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季 課 程 2020
K A I ⽇ 語 學 校

⽇本語課程  

會話及⽂法   
⽇本語能⼒試驗（JLPT）準備  

上課期間   

2020年7⽉6⽇⾄2020年7⽉24⽇ 
2020年8⽉10⽇⾄2020年8⽉28⽇

聯絡  

URL: tc.kaij.jp 
電話: +81-3-3205-1356 

電郵 : admission@kaij.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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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KAI 夏季課程！ 

KAI ⽇語學校主要以來⾃⾮漢字國家的學⽣為對象設計課程，⽽當中的獨特之處是在於以溝通為重點。⾃成⽴33年以來，有很多來⾃世界
各地的⼈都來 KAI 學習⽇語。如果你想於 2020 年在東京享受夏天，何不來體驗⼀下 KAI 的夏季課程！ 

 

1

就讀 KAI 夏季課程的學⽣來⾃世界各地。在 2019 年，
超過 130 位來⾃ 31個國家的學⽣跟我們⼀起學習。其中
44%來⾃歐洲、29%來⾃亞洲、19%來⾃北美。

31 個國家

60% 以下: 2%

70% 滿意: 8%

80% 滿意: 20%

90% 滿意: 37%

100% 滿意: 33%

根據 79 份有效的問卷結果顯⽰，在 2019 年我們夏季課
程的學⽣滿意度是 90%。學⽣對教師的質素、教材和課
堂氣氛給予很⾼的評價。

90%

想要享受⽇本的話⾸選東京 

KAI 位於⽇本⾸都東京的新宿。新宿站的利⽤
者數⺫之多堪稱世界第⼀，無論您要去哪裡都
⾮常⽅便。您永遠都不會覺得無聊，因為這裡
有很多令⼈興奮的地⽅，如澀⾕和原宿就是⽇
本流⾏⽂化的中⼼，⽽淺草等則保留昔⽇的⽇
本傳統⾵味。

可選擇的住宿安排 

KAI 可以為您安排住宿。可依照您的意願提供
選擇包括SHARE HOUSE、飯店、短期公寓住
宅等。我們也極⼒推薦寄宿到⽇本家庭當中！ TOKYO



短時間也能感受到成效的⽇本語課程！ 

KAI提供兩種夏季課程供選擇：以提升溝通能⼒為⺫標的會話及⽂法課程，和以通過⽇語能⼒測驗N1和N2為⺫標的⽇本語能⼒試驗

（JLPT）準備課程。會話及⽂法課程於七⽉和⼋⽉開始。學⽣可以報名參加七⽉（三週）或⼋⽉（三週）的課程，或者可選擇兩者兼之的

課程（六週）。課程結束後，學⽣將獲發出席證書以及顯⽰成果的回饋表。 

愉快的課堂讓您⾃由輕鬆說出⽇本語 
本課程的⺫的是讓您在愉快的氣氛中改善會話技巧。每堂課都會有⼤量的會話練習。在課程最後⼀天會有
⼀個⾃由對話環節，讓您與⽇本⼈嘉賓對話。⼀天中的前 3 節課都是集中在會話⽅⾯，⽽第 4 節課則針對
閱讀和書寫能⼒。 

N1 及 N2 預備課程  

課程涵蓋了 JLPT 的所有技巧範疇：「詞彙」、「語法」、「閱讀理解」和「聽⼒理解」。關於「閱讀理
解」，⽼師會細⼼指導閱讀能⼒技巧。⽽在課程開始和結束時學⽣會接受測驗以評估達成程度。為了讓學
⽣在課程完結後也⾃律地進⾏學習，⽼師會以測驗的結果分析來進⾏個別輔導。 

 

課　程　資　訊 

*1: 每班的最少開班⼈數為 3 ⼈。 
*2: 2020東京奧運期間（7⽉25⽇⾄8⽉9⽇）沒有課堂。 
*3:七⽉份課程每堂課最多可收 12 位學⽣、⼋⽉份則可收最多 15 位。 

會話及⽂法課程 ⽇本語能⼒試驗（JLPT） 
準備課程七⽉ ⼋⽉ 全期

級別 ⼊⾨～⾼級 
(CEFR(溝通程度): A1～B2)

N1: 約 1000 個漢字 
N2: 約 500 個漢字

課程期間 7⽉6⽇⾄7⽉24⽇ 8⽉10⽇⾄8⽉28⽇ 7⽉6⽇⾄7⽉24⽇ 
8⽉10⽇⾄8⽉28⽇ *2 8⽉10⽇⾄8⽉28⽇

時間 9:00 - 12:50 （每天四堂 50 分鐘的課程 ）

班級規模 *1 12 ⼈  15 ⼈ 12 人/15 人 *3 12 ⼈

報名截⽌⽇ 6⽉5⽇ 7⽉10⽇ 6⽉5⽇ 7⽉10⽇

早報名折扣的截⽌⽇期 4⽉6⽇ 5⽉11⽇ 4⽉6⽇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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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及⽂法

⽇本語能⼒試驗
（JLPT）準備



Ann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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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江⼾東京建築園 

這裡保存和展⽰江⼾、昭和時代的建築物。
⽽且也是吉⼘⼒（宮崎駿）電影裡出現的建
築物的模型。

製作「⼈物便當(キャラ弁)」 

造型便當 (Kyaraben) 是⼀種很有個性的便
當。您也可以製作這種可愛的便當！

透過活動享受⽇本！ 
豐富的活動是 KAI 夏季課程其中⼀個吸引⼈的地⽅。可以在7⽉和8⽉兩個⽉內參加很多活動。在這裡以照⽚來介紹具代表性的
活動。此外，七⽉的活動是以套餐的形式讓您參加，⽽⼋⽉的活動則可以個別報名參與。

⽇本圓扇製作 

⼀起製作原創的紙扇在炎夏⼤派⽤場吧！
摺紙製作 

摺紙是⽇本傳統⽂化之⼀，⼀起來摺摺看
吧！不只是有名的鶴，⼿裡劍或盒等也可以
摺。

書道, 傳統⽇本書法  

讓我們⽤筆和墨書寫⽇本的⽂字。平衡均整
漂亮的⽂字是藝術作品。

茶道 

體驗茶道這種⽇本傳統⽂化。學習禮儀和在
茶室泡茶。

壽司製作 

看起來很難準備的壽司，但是如果知道要缺
就很容易。⼀起來製作美味的⼿握壽司吧！

燈籠製作 & 淺草漫步 

製作自己的原創燈籠。在著名的觀光景點淺草漫步。

漫畫與動漫 

我們與⼀所漫畫和動畫職業學校合作。難道您
不想在專家指導下揮筆嗎？



 

 

 

 

 

✤ 關於活動報名 
請填妥附上的活動報名表，連同⼊學報名表⼀起遞交。 七⽉份活動的截⽌⽇期為 2020年6⽉5⽇，⽽⼋⽉份的是 2020 年7⽉10⽇。然
⽽報名截⽌⽇期前也有滿額的可能。但是報名截⽌⽇以後，也有可能還可以接受報名。請諮詢我們的⼯作⼈員。 

日程和行程會有可能更改。 

請登上我們的網站 http://en.kaij.jp/course/summer/activities.html 以了解更多最新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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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菓⼦, ⽇本傳統甜點製作 

您將從專業⼈⼠學習如何製作傳統⽇式點
⼼。您可以把它做的這麼⼩巧可愛嗎? 

坐禪 

體驗世界著名的⽇本禪修，遠離數碼社會,
讓⾃⼰的⼼平靜下來。

7月活動
日期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活動

8 星期三 14:00 17:30 江戶東京建築園

10 星期五 13:00 17:00 燈籠製作 & 淺草漫步

13 星期一 14:00 15:00  摺紙 & 日本圓扇製作 

15 星期三 14:00 17:00 壽司製作

17 星期五 13:30 17:00 茶道

20 星期一 14:00 15:00 書道, 傳統日本書法 

22 星期三 13:30 17:00 製作「人物便當(キャラ弁)」 

8月活動

日期 開始時間 結束時刻 活動

11 星期二 14:00 17:00 漫畫

12 星期三 14:00 17:00 動漫

14 星期五 14:00 17:00 壽司製作

17 星期一 14:00 16:00 盆舞

19 星期三 13:30 17:00 日本傳統遊戲

21 星期五 14:00 
15:00

16:00 
17:00

和菓子, 日本傳統甜點製作

24 星期一 13:30 17:00 製作「⼈物便當(キャラ弁)」 

26 星期三 14:00 
15:00

15:00 
16:00 插花, ⽇本花道

27 星期四 14:00 15:30 坐禪

28 星期五 13:30 14:30 告別派對

⽇本傳統遊戲 

劍球、將棋・・・有很多日本的傳統遊戲。這個活
動有很容易玩但是又令人興奮的遊戲！

盆舞 

說到日本的夏天就是祭典。祭典會跳日本傳統的舞
蹈「盆舞」。參加活動練習，然後在這個夏天的祭
典跳盆舞吧！

插花, ⽇本花道 

在學習簡單的要點之後會嘗試插花。如果了解基本
知識，那將會很容易。

http://en.kaij.jp/course/summer/activities.html


費⽤ 
盡早申請，可享有折扣！ 

以下早報名折扣僅適⽤於課程開始前 3 個⽉完成⼿續的申請。請參閱第 6 ⾴以確認每個課程的早報名折扣截⽌⽇期。 

✤ 課程費⽤ 

*1: 會話及⽂法課程全期教材費是七⽉和⼋⽉的總計。 

• 無論是正常價格或者是早報名折扣，註冊費和學費都已經包括在內。 
• 會話及⽂法課程級別 1 ⾄ 5 使⽤原創教材（印刷版和電⼦版）。會話及⽂法課程級別 6 ⾄ 7 及 ⽇本語能⼒試驗（JLPT）準備課程是 

使⽤印刷版教材。  
• 如果有端末的話請⾃備（iOS7以上和Safari7以上，或是Android4.1以上和GoogleChrome31以上）。課程期間，可以⼤量下載和使⽤

課堂中所使⽤的教科書或其他的⽇語教材。如果沒有端末的話，上課時可以借⽤紙的教材或學校的端末，但可借出的端末數量有限，請
知悉。 

✤ 活動費⽤ 
七⽉ - 37,000⽇圓 （參加第 4 ⾴列出七⽉的所有活動） 
⼋⽉ - 請個別報名，價錢如下： 

✤ 付款/取消規定 

• 在確認收到全數費⽤後，才可以確保取得課堂學位。 
• 若在報名截⽌前取消，學費和教科書費⽤可獲退還。 
• 若在報名截⽌後取消，可獲退還學費和教科書費⽤的80%。 
• 若在課程開始之後取消，恕不退費。 
• 退還所付的費⽤時，申請⼈須承擔所有銀⾏轉帳⼿續費⽤。 
• 關於活動，若在報名截⽌後取消，恕不退費。 

正常價格 早報名折扣 教材費  

會話及⽂法課程七⽉  130,000⽇圓 117,000⽇圓 3,000⽇圓

會話及⽂法課程⼋⽉  130,000⽇圓 117,000⽇圓 3,000⽇圓

會話及⽂法課程全期 220,000⽇圓 198,000⽇圓 6,000⽇圓 *1

⽇本語能⼒試驗（JLPT）準備課程  130,000⽇圓 117,000⽇圓 8,500⽇圓

活動 費用 活動 費用

漫畫 3,000日圓 和菓子, 日本傳統甜點製作 3,000日圓

動漫 3,000日圓 製作「人物便當(キャラ弁)」 5,800日圓

壽司製作 5,500日圓 插花, 日本花道 2,500日圓

盆舞 2,500日圓 坐禪 2,500日圓

日本傳統遊戲 2,5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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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續 
1. 填寫⼊學報名表和活動報名表，並透過E-mail或傳真發送給我們。 

2. 我們將透過電⼦郵件向您傳送在線級別檢查測試的URL。請於30分鐘以內解答。 

3. 會話・⽂法課程會在課程第⼀天進⾏⾯試來決定班級。⽇本語能⼒試驗課程會在開課前⽤Skype或電話進⾏⾯試。 

4. 費⽤請⽤以下⽅法⽀付(⾒付款項⺫)。我們確認收到您的付款後，便會為您確保名額。  

✤ 報名截⽌⽇  

除⾮學校取消課程，否則課程開始後提出取消，恕不退還註冊費、學費與教科書費⽤。  

✤ 付款 

⾃海外付款 

1. 銀⾏轉帳  

申請者要承擔銀⾏⼿續費⽤。請詢問您的銀⾏有關轉帳費⽤的細節。 

2. Flywire 

Flywire 是⼀項國際性付款與託收服務，乃為了海外學⽣⽀付費
⽤，您可透過銀⾏轉帳⽅式向您所在地區之當地銀⾏⽀付費⽤，
或以信⽤卡付款。  

有關詳情請參閱網址:  https://www.flywire.com/zh/ （Flywire 
網站可選擇英語，簡體中⽂，韓語，⻄班⽛語，法語，⽇本語，
葡萄⽛語等。）  

⽇本國內付款  

請透過以下⽅式進⾏⽀付： 

1. 銀⾏轉帳 
2. 信⽤卡（Visa 、MasterCard、美國通運卡、JCB卡） 
3. 現⾦ 
您必須前往學校進⾏現⾦或信⽤卡⽅式付費。 

聯絡處

停課規定 
台⾵或⼤⾬等的⾃然災害發⽣時或會停課。停課時會以提出課題等代替課堂。停課恕不退費。

早報名折扣的截⽌⽇期 課程報名的截⽌⽇期 活動報名的截⽌⽇期

七⽉ 2020年4⽉6⽇ 2020年6⽉5⽇ 2020年6⽉5⽇

⼋⽉ 2020年5⽉11⽇ 2020年7⽉10⽇ 2020年7⽉10⽇

地址  Miyuki Bld., 1-15-18 Okubo, Shinjuku-ku, Tokyo, JAPAN 169-0072

電話 +81 (0)3 3205 1356 (English/Japanese)

傳真 +81 (0)3 3207 4651

電郵  admission@kaij.co.jp (English/Chinese/Japanese)

網⾴  http://tc.kaij.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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