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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学日语，下午有各种课外活动和专门体验课程。
上午学习日语，让学生从第一天起便能实际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下午有丰富精彩的课外活动和体验日本文化及专门学校课程体验等课程。夏天在东京涉谷渡过充实的三个星期吧！

在长沼学校您可以参加各种活动，让您可以更了解日本的大学，大学院和专门学校。
暑期课程期间在本校会举行 《长沼学校大学，大学院升学座谈会》和《专门学校体验课程》。
暑假课程的学生可以参加上述的升学座谈会。长沼学校的暑期课程为您勾划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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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对日本与日文感兴趣的大家

被世界中的日文学习者选择的学校，长沼学校迎接68周年的来临。
这个夏天，想要体验长沼学校的『开口说日语的授课法』，并在东京享受快乐生活吗？
让我们用日文开创你的未來！

学校法人长沼学校 东京日本语学校

校长 小岛美智子

「长沼学校升学座谈会」指南

你所向往的大学和大学院为长沼的学生汇集于此。

长沼学校
大学，大学院升学座谈会
2016年7月13日 （星期三） 12：30 ～ 14：00

去年大学、大学院说明会参加实绩一览表：

国立公立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宇都宫大学，滋贺大学，秋田大学，山形大学，弘前大学,
福冈女子大学，信州大学，福岛大学，长崎大学，首都大学东京，
横滨国立大学，东京农工大学

私立大学

早稻田大学，青山学院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立教大学,
法政大学，专修大学，东洋大学，东京都市大学，东京理科大学,
流通经济大学，东京电机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日本药科大学，昭和女子大学，东海大学,
樱美林大学，芝浦工业大学，福井工业大学，亚细亚大学，日本経济大学，
神田外语大学，好莱坞大学院大学

Q. 旅客之家如果全部都是单人房的话，还可以和其他参加者进行交流 
 吗？
A. 我们会将所有参加暑期课程的学生调整至同楼层。
 共同的时间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让交流的时间更多更充实。

Q. 旅客之家是男生专用还是女生专用呢？
A. 2～4楼为男女共用，5～8楼则是女生专用楼层。暑期课程也会使用 
 男女共用楼层。如有空房，则可以指定女生专用楼层。

Q. 沒有供餐的话不用担心吗？
A. 可以与参加课程的同学们一同到便利店或超级市场购买便当，或是可 
 以自己使用厨房下厨，也能自行在外用餐。所以可以不用担心。但是， 
 请各自准备购买食材所需的现金。

Q. 请问有附棉被吗？
A. 每一间房间都会附上清洗过的棉被。不需要自行携带毛毯。且都包含 
 在所缴的房租费用里面。

Q. 有办法洗衣服吗？
A. 公共区域有设置免费洗衣机。附近药妆店有销售便宜的洗衣剂，所以 
 不需要特別带来。洗完衣服后有共用的场所或自己的房间可晾晒，使 
 用烘干机的话是需要付费的，请特別注意！每30分钟100日元。

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在课程结束的最后一天会授予「夏季课程结业

证书」：

－夏季课程期间共12次的日本语课中出席9次或9次以上

－在最后一天的日本语成果发表会时日语能力得到肯定

夏季课程咨询

株式会社QtoJAPON

长沼暑期课程负责人

〒150-0022东京都涉谷区恵比寿南3-7-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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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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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请问有网络吗？
A. 可以使用免费的LAN或Wi-Fi。电脑请自行携带。

Q. 如果有朋友要入住的话可以吗？
A. 必须缴付費用一天2200日元。(必须事前预约)

Q. 夏季课程开始前或结束后可以延长居住吗？
A. 可以的，夏季课程参加者从到达日本那天开始的4周以內（28天） 不 
 需要缴付追加费用。 (必须事前预约)

Q. 机场接送的时间有指定吗？
A. 根据出发的国家，有指定接送的机场和时间。
 我们收到申请书之后，会尽快的做处理和通知。

Q. 课程开始日之前可以自行先到，或者可以课程结束后延后回国日期 
 吗？
A. 可以的。但是请注意，沒有提供个别接送的服务。

关于夏季课程结业证书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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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浴衣和木屐
给参加长沼学校夏

季课程的学生将

长沼学校暑期课程
PREMIUM 2016

日程 2016年7月4日（星期一） ～ 7月24日（星期日） 共三周
 
时间 上午9：00 ～ 12：30 日语课
 下午每周有2 ～ 3次的日本文化体验课和課外活动。
 另外， 在本校会举行升学说明会和专门学校的体验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 
 可免費参加。

会场 学校法人长沼学校 东京日本语学校
 〒150-0036 东京都涉谷区南平台町16番26号

参加资格 16岁以上

滞在方法 旅客之家（可步行到学校范围内的单人房间。 ※合作单位:富士见HOUSE）

申请方法 准备①长沼学校暑期课程申请书②照片3cm×4cm ③护照的复印件
 以E-mail，传真或邮寄方式报名。

申请期限 截至6月20 日（星期一）止

参加費用 28万日元（含税）
 ※提前申请可享受优惠价27万日元 （含税） 但仅限于5月27日 （星期五） 之前付费的申请者。
 确认学费后，将确保班级名额。

课外授业企画运营 株式会社QtoJAPON　www.qto.co.jp

  ※学生前往日本前请务必自費加入旅游保险。

费用所包含的项目

・分班考试费
・学费
・教材费
・住宿费（含水、电、煤气及网络费用）

・机场接送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课外活动费
・结业欢送费用
・结业证书费（只限于满足条件的学生）

费用不包含的项目

・机票
・护照申请费
・伙食费
・行李超重费
・专门学校体验课程参加费用（免费）

・个人旅游费（课程以外）

・保险费（＊请个人务必加入旅游保险）

注意事项

‧安排的课外活动和专门学校的体验课程內容根据情况会有所变更。
‧安排居住于可步行到学校的旅客之家（单人房)
 （＊如果想要2人共住一间请先咨询）

‧旅客之家可以使用Wi-Fi及LAN免费上网，但请自行携带电脑。
‧在长沼学校有电脑可供学生使用，也可以免費使用Wi-Fi。
‧课程结束时，满足条件的学生鉴会授予结业证书。 
‧上午的日语课程为180分钟。
‧夏季课程，日文分班的原则为初级班和中上级班两个班级。符 
  合中上级班的学生将会被分到7月开始的长期课程班。
　分班测验将通過SKYPE面试或在开课第一天以面试进行。

行程

上午
下午
全天安排

●课外活动 ● 自由参加

※下午的课外活动、体验课程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有变更的可能。　※课外活动结束后，全员必须回到涉谷集合后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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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课

日语课

日语课

前往日本，

机场迎接，

前往住宿处

回国。

送学生到机场。

明治神宮～原宿～涉谷

吉普力美术馆

（或是哆啦A梦）

～吉祥寺

浴衣＆妆发体验课程

和东京湾游艇
银座，築地，滨离宮，

浅草，东京晴空塔

日本语成果发表会
东京迪士尼SEA

镰仓・江之岛

上野〜秋叶原walk

结业欢送会

(自助餐吃到饱）

甜点

料理专门体验

大学／大学院

升学说明会

个室设备：
・冷气
・床
・桌子・椅子
・照明灯
・LAN（免费）

・Wi-Fi（免费）

・清洗过的棉被  

共用空间设备：
・厨房
・餐具
・调理器具
・冰箱
・饭桌
・电视
・洗衣机

关于《旅客之家URBAN PLACE SHIBUYA east》

・衣类烘干机
      （有料・烘衣机付费100日元/30分钟）

・洗脸台
・淋浴间
・厕所
・邮箱
・电梯
・自动锁

①从成田机场：

a)乘坐成田EXPRESS至涉谷 （50分钟）

 从涉谷站新南口步行 （5分钟）

b)搭乘机场立木津巴士至涉谷Cerulean Tower

   （90分钟）

 从涉谷Cerulean Tower步行 （7分钟）

申请流程

1.申请

①填写『长沼学校暑期课程申请书』的必要事项
②照片3cm×4cm
③护照复印件

以上3项资料用E-mail，传真或邮寄到学校。

 E-mail： naganuma-summer@qto.co.jp
 Fax： +81-(0)3-6864-0910
 邮寄： 株式会社QtoJAPON 暑期课程负责人
  〒150-0022东京都涉谷区恵比寿南3-7-5-203

2.关于费用的支付，请您汇款至以下銀行。
　确认汇款后，会确保暑期学生的班级名额。

● 海外支付方法（银行汇款）

　银行名：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 LTD 

　支店名：EBISU BRANCH

支店住址： 1-8-6,Ebisu-nishi,Shibuya-ku,Tokyo,Japan 150-0021　

账户号码：136-0114931

　账户名：QtoJAPON INC. 

Swift代码 ：BOTKJPJT

● 日本国内支付方法（银行汇款）

　银行名：东京三菱UFJ银行

　支店名：恵比寿支店（支店code136）

口座番号：普通口座　0114931

　口座名：株式会社QtoJAPON

取消入学的规定
从暑假课程的的第一天（7月4日）开始计算，取消须支付取消费。

30天前（6月4日）为20％，14天前（6月20日）为40％，7天前（6月27日）为60％，

3天前（7月1日）为100％。请注意，课程一旦开始，即使取消，所有费用将不予退还。

②从羽田机场：

 搭乘机场立木津巴士至涉谷Cerulean Tower

 （60分钟）

 从涉谷Cerulean Tower步行 （7分钟）

③ 从长沼学校:步行 （15分钟）

指路：URBAN PLACE SHIBUYA east  〒150-0011 东京都涉谷区东1-26-26

注意!!
※海外汇款的手续费由申请者自行负担。　

※取款手续费将由株式会社QtoJAPON负担。关于手续费的更多咨询，
 请向银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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