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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語

YAMASAはEGAOのメンバーです。

2022

以獨特的教育體系及高品質的教育提高日語技能。

YAMASA提供多樣的課程以滿足您的學習目的和水準，發展您需要的所有溝通能力。

OKAZAKI  JAPAN



長期課程

AIJP (HDS : A1-B2)

短期課程

SILAC（短期會話課程）

週一～週五

標準型

SILAC線上
（短期會話課程）

世界各地學生選擇YAMASA的原因為何?

● 於西元1991年創立。來自世界各地多達80個國家以上的學生曾於此就讀。

● 單日授課時數較其他語言學校多，適合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日語程度之學生。

● 學生國籍多元，以日語為共通語言，結交朋友同時，更能充分練習日文。

● 步行可達之學生宿舍與種類多樣之個人公寓可供選擇，無須擔心住宿問題。

● 優秀教師與專業工作人員，同步支援您的學習與日常生活。

以於日本升學或就業為目標設計之課程，聽説讀寫並重，紮實累積日語實力。
最短學習期間3個月，最長學習期間可達2年。

以短時間内提升日語會話能力為目標之課程。以週為單位，可自由決定入學時期
與就讀期間，亦可視學習状況隨時延長課程。此課程為初級至中級程度，許多學生
利用短暫休假，多次至日本就讀此課程。

週一～週五

線上課程

以短時間内提升日語會話能力為目標之線上課程。以週為單位，可自由決定入學
時期與就讀期間，亦可視學習状況隨時延長課程。此課程為初級至中級程度，是非
常受歡迎的課程。

經濟型

週一～週六

週一～週五

週一～週六

您可以在線上學習至A2.2程度。首先，我們將衡量您的日語能力，並致力於改善您
的弱點。

保持當前的日語對話能力，確定主題並與老師交流。



學期 學費（１學期） 學費總額

１學期
¥238,000

(¥261,800含稅)
¥261,800

２學期
¥204,000

(¥224,400含稅)
¥486,200

３學期
¥164,000

(¥180,400含稅)
¥666,600

４學期
¥164,000

(¥180,400含稅)
¥847,000

學期 入學日 結業日

冬期/2022 2022/01/12 2022/03/25

春期/2022 2022/04/13 2022/06/24

夏期/2022 2022/07/06 2022/09/21

秋期/2022 2022/10/05 2022/12/16

冬期/2023 2023/01/11 2023/03/24

長期課程

AIJP課程 （Academic Intensive Japanese Program) HDS : A1-B2

•此課程主要針對想進入日本大學、為日本語能力檢定做準備，或從事須經常使用日語之工作為目標的長期
課程。依課程難易度分為初級至高級，所有課程並重「聽、説、讀、寫」4項技能。毎學期長度3個月（課
程共為207小時），入學月為毎年1月、4月、7月、10月。您可以最短從1學期開始申請。持留學生簽證就
讀之學生，入學月為毎年1月、4月、7月、10月，最初申請至少需要申請四個學期(1年)。最長可達2年。

持觀光簽證入學之學生，則可選擇就讀3個月。

＜學費＞

期間 學費總額

第一年
（１學期～４學期）

¥770,000

(¥847,000含稅)

第二年
（５學期～８學期）

¥656,000

(¥721,600含稅)

＜入學日＞

■學費不包含教課書費用
（可於入學後購買）

■欲申請留學簽證者，請填寫相關表格，並於以下
申請期間内向學校或海外代理辦事處提交相關文
件。留學簽證申請費用為27,500日圓
（￥30,250含稅）(無論是否順利取得簽證，均

不退費)。

＜2022年留學簽證＞
入國管理局發表後學校會在學校官網通知，詳情
請見學校官網。



入學日

毎週四

期間 學費

2週 ￥88,000

（¥96,800含稅）

3週 ￥21,000

(¥23,100含稅)

12週 ￥298,000

(¥327,800含稅)

＜入學日＞

＜學費＞

SILAC線上課程 （Short Intens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Online Course)

期間 學費

2週 ¥43,637
（¥48,000含稅）

4週 ¥87,273
（¥96,000含稅）

12週 ¥261,819
（¥288,000含稅）

SILAC線上課程是為了在短時間內提高日語會話能力的課程，每週有15節課。 課程從初級到中級。您幾乎可在
一年當中的任何時候開始課程，而且您也可以自由選擇課程長度，課程最短為兩週，且能夠延長。

入學日

請參考官網

＜入學日＞＜學費＞

■從第三週起，每週的金額為￥21,000（含稅￥23,100）。

■從第4週開始，每2週的價格將是¥ 43.200
（含稅¥ 48,000）。

短期課程 － 3個月以内（短期觀光簽證）

SILAC會話集中課程 （Short Intens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Course)

這是YAMASA獨自開發的課程，以每週23節課，短時間內提高日語會話能力為目的的課程。 從
初級到中級皆有開班。 一年中幾乎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課程，而且期間最短也可以從2週開始自
由選擇（海外遊客可以利用觀光簽證等參加課程）。 課程也能夠延長， 是個很受歡迎的課程。有
很多人從全世界各地過來上課，利用工作假期前來參加。 於友好、放鬆的氛圍下進行的實踐性
會話班級，您應該能切實感受到自己的日語會話能力有所提高。

■年初或年末日期上有部分調整，詳情請見官方網站。

■年初或年末日期上有部分調整，詳情請見官方網站。



線上課程

時間 學費

３０分 ¥2,273
（¥2,500 含稅）

線上私人經濟型課程

本課程是為已經學習過日語並希望保持和提高日語會話技能的學生所設計的。

時間 學費

３０分 ¥910
（¥1,000含稅）

・我們使用的應用程式為ZOOM和Microsoft Teams。

※請確保您有自己的電腦或帶有麥克風及鏡頭的智慧型手機。

線上私人標準型課程

在這個課程中，您將參加HD-S測定（日語能力考試），以更準確地衡量您用日語交流的能力。根據考試結果，您
們將能夠設定目標並提高日語能力。

私人課程 （標準＆經濟型 )

透過與老師一對一的課程，培養您的日語交流能力。
您可以以10節課為單位預約和延長您的課程。
您可以選擇課程時間從週一到週六，9:00到21:00（日本時間）。
※請註意，由於配合老師的時間，我們可能無法完全照您期望的時間做安排。

關於學費折扣 ◆折扣不能合併使用◆

■ 持有打工度假簽證、JET簽證者僅限首次繳交學費時可享有10%的折扣（需提出證明）。

■ 舊生參加AIJP/SILAC課程的學生於首次繳交學費時可享有20%的折扣。

(AIJP學生必須於畢業後間隔至少超過3個月/ SILAC學生必須間隔至少1個月以上才能享有舊生折扣)

■ AIJP課程的學生一次支付一年以上學費即可享有10%的折扣。

（入學後取消課程而致課程總長度短於4學期者，申請退費時，以折扣前之費率計算已使用之學費)

■ 如果您是AIJP/SILAC課程的學生，並且於以下期限內完成了所有的報名手續（確認已支付全額學費），

於首次繳交學費可享 早鳥折扣 ＜16週前＞ 10％折扣 ＜12週前＞ 5％折扣

■ 報名參加AIJP/SILAC課程的學生，持N2以上日語檢定證明，於首次繳交學費時可享有10% OFF的折扣。

(需要出示證書。)

■ 各項主課程之追加課程(例如:私人課程)不適用優惠折扣方案。上述課程種類以外之課程，亦不適用優惠折扣方案。



保證金 每月 延長住宿/日

　Villa 4 ¥70,000 ¥55,500 ¥1,900 施設・房型 保證金 每月 延長住宿/日

　Villa 5 房型-A ¥70,000 ¥73,000 ¥2,500 　學院式宿舍 【小】 （北側） ¥50,000 ¥24,000 ¥800

　Villa 5 房型-B ¥70,000 ¥76,000 ¥2,600 　學院式宿舍 【小】 （南側, 向陽） ¥50,000 ¥30,000 ¥1,000

　Residence 羽根 A 無陽台 ¥70,000 ¥61,000 ¥2,100 　學院式宿舍 【大】 ¥50,000 ¥34,000 ¥1,200

　Residence 羽根 A 附小陽台 ¥70,000 ¥64,000 ¥2,200

　Residence 羽根 A 附大陽台 ¥70,000 ¥67,000 ¥2,300 保證金 每月 延長住宿/日

　Residence 羽根 B 無陽台 ¥70,000 ¥67,000 ¥2,300 　villa3 和室 ¥70,000 ¥65,000 ¥2,200

　Residence 羽根 B 附大陽台 ¥70,000 ¥70,000 ¥2,400 　villa 3　可愛套房 ¥70,000 ¥65,000 ¥2,200

　Residence L 2DK ¥70,000 ¥75,000 ¥2,500 　villa 3　玩家套房 ¥70,000 ¥70,000 ¥2,400

　Residence L 3DK ¥70,000 ¥82,000 ¥2,800 　Villa 3　寵物ＯＫ套房 ¥180,000 ¥65,000 ¥2,200

　villa 3　清真HALAL套房 ¥70,000 ¥65,000 ¥2,200★ 長期契約選擇學生宿舍與個人公寓者，課程開始日前3日與課程結束後3日之住宿，不加收延長

費用。★Villa 3寵物ＯＫ套房即使沒有寵物也可入住。 在這種情況下，入住費為70,000日圓。

● 學院式宿舍房型 （衛浴、廚房、洗手間共用）

● 個人公寓房型 （附衛浴、廚房、洗手間）

● 公寓房型-獨特型套房（附衛浴、廚房、洗手間）

入住費 每週 延長住宿/日 施設・房型 入住費 每週 延長住宿/日

　Villa 4 ¥15,000 ¥14,900 ¥2,200  學院式宿舍 【小】 （北側） ¥8,000 ¥7,000 ¥1,000

　Villa 5 房型-A ¥15,000 ¥19,250 ¥2,800  學院式宿舍 【小】 （南側, 向陽） ¥8,000 ¥8,500 ¥1,300

　Villa 5 房型-B ¥15,000 ¥20,000 ¥2,900  學院式宿舍 【大】 ¥8,000 ¥9,500 ¥1,400

　Residence 羽根 A 無陽台 ¥15,000 ¥16,250 ¥2,400

　Residence 羽根 A 附小陽台 ¥15,000 ¥17,000 ¥2,500 入住費 每週 延長住宿/日

　Residence 羽根 A 附大陽台 ¥15,000 ¥17,750 ¥2,600  Villa3 和室 ¥15,000 ¥17,500 ¥2,500

　Residence 羽根 B 無陽台 ¥15,000 ¥17,750 ¥2,600  Villa 3　可愛套房 ¥15,000 ¥17,500 ¥2,500

　Residence 羽根 B 附大陽台 ¥15,000 ¥18,500 ¥2,700  Villa 3　玩家套房 ¥15,000 ¥18,500 ¥2,700

　Residence L 2DK ¥15,000 ¥19,750 ¥2,800  Villa 3　寵物ＯＫ套房 ¥46,000 ¥17,500 ¥2,500

　Residence L 3DK ¥15,000 ¥21,500 ¥3,100  Villa 3　清真HALAL套房 ¥15,000 ¥17,500 ¥2,500

● 學院式宿舍（衛浴、廚房、洗手間共用）

★ 短期契約選擇學生宿舍與個人公寓者，課程開始日前2日與課程結束後1日之住宿，不加

收延長費用。★Villa 3寵物ＯＫ套房即使沒有寵物也可入住。 在這種情況下，入住費為

15,000日圓。

● 公寓房型-獨特型套房（附衛浴、廚房、洗手間）

● 個人公寓房型 （附衛浴、廚房、洗手間）

【短期契約】住宿期間未滿3個月之場合

【長期契約】住宿期間超過3個月之場合

※ 宿舍費用不包含棉被。（寄宿家庭則有提供棉被）
① 棉被租借費用：¥1,500/週 、延長費用：¥300/日(棉被搬運費：¥2,000) ② 購買棉被：¥25,900

※ 宿舍費包含公共設施維護費、町内費、水電瓦斯費。（※NHK契約：收看費用請居住者自己支付。）
※ 無論長期或短期契約，均可2人共同居住。唯此情形，須遵守共同退租原則。共同居住之費率，入住費、宿舍費與保證金為表記之1.5倍，

由住宿其中一人代為繳納即可。數家人共同居住時，若選擇Residence L 2DK或Residence L 3DK房型，不適用上述規則。
※ 訂立短期契約者，若延長住宿期間且於延長申請日起算將居住3個月以上者，可變更為長期契約。

此情形，宿舍入住費可變更為部分保證金。

備註



YAMASA校園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