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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紹 學校自成立以來所有台灣學生全部100％順利取得簽證。學校位於繁
華的福岡市，交通便利、附近商店物價便宜，可省下許多生活費。老
師教學認真、有多年教學經驗，並協助需要打工的長期生找工作。

學生宿舍 短期學生宿舍徒步徒步只要8分鐘。宿舍設備完善，附有洗衣機、冰
箱、瓦斯爐、書桌、椅子、床、陽台、置物櫃、衣櫥、鞋櫃、浴室、
廁所、廚房、光纖網路、免費Wi-Fi 。

學校特色 學校隨時提供打工資訊，並協助長期生打工求職。

長、短期生皆提供免費接機服務，家長、學生皆能安心。

有精通中文的老師隨時協助學生，帶新生至區役所戶籍登記--等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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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績優秀、努力用功者，提供獎學金以鼓勵學生。6

每年不定時舉辦見學旅行、參加祭典，體驗日本文化，不須額外付費。7

校內設置自習室，並提供課後輔導。8

學校週邊環境優雅、單純、生活機能良好，是留學的好地方。9

宿舍設備完善；宿舍費、生活費低，不需通車費。10

物價便宜，充滿人情味的大都市~福岡

福岡留學的優點

九州為票選日本觀光CP值最高地區；打工機會多、物價、房租低廉。1

亞洲最舒適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世界十大快速活躍發展都市。2

福岡氣候宜人與台灣相似，居民親切有人情味；有很多機會與居民交流。 3

兼具現代及歷史文化的都會區，交通發達，購物方便，娛樂景點多。4

赴日前舉辦行前說明會，長期生於出發當日到桃園機場送機。11

中、高級課程中加入商用日語課程，不定期舉辦就職說明會。13

升學率100%，嚴選專業資深教師授課，教導親切認真、小班制教學、優良的

學習環境、免費課後輔導。並進行一對一個別升學輔導。

協助安排短期寄宿家庭體驗，藉此認識日本人並了解他們的文化習俗及生活習慣。

去福岡留學，讓您花少錢實現留日的夢想！

FUKUOKA

TAIWAN

福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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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期生招生簡章

入學資格

學　　歴 高中(職)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歴

年齡限制 凡滿18歳以上皆可報名長期課程

長期課程

入學時期

4月入學課程

10月入學課程

報名截止日期

前一年11月中旬

5月中旬

選考料3萬日幣請於報名時繳納。

報名一年以上課程者可以分期一次繳納半年學費。

尚未決定本校畢業後是否繼續在日本升學者請勾選升學課程。

可延長學習時間，4月入學學習期間最長2年。

除留學簽證外，歡迎持打工度假、家族滯在、永住—等簽證入學。

費　用　明　細
入　　學　　金
授　　業　　料
教　材　費　等
施　設　費　等
合　　　　　計

(單位：¥日本円)

第 2 年 前 期 第 2 年 後 期第 1 年 前 期 第 1 年 後 期
70,000
281,000 281,000
40,000 40,000
30,000
421,000 321,000

281,000
40,000

321,000

281,000
40,000

321,000

創設者：篠 隈  光   彦・・・駐福岡尼泊爾名誉領事
学院長：塩 川  光一郎・・・東京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博士、帝京大学教授
顧   問：山 崎  広太郎・・・前任福岡市市長



生活關連費用

保  險  費
為了學生能安心度過留學生活，一般傷害保險費由學校統一代收，延長學習期間

者，請於次年度繳納一般傷害保險費。

項目 1年分
一般傷害保險

合計
10,000
10,000

宿　舎　費
為了讓每位同學能在舒適的環境學習日語，提供學生宿舍（2003年10月完工）。宿

舍徒步至學校只要8分鐘，家具一應俱全、交通便利、購物方便。

項　  目
入　住　費
設備利用費
清　潔　費
合　 計

金　額
30,000
10,000
15,000
55,000

房間型態
（套房）

住宿費
★包含光纖網路費用，
水、電、瓦斯費依實際
費用與同住室友一同分攤

押金
★扣除入住當月跟
退宿當月的水、電、
瓦斯費結算後退還

半年住宿費合計
（含押金）

單人房

雙人房

35,000／月租
（入學後半年内）

20,000／月租
（入學後半年内）

30,000

30,000

240,000

150,000

☆入學後半年内，新生可住在本校宿舍，住宿期間為半年，下半年若有空房則可續
住，無空房時校方會協助學生找房子，學校附近房子衆多，校外房租費用與學校宿
舍房租差距不大。房租行情一人月租平均為日幣2萬至日幣4萬左右。
☆一旦繳納的學費無論任何理由原則上恕不予退還，敬請見諒。
☆入學前請預先準備半年的生活費至少約30萬日幣攜帶到日本，以應付日常生活
的開銷。福岡一個月生活費大約4-5萬日幣，依個人消費習慣而有所不同。
匯 款 帳 號 
銀行名稱：The Chikuho Bank, LTD.   
分行名稱：Nakao Branch   
銀行代碼：Swift Code－CHIHJPJT
銀行地址：2-3-24, Nakao Minami-ku, Fukuoka, 811-1364, Japan
帳戶名：Asia Japanese Academy   
帳號：普通預金　Ｎｏ．3008608
學校地址：4-2-29 Nagazumi Minami-ku Fukuoka-shi



二、申請入學所需資料

選考料(報名費) 學校審査入學申請及辦理在留
資格認定證明書所需的費用。

入學願書(申請書)
本校指定表格

※填寫報名表應注意事項：
1.可用電腦輸出
2.簽名欄註明「印」字請記得蓋章
3.盡量不要留空白欄位

相片 3個月内兩吋彩色相片7張

最高學歴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正本，審査後歸還。

最高學歴在學期間成績單 中文版

護照影本
限持有護照者，曾有來日記録
者，請附該頁護照影本。
請按照時間順序詳細填寫。

戸籍謄本 3個月內所發行的戸籍謄本

日語學習經歴證明 有通過日語檢定者
請附日語檢定影本



三、留學經費負擔者所需資料

經費由本人負擔

在職證明

銀行存款證明

收入證明

任職公司開立的在職證明

銀行出具的證明，約要有台幣100萬。
納税證明（如：所得税扣繳憑單）、
薪資單或公司開立的收入證明。

納税證明（如：所得税扣繳憑單）、
薪資單或公司開立的收入證明。

經費由本國父母或親屬負擔

經費支弁書(經費負擔書)
----本校指定表格

在職證明

銀行存款證明

收入證明

任職公司開立的在職證明

銀行出具的證明，約要有台幣100萬。

1.可用電腦輸出，負擔方式請填寫為
「銀行匯款」。
2.需填寫日期，簽名並蓋章。
3.經費負擔者若非父母時，必須在承接
經費負擔欄詳述理由。

經費由住在日本的親戚負擔

經費支弁書(經費負擔書)

在職證明

印鑑證明

收入證明

載明現在工作職務證明書。

福岡入國管理局指定用紙，
保證人親自書寫及蓋章。

在文件上請保證人用實印。

區(市、街、村)税務部門出具的總收入
金額的納税證明原件。

住民票 ＊記載家族所有成員。
＊不具有日本籍，但擁有永住資格的
人也可擔任保證人，請出具在留卡。



四、留學申請程序

1、提出入學申請（本校指定表格）及報名資料／繳納選考費

2、校内審査結果通知

3、『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學校送交福岡入國管理局

4、福岡入國管理局交付『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5、繳納學費以及宿舍費

6、學校確認匯款後寄出『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入學許可書』

7、向台北或高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申請簽證

8、訂機票做出國準備，新生集體出發

9、進入日本，展開留學生涯

【申請者→學校】

【學校→申請者】

【學校→入國管理局】

【福岡入國管理局→學校】

【申請者→學校】

【學校→申請者】

【申請者→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申請者】



五、短期課程招生簡章

短期集中課程

上課時間

説明

毎週五日 一週20小時         分上午班及下午班
上午班 09：00̶12：30    下午班 13：40̶17：10

（1）有日語程度者，歡迎隨時入學；無日語程度者請於4月、
     10月入學。中、高級班課程中加入商用日語課程。
（2）校外教學及課外活動不需額外付費。
（3）歡迎持短期滯在、打工度假、家族滯在、永住̶等簽證入學。

 注意事項
（1）將依學生的日語程度編入正規班，與長期生一同上課。
     有日語程度者，歡迎隨時入學。
（2）一旦繳納的學費無論任何理由原則上不予退還，敬請見諒。

 申請資料
（1）入學申請書，可用電腦輸出  （2）護照影本  （3）照片1張 
（4）日本出入境影本（5）日本語能力試驗合格者請附影本

 入學手續

（1）填好入學申請書、備妥申請資料 （2）繳納學費、宿舍費 
（3）學校寄出入學許可書（4）前往日本

 住宿費

學費

課程内容 入學金 學費
*含教材、課外活動費 合計

3個月課程

2個月課程

1個月課程

￥20,000 ￥165,000

￥120,000￥20,000

￥15,000 ￥65,000

￥185,000

￥140,000

￥80,000

3個月課程

2個月課程

1個月課程

￥15,000 ￥15,000 ￥15,000

￥15,000￥15,000

￥10,000 ￥10,000

￥15,000

￥15,000

課程内容 入住費 設備利用費 清潔費 住宿費 合計
*含網路.水電瓦斯.寢具

單人房：￥135,000
雙人房：￥90,000

單人房：￥180,000
雙人房：￥135,000

單人房：￥135,000
雙人房：￥105,000

單人房：￥80,000
雙人房：￥65,000

單人房：￥90,000
雙人房：￥60,000

單人房：￥45,000
雙人房：￥30,000



六、學校、課程介紹

學校歴史

本校創立於2001年4月，創設者為尼泊爾駐福岡名譽領事，我們誠摯歡
迎海外留學生在此學習日語，再接再厲邁向更高的專門教育機構。

周邊環境

位於福岡南區，幽靜的高級住宅區，亦有極便利之商店街，是一處既能安
心讀書，生活極方便，環境非常好的地方 。

學校相關交通資訊

◇離學校最近JR車站：【高宮車站】，從高宮車站搭公車到學校約7~10分
◇離學校最近的公車站牌：【長住四丁目】，從長住四丁目公車站牌走路到
   學校約1分鐘。
◇多數學生代歩工具：【自行車】，由於學校附近房屋眾多，學生沒有通學
   費用支出。

關於師資陣容

本校教師經嚴格篩選具有日語教師資格、經驗豐富的資深教師，教師指導
親切。毎個班級設有班導師，陪同學生針對課業學習、畢業後出路、日常生
活等全力給予協助、輔導。

升學指導

學校教務辦公室提供升學資料室，有研究所、大學、專門學校的豐富資訊，
方便學生隨時查閱。對於想升學的學生，實施精心周到的升學指導。並舉
辦升學説明會，邀請畢業生進行座談會，提供升學經驗談。亦進行一對一
個別升學輔導、指導作文、小論文、舉辦模擬考試、模擬面試，對於報考
研究所的學生個別指導撰寫研究計畫書推薦入學。期待學生考上理想學校。

上課時間

毎週5日（星期一－星期五），分上午班及下午班，按入學考試成績由學校
統一分配，學生本人不可任意選擇。小班制教學，一班不超過15人。
◆星期六、日、日本國定假日、暑假、毎學期末則不上課。

上午班 下午班
09：00－12：30 13：40－17：10



課程安排

教學計畫

上課時間共4節課，第1、2節課授課主教材，第3、4節課為作文、文法、
會話、聽解、閱讀課程，全方面加強日語能力。 毎日皆有20分鐘課程針
對日本語能力試驗課程。『留學生試驗』及『日本語能力試驗』前，密
集舉辦模擬測驗。學期末舉辦演講及學習發表會。

課程設有初級到高級的課程，全方面加強聽、說、讀、寫能力，培養學生
像日本人一樣使用日語為目標，並有完善的升學輔導制度。
＊中.高級班課程中加入商用日語課程，不定期舉辦就職說明會。

獎學金

升學情況

課程 主要使用教材 上課内容

初級I

初級II

中級

高級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I》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II》

《中級へ行こう》
《中級から学ぶ日本語》

《中級から上級への日本語》
《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大学生になるための日本語》

約日本語能力試驗N4程度，學習
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日本語能力。

學習在各種場合的日本語溝通能
力，綜合培養聽説讀寫4種能力。
並在課程安排日本文化及禮俗課程

掌握各種場合靈活運用所學的日本
語與日本人溝通，培養自我意見表
達能力，課程中安排日本留學試驗
及日本語能力試驗N2課程。

達到日本語能力試驗N1程度，並能
理解報章雜誌的閱讀能力，並學習
專門學校、大學、研究所學校上課的
日語水平、及在日本生活及工作實
際運用的日本語能力。

定期挑選成績優秀、出席率高、努力用功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以茲鼓勵。

◆升學率：100％
（1）國立大學：九州大學、長崎大學、福岡工業大學、佐賀大學、千葉

大學、－－等 。
（2）私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立命館大學、帝京大學、關西學院大學、

關西學院大學、福岡大學、九州產業大學、九州情報大學、福岡
教育大學、櫻美林大學、大阪國際大學－－等。

（3）專門學校：和菓子、洋菓子、料理、觀光、音樂、攝影、商業經營、
電子資訊、動畫－－等。



課後輔導

學生國籍

打工支援

課外活動

國際交流

生活指導

新生接機服務

寄宿家庭

畢業後就職情況

學校設有自習室並提供課後輔導。

◆學校自成立以來所有台灣學生全部100%順利取得簽證。
目前學生國籍為台灣、韓國、中國、印度、尼泊爾、越南、斯里蘭卡、
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本校致力推動國籍多元化。

福岡打工機會多，學校隨時提供打工資訊，並協助長期生打工求職。持短
期觀光簽證無法在日本打工。

為了讓學生融入日本文化，了解日本風土民情，充實留學生活。學校不定
期舉辦①校外教學　②傳統文化饗宴　③參與祭典　④日本中小學參訪　
⑤體驗日本寄宿家庭　⑥防災訓練  ⑦校內演講比賽　⑧ 學期末派對　
⑨賞櫻 －－等豐富多采的活動，盡情享受留學生活，這些課外活動不需額
外付費。

為了讓學生們將所學日語運用自如、實際與日本人交談，不定期舉辦國際
交流活動。

學校有精通中文的老師，並有24小時緊時聯絡電話可立即處理。新生入
學後協助辦理相關手續；如同在家一樣温馨的環境下學習日語。生活上
學業上各方面的問題，學校老師會竭盡所能協助。

學校提供長、短期新生免費接機服務，抵達福岡當天直接入住宿舍。

福岡國際交流協會提供外國學生短期寄宿家庭體驗服務，福岡的寄宿家庭
性質為免費義務接待外國學生、促進文化交流為宗旨，提供外國學生短期
寄宿日本家庭體驗。學校可協助學生如何申請。

歐姆龍電子公司、可口可樂、人力派遣公司、旅行社、服裝零售公司...等。



費用-福岡留學一年的平均費用

關於留學生活開銷

關於長期生宿舍、租屋

福岡特色

内容 留學費用包含項目 新台幣總計

有打工的情況

無打工的情況

學費、住宿費（住2人房為例）、
生活費、其他

學費、住宿費（住2人房為例）、
生活費、其他

約台幣40多萬

約台幣50多萬

福岡的物價非常便宜，福岡打工機會多，一天工作時數以4小時為限，可
應付1個月生活的開銷。可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如3餐自行打理，再加水
電、瓦斯費，一個月生活費大約￥40,000﹙依個人消費習慣有所不同﹚
宿舍位於學校附近，不需交通費。和其他地區相比可省下大筆生活費；福
岡居民對留學生親切和善，有很多機會與當地居民交流。

學校提供環境舒適的學生宿舍。宿舍設有光纖網路，長期新生前半年可住
學校宿舍，長期宿舍格局為套房，雙人房一個月日幣20,000，單人房一個
月房租35,000，宿舍費用包含光纖網路費用，水電費跟室友一同分攤。學
校週邊租屋物件眾多，老師會幫忙學生尋找房子；房租行情一人月租平均
為日幣2萬至日幣4萬。

九州面積與台灣相當，皆能體驗日本在地文化、日本自然景色。九州是網
路票選觀光CP値最高的日本地區；亦是「世界十大快速活躍發展都市 」
、 「世界最佳居住城市 」。自古以來，就是重要門戸也是九州的經濟龍頭、
文化中心 。
台灣飛福岡只要2小時，福岡人情味濃厚、打工機會多、交通發達、集合摩
登時尚 、歴史及高科技産業，交織多樣的魅力五彩之都。因此越來越多留
學生選擇到福岡留學，留學生人數僅次於東京、大阪位居第三位。福岡留
學人數正急速成長中。



七、學生宿舍

八、長期生宿舍介紹【格局：套房】

長期生宿舍 短期生宿舍

到校時間

房型

房間設備

月租

1.徒步:約20幾分鐘。

2.公車:約10幾分，於『長住３丁目』站下車，
　　徒步至學校約5-10分鐘。

3.自行車:約20分鐘以內。

1.徒步:約8分鐘。

套房（單人房／雙人房） 2房1廳（單人房／雙人房）
＊2個房間共同使用廚房、衛浴

冰箱、洗衣機、電磁爐、微波爐、床、書桌、
鞋櫃、置物櫃、衣櫃、冷暖氣、廚房、浴室、
光纖網路、WIFI

冰箱、洗衣機、瓦斯爐、床、書桌、
鞋櫃、椅子、置物櫃、衣櫃、冷暖氣、
廚房、浴室、廁所、光纖網路、WIFI

單人房：￥35,000   雙人房：￥20,000
＊含光纖網路費用，水、電、瓦斯費依實際
   費用收費。

＊入住相關費用請參閱招生簡章。

單人房：￥45,000   雙人房：￥30,000
＊含網路.水電瓦斯.寢具租借費用。

＊入住相關費用請參閱招生簡章。＊如長期生宿舍額滿，將安排至短期生宿舍。



九、短期生宿舍介紹【格局：2房1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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