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是日本語學習課程，下午體驗日本文化和 ART & DESIGN

週末去短程旅行

今年夏天在東京有個充實的短期留學吧！

MEROS 言語學院

暑期課程
2019

+
日本語學習  

日本文化    ART&DESIGN 體驗

 7/9（二）      7/28（日
）

代理店



▶參加費不包含的項目▶參加費包含的項目

暑期課程概要

申請時間・費用

≪注意事項≫

2019 年７月  日程表

▶日  程：2019年 7/9（二）～ 7/28（日）　＜20 天＞
▶時  間：上午9:00 ～12:20 為日語課程、下午由日本文化、
     藝術 & 設計相關的課外體驗活動組成。
     周末是東京周邊短途旅行。
▶地  點：學校法人    香川學園  MEROS言語學院
　　　　　   170-0013   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2-45-7
▶參加資格：15歲（高中生）以上
▶住  宿：本次沒有配合的住宿地點、
　　　　　   請自由儘早安排住宿。
　　　　　  1. 在 Airbnb 上尋找 Share house・賓館・民宿　  
                      https://www.airbnb.jp/
　　　　　　2. 在 SAKURA HOUSE上尋找 Share house・賓館・飯店     
                      http://www.sakura-house.com
　　　　　　3. 在 Trivago 上尋找飯店　https://www.trivago.jp
　　　　　　4. 在 agoda 上尋找飯店　https://www.agoda.com
　　　　　　5. 委託尋找寄宿家庭　qtojapon@homestay-in-japan.com
　　　　　　6. 其他、若在個人安排住宿上有困難的話、我們可以幫您尋找
                      請提供住宿日期・地區・住宿類型透過 Email 讓我們知道 merossummer@qto.co.jp
　　　　　　※下午的課外活動／周末的短途旅行的集合和解散地點在池袋站前面。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 6月25日（星期二）
▶參加費用：198,000日圓（含消費稅）
※在５/31(五)之前報名者 188,000日圓（含消費稅）
※確認付款後，報名流程即完成。
※7/10（三）日語課程開始的第一天進行分班面試考試。
▶課外活動規劃營運：株式會社ＱtoJAPON　www.qto.co.jp
※出國前請務必自行加入旅行意外傷害保險。
   到達日本後旅行意外傷害保險書請供複印。

1. 申請報名
① 《MEROS 暑期課程報名表》的必填事項。

② 照片 3cm×4cm（請貼在報名表上）

③ 護照複印件（有照片那一頁）

請把以上 3 種文件以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給我們。

E-ｍail：merossummer@qto.co.jp

聯繫人：株式會社 QtoJAPON

                  MEROS 暑期課程負責人

                 〒150-0022東京都澀谷區惠比壽南3-7-5-203

　
2. 株式會社 QtoJAPON 會把「請款單」
     發送給您。
請把報名費匯款至以下銀行賬戶。在我們確認款項後，

即是完成報名。

學校法人　香川學園
 MEROS 言語學院　校長

香川　順子

被來自世界各國的日文學習者選擇的MEROS 言語學院

即將迎來 34周年。 我們熱情歡迎大家的到來。

一邊在參加課外活動時使用剛學過的日語， 一邊享受

東京的生活。 請在MEROS 與來自

其他國家的同學們一起學習日語， 並體驗旅行時無法

體驗到的日本文化， 了解當今的日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機場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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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日本

回國

上午 (日文課程)

下午 (課外活動) 池袋、原宿散步
明治神宮

高中參訪＆交流會 

上野的美術館
ART 觀賞

秋葉原

浴衣體驗
東京湾郵輪之旅

淺草的和太鼓體驗 在台場的
卡拉ＯＫ大會

小江戸  川越散步
在小川町造紙體驗

(教科文組非物質文化遺産)

▶ 海外付款（國際匯款）
銀行名：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J , LTD 

分行名稱：EBISU BRANCH

分行地址：1-8-6,Ebisu-nishi,Shibuya-ku,Tokyo,Japan 

郵編：150-0021　

銀行賬戶：136-0114931

賬戶名稱：QtoJAPON INC. 

SWIFT CODE  ：BOTKJPJT

▶ 日本國內付款（銀行轉賬）
銀  行  名：三菱 UFJ 銀行

分行名稱：惠比壽支店（支店代碼 136）

銀行賬戶：普通賬戶　0114931

賬戶名稱：株式會社 QtoJAPON

！注意
※國際匯款手續費由申請報名者支付。
關於手續費的詳細金額，請諮詢當地銀行。

・機票
・住宿費
   （除了日光行程的旅館費）

・上課通勤費
・護照申請費用
・餐費
・行李超重費
・個人的課外活動費用
   （本行程以外的一切活動）

・保險費
   （請務必自行加入旅行傷害保險）

・分班考試費
・機場送迎費用
・學費
・教材費
・本行程課所安排的課外活動費
・結業聚餐費用
・結業證書發行費
・日光行程的旅館費（附早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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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世界遺産　日光東照宮
（日光２天１夜）

附兩餐
在溫泉旅館的
榻榻米房間過夜

日光江戸村

結業PARTY
送學員至機場

休息日

致對日本短期留學
感興趣的各位同學們

日語課程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日語課程

▶ MEROS暑期課程的相關諮詢
株式會社 QtoJAPON  MEROS 暑期課程負責人
〒150-0022 東京都澀谷區惠比壽南 3-7-5-203
TEL:+81-(0)3-6890-0910
FAX:+81-(0)3-6864-0910
E-mail: merossummer@qto.co.jp

鎌倉・江之島
（在長谷寺寫經體驗）

報名流程

▶接機（7/9限定）送機（7/28限定）
　接送機為機場　 最近的車站或是住宿地（可配合需求）
▶每天上午的日文課， 課時長為180 分鐘。
▶課外活動的行程有變更的可能。
▶關於監護人或者朋友一同參加課外活動。
由於暑期課程課外活動過程中，需要大量轉乘電車或步行，監護人可能存在
體力不支的情況。並且，需要事先預約的課外活動，當天有無法臨時參加的
情況。而且，好不容易學到的日語，使用的機會也會變少。因此，請盡量
避免與監護人或者朋友一同參加課外活動。
▶暑期課程結業時將頒予修業證書。
▶關於報名取消金
從暑期課程開始日(7/9)的 30 天前取消(6/9)需付 20% 取消金。14 天前
取消(6/25)需付40%取消金。7天前取消(7/2)需付60%取消金。3 天前
取消(7/6)需付100% 取消金。請注意，若課程開始後想取消報名，所有費用
將無法退還。

休息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