被子、 枕頭、 學習

桌

公用設備
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食堂,學習
室,大廳(公用部皆有WIFI)

周邊設施
JR熊本車站、 路面電車站、 超市、 超
商、 圖書館



日曆 

※時間安排可能會有變更 

☆熊本 YMCA 各種活動 

在 中心，匯集了許多在培訓英語會話和世界各國外語的日本人，以及由學生

們組成的年輕人誌願者，他們策劃舉辦各種各樣的志願者活動和文娛活動。另外，

在商店街和城區，每月都如期舉辦充滿季節感的傳統活動。

수업일 วนัทีม่เีรยีน
휴일 วนัจบหลักสตูร 
개강일 วนัเริม่หลักสตูร 
공휴일 วนัหยดุ 



○關於簽證的辦理 

中心不為您提供參加課程所需的簽證的辦理。需要辦理簽證的學員請自己申請辦理。 

 

○關於參加旅遊保險（必須參加） 

從海外來的學員，請您在來日本前必須參加旅遊保險。請您在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提交參加保險的複印件。如果您

沒有參加旅遊保險的話，我們可能會拒絕將您納入在籍學員。請您諒解。 

○關於課程期間和學費

 

○關於支付方法 

在您申請後，我們會通知您關於課程的所有費用，包括註冊費，課程費，教材費和住宿費。請您在收到開課通知

後的 10 天以內支付。您可以選擇直接來學校前台支付，也可以通過銀行匯款的方式付款。 

 

［學校前台］ 請於 中心的前台接待處付清有關課程的所有費用。 

［銀行振込］ 請您在提交申請書之後，將有關課程的所有費用以申請人本人的名字匯款到以下賬戶。 

 

在您確認付款後，正式申請成功，由上通中心發放最終確認書，並且與您聯絡。

推薦入學日期

2019年 2020年

4月 7月 10月 1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希望在其他日期入學的學員請與我們聯絡。

日元

每月 50,000 日元

※註冊費和教材費與聽課時間無關，均為 15,000 日元。

※可插班，可只念一個月。需提前向學校確認。

※日本政府將於2019年10月提高消費稅，故消費稅金額如下：

  2019年9月底為止，8%

  2019年10月開始，10%

15,000

180,000

學費　3个月（未含稅）

教材費

總計

註冊費

課程費

15,000

150,000

Bank Name Higo Bank, LTD Shinmachi-Branch 

（肥後銀行新町支店） 

A/C Number 1028393 

Account Name Kumamoto YMCA, Rijicho, Nariya Oka 

SWIFT Code HIGOJPJT 

※請您自己支付匯款手續費。 



學費・聽課規定 

○關於退款 

一旦收取的費用，除以下情況以外，不予退還。 

［聽課前］ ・如果取消申請，將退還除註冊費以外的金額。 

・將扣除事務手續費 10,000 日元。 

・希望通過銀行轉賬退款的學員，請您自己負擔轉賬手續費。 

［聽課後］ ・課程開始後，任何理由不予退款。 

 

○其它需要確認的事項 

・在校外發生的一切事故，我校概不負責。 

・所有有關申請入學的各種手續，以及您的日常生活，請您確認在您自己有能力承擔的前提下進行。 

・出行交通費，在觀光地遊覽的入場券以及電話費等，有關您生活的各種費用請您自己負擔。 

・如果您不遵守我校的聽課規定，經館長決定後，可能終止您繼續聽課的權利，並且不退還任何費用。 

申請流程 

申請手續流程※申請書可以從網頁（HP)發送或者下載。 

當天自帶物品 （１）最終確認書（流程⑥中發放的資料） 

  （２）護照複印件 

（３）外國人登陸證複印件 

（４）加入旅行保險證明的複印件 

（５）印章（僅限需申請住宿的學生） 

※如果您沒有帶全以上材料，即使來日本後，我校也可能拒絕您的入學，請您諒解。



學校周邊地圖以及交通情況 

☆從福岡機場出發的路徑 

到達福岡機場後，繼續乘坐高速巴士「ひのくに号」，車程大約 2 小時，到達 下車。 

從 15 2  

所需時間  大約 2 小時 

車費（單程）   2,060 日元（2019 年 1 月當時） 

 

☆關於去機場接送的服務 

與 YMCA 合作的的士公司會派車去機場或者車站安全接機。需要接機的學員請在申請書指定的一欄明確填寫。 

車費（單程） 從福岡機場出發  約 27,000 日元 

從熊本機場出發  6,000 日元 

從熊本站出發  2,000 日元（2019 年 1 月當時） 

需要送機服務的學員，請於課程結束前提出申請。我們會為您事先準備。 

需要送機服務時，請您於課程結束前現金支付與相同金額的單程費用。 

中央中心  Chuo Center 
〒860-8739  熊本県熊本市中央区新町 1-3-8 

1-3-8 Shin-machi Chuo-ku Kumamoto-shi, Kumamoto 860-8739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