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語文学院東京語文学院東京語文学院東京語文学院    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センターセンターセンターセンター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171171171171----001400140014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東京都豊島区池袋東京都豊島区池袋東京都豊島区池袋 3333----26262626----16161616    

TELTELTELTEL：：：：81818181----3333----3986398639863986----4447444744474447            FAXFAXFAXFAX：：：：81818181----3333----3986398639863986----9916991699169916        EEEE----mailmailmailmail：：：：kkkk----kohkohkohkoh@@@@jjjj----study.netstudy.netstudy.netstudy.net    

超超超超值值值值！！！！暑期暑期暑期暑期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遊學遊學遊學遊學（（（（８８８８月月月月））））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2012012012017777////8888////1111（（（（二二二二））））    ～～～～    2012012012017777////8888////33331111（（（（四四四四））））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NT$108000NT$108000NT$108000NT$108000    含機票、學費、教材費、課外活動門票及交通費用、宿舎到学校月票、住宿費、旅游保险。 ※不含三餐、学生個人私自的支出費用（記念品、飲料等） 

[日本暑期遊学活動連絡人]  東京語文学院  聯絡處:0963036768 台湾手機：0985-397-269（亞太）  E-mail：jen7812@seed.net.tw  ; LINE ID: 0963036768 

日期 9:30～12:30 休息 14:00～16:00 16：00～晩上 8 月 1 日(二) 出發 check in・注意事項説明 8 月 2 日(三)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池袋導覽案內 8 月 3 日(四) 東京迪士尼樂園 8 月 4 日(五)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自由行程実践 8 月 5 日(六) 浴衣體驗・戸田橋花火大會 8 月 6 日(日) 休息 8 月 7 日(一)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江戸東京博物館 8 月 8 日(二)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皇居・国会議事堂見学 東京鐵塔展望 8 月 9 日(三)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EPSON 品川水族館 8月 10日(四)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自由行程実践 8月 11日(五) お台場観光・大江戸温泉泡湯  8月 12日(六) 自由行程実践   8月 13日(日) 休息 8月 14日(一)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日本留學説明会 日語研修（經典電影教學） 8月 15日(二) 富士急楽園 8月 16日(三)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上野動物園 8月 17日(四)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明治神宮・NHK 見学 8月 18日(五)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自由行程実践 8月 19日(六) 湘南海岸、鎌倉、江之島 觀光 8月 20日(日) 休息 8月 21日(一)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8月 22日(二)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上野商店街観光 浅草雷門散策 8月 23日(三)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Lion King 歌舞劇 8月 24日(四)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Suntory 啤酒工場見学 8月 25日(五)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自由行程実践 8月 26日(六) 日清杯麵博物館、横浜観光（紅磚倉庫・山下公園・元町・中華街） 8月 27日(日) 休息 8月 28日(一)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傳統文化體験：和服茶道 8月 29日(二)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日語研修（結業考試） 8月 30日(三) 日語研修（單字・文法・會話）  歡送餐会 8月 31日(四) check out 台湾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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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一個月暑期一個月暑期一個月暑期一個月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遊學遊學遊學遊學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遊学團人数預定招集 60～105 人，若報名人数低於 40 人，恕無法成團。 

� 報名截止時間為 4 月底，但額滿時不受此限，將提早結束招生。確定報名時，請預繳 NT$50,000

做為訂金，剩餘金額則在 6 月底前付清。 

� 以上費用含學費、教材費、住宿費、課外活動門票及交通費用、宿舎到学校月票。 

� 以上費用不含機票、台湾機場接送、三餐、学生個人私自的支出費用（記念品、飲料等）。 

� 日本機場接機日本機場接機日本機場接機日本機場接機: : : : 訂購機票時請務必訂訂購機票時請務必訂訂購機票時請務必訂訂購機票時請務必訂購購購購抵達桃園抵達桃園抵達桃園抵達桃園或高雄或高雄或高雄或高雄出發飛抵成田機場的航班出發飛抵成田機場的航班出發飛抵成田機場的航班出發飛抵成田機場的航班,,,,學校會學校會學校會學校會於於於於

同學所抵達時間安排同學所抵達時間安排同學所抵達時間安排同學所抵達時間安排接機接機接機接機並帶往住處並帶往住處並帶往住處並帶往住處。。。。*(*(*(*(限成田機場限成田機場限成田機場限成田機場))))            

            ※※※※如搭乘抵達羽田機場者如搭乘抵達羽田機場者如搭乘抵達羽田機場者如搭乘抵達羽田機場者，，，，交通請自理交通請自理交通請自理交通請自理。。。。    

� 如是訂抵達羽田機場航班如是訂抵達羽田機場航班如是訂抵達羽田機場航班如是訂抵達羽田機場航班者者者者或以下規定時段以外的時間或以下規定時段以外的時間或以下規定時段以外的時間或以下規定時段以外的時間者者者者,,,,出發和回程的機場接送請自理出發和回程的機場接送請自理出發和回程的機場接送請自理出發和回程的機場接送請自理。。。。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機票訂購機票訂購機票訂購機票訂購: : : :     8/18/18/18/1 抵達時間抵達時間抵達時間抵達時間    ＆＆＆＆    8/318/318/318/31 出發時間出發時間出發時間出發時間、、、、            

    1, 1, 1, 1,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 8/18/18/18/1        請訂請訂請訂請訂 19:0019:0019:0019:00 以前抵達成田機場的航班以前抵達成田機場的航班以前抵達成田機場的航班以前抵達成田機場的航班            

    2, 2, 2, 2,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8/318/318/318/31        8:308:308:308:30～～～～20:30 20:30 20:30 20:30 請訂這段時間起飛的航班請訂這段時間起飛的航班請訂這段時間起飛的航班請訂這段時間起飛的航班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 日語課程將按程度編班，基礎班和中高級班聽説讀寫全方位訓練。 

� 赴日研修前，請自行向銀行兌換多餘的日幣，以應付個人在日本的三餐及購物等開銷。個人

携帯的財物及貴重物品請妥善保管。 

� 行李除了夏天衣服及常用藥品外，可看個人需要，帶筆記型電腦及網路線。另，洗髮精、沐

浴乳、牙刷牙膏等個人衛生用品需自備。 

� 建議帶一隻可漫遊之手機來日本，只要不打不接，就不會有漫遊費産生，但有緊急事情時才

能方便連絡。 

� 住宿為四~五人房。房間内之設備有棉被枕頭床墊、桌椅、空調、衛浴設備及洗手間。。 

� 若學校宿舍床位已滿，將安排至其他同等級之合作宿舍入住。 

� 關於在日本之交通，毎位同學將發放一張 suica（類似捷運悠遊卡），内除從宿舍到學校的定

期月票外，另儲値課外活動所需之交通費，同學若有自己規劃之行程所花費之交通費，請

另行儲値。 

� 在日本遊學期間，学生必需遵守帶隊老師的指示，切勿未經帶隊老師的許可，擅自活動或做

出影響校譽的行為。 

� 狀課外活動行程，有可能因預約 況而調整日期，敬請見諒。 

 

 

[日本暑期遊学活動連絡人]  東京語文学院  日本語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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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短期報名表暑假短期報名表暑假短期報名表暑假短期報名表    ((((煩請詳填煩請詳填煩請詳填煩請詳填))))                                                       ※填寫完請 Email 至 Jennifer@otbooks.com.tw 
姓名(中文)：                             姓別：  男  ．  女 

姓名(英文名，以護照為主) ： 

生年月日：西元 19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旅遊意外保險用)：  

學校：                             科系班級： 

身高（和服體驗用）：          cm 

連絡電話（手機）：                                           

E-mail： 

日語程度（日語程度分班用，請簡單描述）：  例: N5～N1、50 音說聽讀寫、基本會話、打招呼…等等 
 

 

家長及監護人姓名：                  電話： 

地址:  

E-mail: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地址: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