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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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在东京有个充实的短期留学吧 !

美罗斯言语学院

暑期课程
2019

+
日语学习  

日本文化    ART&DESIGN 体验

 7/9（二）      7/28（日
）

代理店

美罗斯言语学院

美罗斯言语学院



▶参加费不包含的项目▶参加费包含的项目

暑期课程概要

申请时间・费用　

≪注意事项≫

2019 年７月  日程表

▶日  程：2019 年 7/9（二）～ 7/28（日）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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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没有配合的住宿地点、

　　　　　  请自由尽早安排住宿。

　　　　　  1. 在 Airbnb 上寻找 Share house・宾馆・民宿　  

                      https://www.airbnb.jp/

　　　　　　2. 在 SAKURA HOUSE 上寻找 Share house・宾馆・酒店     

                      http://www.sakura-house.com

　　　　　　3. 在 Trivago 上寻找酒店　https://www.trivago.jp

　　　　　　4. 在 agoda 上寻找酒店　https://www.agoda.com

　　　　　　5. 委托寻找寄宿家庭　qtojapon@homestay-in-japan.com

　　　　　　6. 其他、若在个人安排住宿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寻找

                   　　    请提供住宿日期・地区・住宿类型透过 Email 让我们知道 merossummer@qto.co.jp

　　　　　　※下午的课外活动／周末的短途旅行的集合和解散地点在池袋站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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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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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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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机场接机

9 10 11 12 13 14

抵达日本
上午 ( 日文课程 )

下午 ( 课外活动 )
池袋、原宿散步

明治神宮

高中参访＆交流会 

上野的美术馆
ART 观赏

秋叶原

浴衣体验
东京湾邮轮之旅

浅草的和太鼓体验 在台场的
卡拉ＯＫ大会

小江戸  川越散步
在小川町造纸体验

( 教科文组非物质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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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票
・住宿费
   （除了日光行程的旅馆费）

・上课通勤费
・护照申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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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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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行程的旅馆费（附早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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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世界遗产　日光东照宫

（日光２天１夜）

附两餐

在温泉旅馆的

榻榻米房间过夜

日光江戸村

（毕业式）
结业聚餐

休息日

致对日本短期留学
感兴趣的各位同学们

日文课程日文课程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日文课程

镰仓・江之岛
（在长谷寺写经体験）

报名流程

▶接机（7/9 限定）送机（7/28 限定）

　接送机为机场　　最近的车站或是住宿地（可配合需求）

▶每天上午的日文课， 课时长为 180 分钟。

▶课外活动的行程有变更的可能。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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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需要事先预约的课外活动，当天有无法临时参

加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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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课程结业时将颁予修业证书。

▶关于报名取消金

从暑期课程开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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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若课程开始后想取消报名，所有

费用将无法退还。

休息日

学校法人　香川学园
美罗斯言语学院　校长

香川　顺子

回   国
送学员至机场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6月 25日（星期二）

▶参加费用：198,000日圆（含消费税）

※在５/31( 五) 之前报名者 188,000日圆（含消费税）

※确认付款后，报名流程即完成。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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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日本后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书请供复印。

1. 申请报名
① 《M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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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文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E-ｍail：merossummer@qto.co.jp

联系人：株式会社 QtoJAPON

                  MEROS 暑期课程负责人

                 〒150-0022 东京都涩谷区惠比寿南 3-7-5-203

　

2. 株式会社 QtoJAPON 会把“请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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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完成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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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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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ROS 暑期课程的相关咨询
株式会社 QtoJAPON  MEROS 暑期课程负责人
〒150-0022 东京都涩谷区惠比寿南 3-7-5-203
TEL:+81-(0)3-6890-0910
FAX:+81-(0)3-6864-0910
E-mail: merossummer@qto.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