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想要認真學習也認真玩的您 所準備的夏季課程」 

① 1天6堂課，短時間內札實地學習日語 
平日專注於日文學習，假日則細細品味北海道，度過豐富的留學時光。推薦給想要在短時間
內認真學習日語的您。課程將依照程度，預計分成初級至上級等三個班進行。 

② 利用「北海道体験.com」體驗充實的課外活動 
「北海道体験.com」以「北海道玩透透」為主題，由熱愛北海道的道民們蒐羅各種北海道特
色的戶外活動、體驗，規劃含接送的豐富行程。學生可以自行搜尋、預約網站中介紹的各式
各樣的行程，於學校的假日時享受北海道的大自然、體驗日本文化。 

③ 舉辦「和日本人交流吧！」的活動，實際接觸日常生活中的日語。 
每週至少舉行一次和日本人的交流活動，運用所學習的日語進行交流，互相分享文化、習慣
上的差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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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夏季課程    
國際學園－IAY日本語學科

正統的授課 
本校附設有日語教師的培訓
課程，因此能由最優秀的老
師提供最優質的課程。 

北海道玩透透 
北運用學習以外的時
間，去挑戰北海道特色
的戶外活動吧！  

絕佳的位置 

１９６９年創設的國際學
園－IAY日本語學科，直通3
條地鐵線交會的「大通
站」，到札幌市內各地都相

當方便。

2020年7月6日(一) - 7月31日(五)

課 程 的 特 色



※「和日本人交流吧！」活動時間可能因規畫而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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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三) 7⽉9⽇(四) 7⽉10⽇(五) 7⽉11⽇(六)

09:40-10:25 始業式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体
験.com，把北
海道玩透透！

10:30-11:15
歡迎會

11:20-12:05

午休 午休

13:30-13:45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13:50-14:35

14:40-15:25 和⽇本⼈交流吧！

7⽉12⽇(⽇) 7⽉13⽇(⼀) 7⽉14⽇(⼆) 7⽉15⽇(三) 7⽉16⽇(四) 7⽉17⽇(五) 7⽉18⽇(六)

09:40-10:25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
体験.com，
把北海道玩

透透！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体
験.com，把北
海道玩透透！

10:30-11:15

11:20-12:05

午休 午休

13:30-13:45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13:50-14:35

14:40-15:25 和⽇本⼈交流吧！

7⽉19⽇(⽇) 7⽉20⽇(⼀) 7⽉21⽇(⼆) 7⽉22⽇(三) 7⽉23⽇(四) 7⽉24⽇(五) 7⽉25⽇(六)

09:40-10:25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
体験.com，
把北海道玩

透透！

⽇語課 ⽇語課 ⽇語課
學校休息 

(國定假⽇) 

北報名北海道体
験.com，把北
海道玩透透！

學校休息 
(國定假⽇) 

報名北海道体
験.com，把北
海道玩透透！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体
験.com，把北
海道玩透透！

10:30-11:15

11:20-12:05

午休 午休

13:30-13:45

⽇語課 ⽇語課
⽇語課

13:50-14:35

14:40-15:25 和⽇本⼈交流吧！

7⽉26⽇(⽇) 7⽉27⽇(⼀) 7⽉28⽇(⼆) 7⽉29⽇(三) 7⽉30⽇(四) 7⽉31⽇(五)

09:40-10:25

學校休息 

報名北海道
体験.com，
把北海道玩

透透！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10:30-11:15

11:20-12:05

午休 午休

13:30-13:45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語課

13:50-14:35

14:40-15:25 和⽇本⼈交流吧！ 結業式

2 0 2 0夏季課程・課表



可以直接透過與本校合作的北海道宝島旅行社的「北海道体験.com」，報名各式各樣豐富的活動。在不用上課的星期六、日，以及國定
假日，來去細細品味北海道的大自然吧！ 

申し込み方法 

‣ 進入以下的網站，從各個行程頁面的行事曆中點選欲參加的日期，填寫完申請表後送出。收到活動舉辦公司所寄出的確認信後，即完
成報名。（日語、英語） 

https://h-takarajima.com/ 

‣ 個有任何疑問、個別諮詢的需求，請洽以下的電話，或是以E-mail詢問，並請告知您是IAY的學生。 

【諮詢方式：北海道宝島旅行社】電話：011-252-2111（營業時間：上午9點～下午5點） 
メール：contact-en@h-takarajima.com 

［No. 3781］支笏湖透明獨木舟行　在連續11年獲得日本水質第一殊榮
的湖中，體驗北海道首次登場的透明獨木舟 

免費贈送活動體驗照片10張！空手就能體驗！初學者也能安心！北海道首次登

場！連續11年日本第一的水質！水深日本第二！日本最北的不凍湖！搭上透明獨

木舟，體驗「支笏洞爺国立公園」清澈透明的大自然藝術吧☆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3781&ml_lang=en 

［No. 602］★初學者OK★眺望日本海的海岸漫步100分鐘行程（初學

者課程+大約7公里的長距離野外騎乘） 

距離札幌市中心約40分鐘♪於近鄰札幌的＂石狩＂就能輕鬆體驗日本相當稀有的

正統的海岸漫步。騎著馬在沙灘及草原上奔馳，是其他地方沒有的珍貴體驗。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602&ml_lang=en 

［No. 4478］一窺日本職人特技！ 
參訪和服修復的工廠、創作獨一無二的染物（印染） 

想要一窺不為人知的「悉皆屋（しっかいや）・野口染舗」的工廠內部嗎？在工
廠參觀的行程中，可以親眼見到日本職人工作的樣子、也可以挑戰染物體驗！只
要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東西就可以進行印染，從小孩到大人都能夠輕鬆地進行體
驗。究竟會做出怎麼樣的成品呢？抱著期待的心情一起來玩吧！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4478&ml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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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選擇活動

報名方法

推薦行程・戶外活動篇

推薦行程・日本文化體驗篇。

https://h-takarajima.com/
mailto:contact-en@h-takarajima.com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3781&ml_lang=en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602&ml_lang=en
https://h-takarajima.com/detail/index/4478&ml_lang=en


國際學園－IAY日本語學科的夏季課程，可以選擇1週至最長4週的課程。只要願意在課程結束後幫我們在網路上填寫評論，就能享有入
學金（22,000円）半價優惠。此外，本校也設有「留學簽證課程」，想要長期學習日語的同學歡迎向我們聯絡。 

1週：50,000円｜2週：100,000円｜3週：150,000円 

4週：200,000円 → 190,000円 

‣ 報名4週的課程能另外享有10,000円的折扣。 
‣ 除了上述費用以外，還必須繳交入學金22,000円及教材費約4,000円。教材費需在開課首日至本校櫃台以現金支付。 
‣ 機場接送需要支付計程車費用及手續費13,000円（新千歲機場至札幌市中心大約1小時車程） 
‣ 住宿安排費為11,000円。住宿費用為另外繳納。 
‣ 高中生以上可報名。若您為未滿高中的學生，請向我們聯絡，我們將另外為您安排課程。 
‣ 各個班級最低開班人數為2名。 

①學生宿舍 (附早・晚餐) 
【A型】1個月74,200円起。

房間寬敞、不必清掃浴廁。 
【B型】1個月79,200円起。

附有洗手化妝台，早晨梳妝打

扮較便利。 

【C型】1個月92,200円起。

有廚房、浴室、廁所的單房

型。 

【D型】1個月92,200円起。
設有系統式衛浴的房型。。 

另外本校也能介紹②月租公寓、③Share house、④寄宿家庭、詳細請向我們詢問。 

報名・詢問聯絡方式：國際學園－ IAY日本語學科  

負責人：対木  孝成  (Tsu ik i  Takanar i )  日語＆英語OK 

E-mai l ,  tak@myiay.com　｜　Tel ,  011-281-5188　｜　http://myiay.com/j  

※本校有會中文（簡體字、繁體字）的職員，有任何問題請不要客氣向我們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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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0 夏季課程・費用  (含10%消費稅)

主要的住宿設施 
(空房狀況及詳細的費用請向我們詢問)

報名・詢問聯絡方式

http://myiay.co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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