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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羅斯言語學院

日程A

7・12 7・25montue

7・12 8・1
montue

日程 B

學習日文 X 體驗日本文化和art & design

上午上日文課。下午體驗日本文化和 ART & 
DESIGN，週末去小旅行。
今年夏天在東京有個充實的短期留學。

上午是學習日語的課程，下午是
體驗日本文化的課外教學

暑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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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法人　香川學園
美羅斯言語學院　學院長　

香川　順子

對日本短期留學有興趣的各位
被來自世界各國的日文學習者選擇的美羅斯言語學院
將迎來31週年。
這個夏天，是否想來享受東京生活，
並且體驗「會說」日文的上課方法呢？
用日文來開啓你的未來吧！

全部都是個人房有辦法和其他學員交流嗎？
參加暑期課程的學員們可在公用空間一同用餐或看電視，交流的時間
很多喔！

宿舍有男女分層嗎？
1-3 樓為男女共用樓層，4 樓 -5 樓為女性專用樓層，除非有特別指定，
基本上我們安排學員在男女共用樓層。

沒有供餐不用擔心嗎？
別擔心，你可以和其他學員一同去超市或便利超商買便當、或利用廚
房自己下廚、或在外面的餐廳吃飯。

有附棉被組嗎？
房間備有床和已清洗過的棉被組。這些已包含在住宿金額內。

網絡設備齊全嗎？
可免費連接 LAN以及WiFi。請攜帶您的個人電腦連接。

在這期間若親友來訪，朋友可以留宿嗎？
住宿費用追加 1名 1晚 2200 日圓即可留宿。（要預約）

期課程開始前或結束後，可以追加延長住宿嗎？
可以，直接支付現金即可。（要預約）根據房間的類型，金額會有差異。
 
有指定學員接機的機場或時間嗎？
入學許可證發行後，我們將會指定各出發國學員的接機機場和時間。

可以在課程開始前提早抵達日本，或課程結束後延後離開日本嗎？
可以。但不會有工作人員接機和送機的服務，請特別注意。

株式會社QtoJAPON　美羅斯暑期課程咨詢負責人
150-0022 東京都澀谷區惠比壽南 3-7-5-203

Tel +80-(0)3-6890-0910
FAX+81-(0)3-6864-0910

E-mail: meros-summer@qto.co.jp

美羅斯暑期課程咨詢窗口

FAQ08

從成田機場到旅客之家：

乘坐成田快線從成田機場→JR池袋站（98分鐘）
乘坐 JR山手線從 JR池袋站→JR田端站（9分鐘）
JR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徒歩２分鐘)
乘坐機場大巴從成田空港→大都會酒店Hotel Metropolitan（115分鐘）
大都會酒店Hotel Metropolitan→JR池袋站（徒歩7分鐘）
乘坐 JR山手線從 JR池袋站→JR田端站（9分鐘）
JR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徒歩２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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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羽田機場到旅客之家：

乘坐京急機場線從羽田機場→品川站（20分鐘）
乘坐 JR京浜東北線從 JR品川站→JR田端站（20 分鐘）
JR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徒歩２分鐘 )
乘坐機場大巴從羽田機場→池袋站西口（30分鐘）
乘坐 JR山手線從 JR池袋站→JR田端站（9分鐘）
JR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徒歩２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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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田端站 (JR 山手線 )
南口

藤原樓

明月寺

田端站前
會堂

從成田機場到美羅斯言語學院：

乘坐成田快線從成田機場→JR池袋站（98分鐘）
JR池袋站東口→美羅斯言語學院 (徒歩11分鐘)
乘坐機場大巴從成田空港→大都會酒店Hotel Metropolitan（115分鐘）
大都會酒店Hotel Metropolitan→美羅斯言語學院（徒歩17分鐘）
從羽田機場到美羅斯言語學院：

乘坐京急空港線從羽田機場→品川站（20分鐘）
乘坐 JR京浜東北線從 JR品川站→JR池袋站（18分鐘）
JR池袋站東口→美羅斯言語學院 (徒歩11分鐘)
乘坐機場大巴從羽田機場→池袋站西口（30分鐘）
JR池袋站東口→美羅斯言語學院 (徒歩1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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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OS言語學院
MEROS



暑期課程概要
>日程A （2週的課程）：2016年7月12日（二）到7月25日（一）

>日程B （3週的課程）：2016年 7月 12 日（二）到8月 1 日（一）

>時間：上午 9：00 ∼ 12：20 為日語課　
 下午每週 3至 4次，會帶大家體驗有關於日本文化和 
 art & design 的課外活動。
>地點：學校法人 香川學園 美羅斯言語學院
 170-0013 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 2-45-7
> 參加資格：16歲（高中生）以上

>住宿：宿舍（單人房）
 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114-0014 東京都北区田端 1-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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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02
04

05

>分班考試費（決定班級）
>學費
>材料費
>住宿費（包含水電瓦斯、網路費）
>機場接送費用※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課外活動費
>通學交通費
>結業餐會費用
>結業證書發行費

>機票
>護照申請費用
>餐費
>超重行李費
>個人的課外活動費用（學校行程外的個人行程花費請全額自付）
>保險費（請務必自行加入旅行傷害保險）
>自由參加的課外教學課程（免費）

>課外活動的行程有可能變更。
>宿舍位於靠近 JR 田端站的旅客之家（單人房）。
 ※若有 2人使用一個房間的需求，請和我們商量。
>旅客之家備有網路和WiFi 可免費連接上網，但請自備個人電腦。
>結業時會頒發結業證書。
>日文課時段在上午，共計 180 分鐘。

名稱：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地址：114-0014 東京都北区田端 1-23-16

注意事項

03 住宿

●申請報名

 填寫「美羅斯暑期課程報名表」
     照片 3公分×4公分（請黏貼於報名表上）
     護照影本
請通過傳真，e-mail 或郵寄的方式將以上的文件發送報名。

E-mail：meros-summer@qto.co.jp　
傳真：+81-(0)3-6864-0910
郵寄：QtoJAPON　美羅斯暑期課程係
 150-0022 東京都澀谷區惠比壽南 3-7-5-203

●報名費請匯款至以下銀行帳戶
確認款項後，我們將會確保您在美羅斯暑期課程的名額。

●從國外付款（銀行轉帳）

銀行名稱：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 LTD
分行名稱：EBISU BRANCH
分公司地址：1-8-6,Ebisu-nishi,Shibuya-ku,Tokyo,Japan 〒150-0021　
銀行帳戶：136-0114931
帳戶名稱：QtoJAPON INC.
SWIFT CODE：BOTKJPJTT

●從日本國內付款（銀行轉帳）

銀行名稱：東京三菱ＵＦＪ銀行
分行名稱：惠比壽支店（支店代碼 136）
銀行帳戶：普通帳戶　0114931
帳戶名稱：株式會社　QtoJAPON

報名方法：
 MEROS SUMMER SCHOOL 報名表　
 照片 3cm×4cm 
 護照影本
請通過傳真，e-mail 或郵寄的方式將以上的文件發送報名。

>報名截止日期：2016 年 6月 28 日（二）
>參加費用：參加費用會根據選擇的課程而有所差異。
>確認付款後，會幫您保留名額。
 ※分班面試考試將會在 7月 13 日（三）實施。
>課外活動規劃營運：ＱtoJAPON　www.qto.co.jp
 ※出國前請個人務必自行加入旅行傷害險。

來自台灣的學員，如果想順便訂購機票等事宜能透過HIS 旅
行社申請報名。

H.I.S.(TAIWAN) CO.,LTD.　三賢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69號 8樓
8F NO.69SEC.2,NANJING E.RD.TAIPEI,TAIWAN　
電話 :02-2521-2929  
FAX:02-2521-1726　
担当者：林文玲 /女性

從暑期課程開始日（7/12 日）起往前算 30 日（6/12 日）付 20%
取消金。14 日前（6/28 日）需付 40% 取消金。7 天前（7/5 日）
需付 60% 取消金。3 天前（7/9 日）需付 100% 取消金。請注意，
若課程開始後想取消報名，將無法退還所有費用。

06 報名流程

！注意
※國際匯款手續費由申請報名者支付。
關於手續費的詳細內容，請向銀行洽詢。

台湾

關於參加費用

參加費包含的項目

參加費不包含的項目

報名取消金

單人房設備：

冷氣，床，書桌椅，電燈，LAN（免費），WiFi 無
線網絡（免費）

公用空間設備：

廚房，碗盤，廚具，冰箱，烤麵包機，微波爐餐桌，
電視，吸塵機，洗衣機（免費），曬衣服空間，盥洗台，
淋浴間，廁所，郵箱，櫥櫃，電梯，大門自動鎖，
監控攝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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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 日圓日程B
參加費用

日程A 210,000 日圓

日本ART&
DESIGN体験課程1

日本ART&
DESIGN体験課程3

日本ART&
DESIGN体験課程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 課外活動
● 自由参加・
 專業領域體驗課程

上午

下午
來日本。
機場接機。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池袋，原宿和
涉谷散步

上野、
秋葉原散步

東京迪士尼樂園

鎌倉和江之島之旅

銀座・築地・
淺草散步

日程A　結業式

結業餐會
（在餐廳享用自助式午餐）

結業餐會
（在餐廳享用自助式午餐）

日程B　結業式

日程A回國。
送學員至機場。

日程B回國。
送學員至機場。

日程B　
3週課程

日程A　
2週課程

日本ART&
DESIGN体験課程4
(浴衣体験＆
東京灣)

小江戸和
川越散步

日本ART&
DESIGN体験課程5
(吉卜力美術館或
江戸東京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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