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  课程‧讲座介绍 (EN) 

 

 学校特征  

① 专为短期课程所设计的教学计划 

      本课程根据专为短期而制定的教学计划加以学习，并非 1 年或 2 年长期课程的其中一部份。 

② 優秀的講師陣容 

      由经验丰富的高水平讲师们进行授课。 

③ 上午是以会话为中心的日语课程 

以听说能力为优先，能学习到实用性高的日语。 

④ 下午是充实的文化体验 

    下午透过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以轻松的方式学习丰富多元的日语。 

⑤ 上课时数丰富 

同时报名上下午课程的情况下，一个学期能上到 250 个小时以上的课。 

 

 实用日本语课程  

以生活中所需、「能用到的」日语学习为目标，集中在学习「听」与「说」。学习内容也以日本语能力试验为基准，因此

在课程结束后能以取得更高阶的资格为目标。 

 

【课程概要】  1 日 4 堂  （讲座内容可能会因实际情况有所变更。） 

技能 内容 

听 培养能理解对方所表达事物的能力。 

说 培养能表达日常生活中自己所想说事物的能力。 

读 培养能解读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文字与文书的能力。 

写 培养能书写日常生活中所需文章的能力。 

 

 生活文化体验讲座  

透过体验并学习日本各式各样的文化，能够提高对于文化的理解度，同时也可学习到一般日语课程中所学不到的词汇及表

达方式。 

 

【讲座概要】  1 日 2～4 堂  （讲座内容可能会因实际情况有所变更。） 

主题 详细 

今昔馆 学习日本以往的居住环境及历史文化。 

造币局 参观日本制造货币的机关。 

日本的书法历史 学习书法道具的名称与书道中会使用到的词汇，并实际练习。 

黑门市场‧日本桥 参访大阪具传统历史的黑门市场，及聚集许多动漫商家的日本桥。 

大众运输 学习公交车、电车等交通工具的搭乘方式。 

传统游戏 学习剑球、陀螺、福笑等日本传统游戏。 

料理用语‧料理实习 学习日本家庭料理的作法。 

浴衣体验 体验日本传统浴衣的穿著。 

防灾中心 学习发生地震及火灾等灾害时该如何处理。 

酒厂巡礼 参观日本酒的酿造方法。 

 

其他主题 

大阪城 通天阁 音乐 科学技术馆 

道具屋商店街 动物园 大阪道顿堀观光船 工作 

四天王寺 日本的生活、健康‧疾病 垃圾及回收 手势 

绘画信 日本餐饮文化‧餐厅 下水道科学馆 茶道 

宠物 甲子园 江崎固力果 日本的物价 

照护中心 关西腔 日清食品 住吉大社 

 

 

 



2022 年度  招生简章 (EN) 

 

【课程‧讲座概要】 (最低开课人数为 5 名，未达人数时可能会有所异动。) 

课程‧讲座名称 上课時間 1 堂 
堂数 

(1 日) 
星期 日語程度 

实用日本語課程 09：00－12：20 
45 分钟 

4 堂 星期一～五 
入门～N3 程度 

生活文化体验讲座  13：00－14：35＊ 2～4 堂 星期一～四 

              ＊星期二及星期四因有校外教学活动，结束时间约为下午四点左右。 

 

【期间】  

课程‧讲座名称 学期 期间 假期 

实用日本语课程 

04 月期 2022/04/04 - 06/17 05/02 - 05/06 

07 月期 2022/07/04 - 09/16 08/12 - 08/17 

10 月期 2022/10/03 - 12/16 10/31 - 11/04 

01 月期 2023/01/10 - 03/17 --- 

生活文化体验讲座 

04 月期 2022/04/06 - 06/07 05/02 - 05/06 

07 月期 2022/07/06 - 09/06 08/08 - 08/12 

10 月期 2022/10/05 - 12/06 10/31 - 11/04 

01 月期 2023/01/11 - 03/07 --- 

 

【學費】 

课程／讲座名称 注册费 上课费 其他学杂费 总计 

实用日本语課程 25,000 日币 150,000 日币 15,000 日币 190,000 日币 

生活文化体验讲座 20,000 日币 80,000 日币 20,000 日币 120,000 日币 

    ＊1  报名实用日本语课程者，如同时报名生活文化体验讲座，则可享有讲座上课费「半额」减免。 

       ＊2 其他学杂费包含教材费、各项考试费用、文化体验(包含交通费与门票)、设备费、证书发行等费用。 

       ＊3 在各学期课程・讲座开课前为止申请退学者，仅退还上课费。注册费与其他杂费恕不退费。各学期课程‧讲座开课后 

    无论任何理由皆不退费，敬请见谅。 

       ＊4  跨国汇款手续费由学生负担，未缴交手续费者来日后将向学生本人收取。 

 

【汇款资料】 

       ☆ 透过银行汇款者 

银行名称 りそな銀行 BANK NAME RESONA BANK, LTD 

分店名称 生野支店 BRANCH NAME IKUNO BRANCH 

分店代码 122 BRANCH NO. 122 

帐号 0212326 ACCOUT NO. 0212326 

帐户名称 株式会社セイコー ACCOUNT NAME SEIKO Co. Ltd. 

银行地址 大阪市生野区中川 6－9－18 BANK ADDRESS 6-9-18 NAKAGAWA, IKUNO-KU, OSAKA, JAPAN 

银行电话 06-6751-1250 BANKPHONE NO. 06-6751-1250  

SWIFT CODE DIWAJPJT SWIFT CODE DIWAJPJT 

 

      ☆ 透过信用卡或在线付款方式者 

         可利用 Flywire 于在线汇款。在线付款时同样由学生负担汇款手续费。详情请参照本校官网。 

 

【报名文件】  ①入学申请书   ②护照或在留卡复印件 

 

【注意事项】 

①  课程结束时综合评价(D 以上)及出席率(85%以上)将发行结业证书，但讲座则不发行。 

②  从国外来日之学员，即使报名本校课程也无法申请留学居留资格。 

③  根据铁路局规定，本学院学生不适用于学生优惠之定期票券。 

④  请事先预习好「平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