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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斯言语学院

 2018  Meros summer school

7/10（二）

7/23（一）

2周

▶ 美罗斯暑期课程的相关咨询
株式会社 QtoJAPON　美罗斯暑期课程咨询负责人
150-0022 东京都涉谷区惠比寿南 3-7-5-203
TEL:+80-(0)3-6890-0910
FAX:+81-(0)3-6864-0910
E-mail: merossummer@qto.co.jp
▶ 有关家庭旅馆的相关咨询
株式会社 FUJIMI-HOUSE（英文／中文／俄文 OK）
E-mail: Info＠fujimihouse.jp
TEL:+81-(0)3-6418-4664

＜单间设施＞
空调、床（清洗过的被褥）、桌椅、灯、免费的 Wi-Fi。

＜公共空间设施＞
厨房、餐具、厨房用品、冰箱、餐桌、电视、洗衣机、
盥洗台、淋浴间、卫生间、邮筒、电梯、密码式
电子锁

Ｑ．因为全部都是单人间，有办法和其他学员交流吗？
Ａ．参加暑期课程的学员们可在公共空间一同用餐或看电视 , 大家一起
交流的时间很多 !
Ｑ．家庭旅馆是男性专用还是女性专用？
Ａ．这里既有男女共用楼层也有女性专用楼层，如果没有特别指定，
我们会把学员们安排在男女混住的楼层。
Ｑ．因为没有供餐不用担心吗？
Ａ．不必担心，可以同参加的学员们一起到附近的便利店或超市去买便当，
也可以买来食材自己烹饪，再或者去外面的餐厅吃饭。
※因为有很多地方是不能使用电子支付等设备，所以吃饭购物的时候请一定要准备
足够的现金。

Ｑ．房间里带被褥么？
Ａ．房间备有床和已清洗过的被褥。这些已包含在住宿费中。
Ｑ．网络设备齐全吗？
Ａ．有提供免费 Wi-Fi。请自备电脑等终端设备。
Ｑ．在这期间若亲友、朋友来访，可以留宿吗？
Ａ．学员所住房间可以留宿（同一房间）。但是需要追加每人每晚
2200 日币的住宿费用。（需要提前预约）
Ｑ．暑期课程开始前或结束后，可以延长住宿吗？
Ａ．如果需要，可以以每晚 4000 日币的价格延长住宿时间。
    ※到日本办理入住手续时，需要支付因延长住宿产生的额外住宿费。

Ｑ．有指定接机的机场或接机时间吗 ?
Ａ．东京的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都可以负责接机。入学许可证发行后，
因为有指定的免费接机时间，所以请尽量购买指定期间内的航班。
Ｑ．可以提早在课程开始之前抵达日本，或课程结束后延迟离开日本吗？
Ａ．可以。但注意的是我们将不负责指定期间以外的接送机服务以及
机场到家庭旅馆之间所需路费。

关于接送机的相关问题：

关于家庭旅馆的相关问题：

关于此次活动提供的家庭旅馆：
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

▶从成田机场出发到美罗斯言语学院：
     乘坐成田特快从成田机场→JR 池袋站（98 分钟）
     JR 池袋站东口→美罗斯言语学院（步行 11 分钟 )
     乘坐机场大巴从成田机场→大都会酒店
     Hotel Metropolitan（115 分钟）
     大都会酒店 Hotel Metropolitan→美罗斯言语学院（步行 17 分钟）
▶从羽田机场出发到美罗斯言语学院：
     乘坐京急空港线从羽田机场→品川站（20 分钟）
     乘坐 JR 京浜东北线从 JR 品川站→JR 池袋站（18 分钟）
     JR 池袋站东口→美罗斯言语学院（步行 11 分钟 )
     乘坐机场大巴从羽田机场→池袋站西口（30 分钟）
     JR 池袋站东口→美罗斯言语学院（步行 11 分钟）

交通手段 :

+
日语学习

日本文化     ART&DESIGN 体验

代理店

MEROS
美罗斯言语学院

上午是日语学习课程，下午体验日本文化和 ART & DESIGN，

周末去短程旅行。

今年夏天在东京・池袋有个充实的短期留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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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田机场出发到家庭旅馆（guest house）：
① 乘坐成田特快从成田机场→JR 池袋站（98 分钟）
     乘坐 JR 山手线从 JR 池袋站→JR 田端站（9 分钟）
     JR 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步行２分钟 )
② 乘坐机场大巴从成田机场→大都会酒店 Hotel Metropolitan（115 分钟）
     大都会酒店 Hotel Metropolitan→JR 池袋站（步行 7 分钟）
     乘坐 JR 山手线从 JR 池袋站→JR 田端站（9 分钟）
     JR 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步行２分钟 )

▶从羽田机场出发到家庭旅馆（guest house）：
① 乘坐京急机场线从羽田机场→品川站（20 分钟）

     
乘坐 JR 京浜东北线从 JR 品川站→JR 田端站（20 分钟）

     
JR 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步行２分钟 )

②乘坐机场大巴从羽田机场→池袋站西口（30 分钟）

     
乘坐 JR 山手线从 JR 池袋站→JR 田端站（9 分钟）

     
JR 田端站南口→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步行２分钟）



暑期课程概要
▶日  程：2018 年 7/10（二）～ 7/23（一）（2 周）

▶时         间：上午 9:00 ～ 12:20 为日语课程，下午由日本文化、

     艺术 & 设计相关的课外体验活动组成。

     周末是东京周边短途旅行。

▶地  点：学校法人    香川学园  美罗斯言語学院

　　　　　  170-0013   东京都丰岛区东池袋 2-45-7

▶参加资格：15 岁（高中生）以上

▶住  宿：方案 ①：由我们提供住宿

　　　　　    （※由株式会社 FUJIMI-HOUSE 提供协助）

　　　　　    Princess Court Tabata Station（guest house）

　　　　　    114-0014 东京都北区田端 1-23-16　

　　　　　    http://fujimihouse.jp/

　　　　　    E-mail: Info＠fujimihouse.jp

　　　　　    TEL:+81-(0)3-6418-4664（英文／中文／俄文 OK）

　　　　　    方案 ②：

　　　　　    可以自行安排住宿，比如宾馆・民宿・朋友家里等。

　　　　    ※下午的课外活动／周末的短途旅行的集合地点在池袋站前面。

　

▶课外活动的行程有变更的可能。
▶暑期课程结束时颁发结业证书。
▶每天上午的日语课， 课时长为 180 分钟。

▶请不要与监护人或者朋友一同参加课外活动。
由于暑期课程课外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转乘电车或步行，监护人可能
存在体力不支的情况。而且，好不容易学到的日语，使用的机会也会变少。
因此，请尽量避免与监护人或者朋友一同参加课外活动。

▶关于报名取消费
从暑期课程开始日 (7/10 日) 的 30 天前取消 (6/10 日) 需付 20%取消费。
14 天前取消 (6/26 日) 需付 40%取消费。7天前取消 (7/3 日) 需付 60%
取消费。3天前取消 (7/7 日) 需付 100%取消费。请注意，若课程开始后
想取消报名，所有费用将无法退还。

▶报名方法：请把以下 3 种文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① 《美罗斯暑期课程报名表》的必填事项。
      ② 照片 3cm×4cm（请贴在报名表上）
      ③ 护照复印件（有照片那一页）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

▶参加费用：选择方案①由我们提供住宿的同学：220,000 円
          （包含消费税、住宿费与上课所需交通费）　

           选择方案② 自行安排住宿的同学： 148,000 円
          （含消费税、但不包含住宿费和上课所需交通费）
          ※确定付款后，会确保学籍名额。
          ※在 7/11（三）日语课程开始的第一天进行分班面试考试。
▶课外活动规划营运：株式会社ＱtoJAPON　www.qto.co.jp
          ※出国前请务必自行加入旅行意外伤害保险。

1. 申请报名
① 《美罗斯暑期课程报名表》的必填事项。
② 照片 3cm×4cm（请贴在报名表上）
③ 护照复印件（有照片那一页）
请把以上 3 种文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
发送给我们。
E-ｍail：merossummer@qto.co.jp
F  A  X ： +81-(0)3-6864-0910
联系人：株式会社 QtoJAPON
                 美罗斯暑期课程负责人

　

2. 株式会社 QtoJAPON 会把「收费单」
发送给您。
请把报名费汇款至以下银行账户。在我们确认款项后，
将确保您在美罗斯暑期课程的学籍名额。

被来自世界各国的日文学习者选择的美罗斯言语学院

即将迎来 33 周年。我们热情欢迎大家的到来。

一边在参加课外活动时使用刚学过的日语，

一边享受东京的生活。可以体验一个人在日本的生活，

增强去海外留学的信心和勇气。请在美罗斯与来自其他

国家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日语，并体验旅行时无法

体验到的日本文化，了解当今的日本。

学校法人　香川学园

美罗斯言语学院　校长
香川　顺子

2018年７月  日程表

≪注意事项≫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机场接机后，

前往家庭旅馆或者

自己安排的住处。

秩父 长瀞
短途旅行

10 11 12 13 14 15

抵达日本。

回   国。

上午 ( 日语课程 )

下午 ( 课外活动 )

海之日

体验浅草文字烧 +
两国墨田北斋

美术馆

谷根千
（谷中・根津・千驮木）

散步

浴衣体验
＆

东京湾游轮之旅

访问高中交流会 
+ 夜晚的丰岛园

烟花大会

小江戸－川越
散步

美术馆
( 草间弥生美术馆 or

上野动物园和美术馆）

▶ 海外付款（国际汇款）
银行名：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 LTD 
分行名称：EBISU BRANCH
分行地址： 1-8-6,Ebisu-nishi,Shibuya-ku,Tokyo,Japan 
邮编：150-0021　
银行账户：136-0114931
账户名称：QtoJAPON INC. 
SWIFT CODE  ：BOTKJPJT

▶ 日本国内付款（银行转账）
银  行  名：东京三菱ＵＦＪ银行
分行名称：惠比寿支店（支店代码 136）
银行账户：普通账户　0114931
账户名称：株式会社 QtoJAPON

！注意
※国际汇款手续费由申请报名者承担。
关于手续费的详细金额，请咨询当地银行。

・机票
・护照申请费用
・参加方案②的同学的住宿费、
   上课所需交通费

・餐费
・行李超重费
・个人的课外活动费用
 （本行程以外的一切活动）

・保险费（请务必自行加入旅行
  伤害保险）

・分班考试费
・机场送迎费用
・学费
・材料费
・本行程课所安排的课外活动费
・结业聚餐费用
・结业证书发行费
・参加方案① 同学的住宿费（包含水
电煤气  、上网费）   、上课所需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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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费不包含的项目▶参加费包含的项目

送学员至机场。

休息日

休息日

致对日本短期留学
感兴趣的各位同学们

报名方法

报名流程

（毕业式）
结业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