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U18大阪 YMCA日本語字校

夏季短期集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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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期百可以白行打理生活,以及有#法 ╞行出入垣 日本的人.

如1高中土 須要有同行或在┤山⋯匠●6i白 i棕〦人或什理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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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曲 年 7月 28日
¥69,UUU日 圓

從平假魚 片假名 型



2。 18年 7月 28日 ∼8月 1⊥ 日 ※上課時間7月 3U日 ∼8月 l° 日 (六 日之外)

9:。
。
-9: 5。   ︳  l。 : U● -:U : 5●  ︳ 11:。°一l1 :5。

7月 幼 日 (六 ) 入境日本 入住周租旅社 寄宿日本家庭見面

7月 29日 (日 ) 自由9舌動

〡7月 3U日 (一
) 自由活動

7月 31日 章魚燒 PAR┬ㄚ

日文課 日文課 訪問日本高校 (自 由參加)

口文 誅 〡日文課 自文課 日本文化体驗

骨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大阪半日遊 (自 由參加)

京都一日遊 (自 由-￣ 加)

自由活動

8月  8目 日文課

8月  9日 (四
) 日文課

8月 l。 日 (五
) 日文課 日文課

周租旅館退訃  寄宿生活結束 回國

※行程會依據情況可能會有所變更°

※參加費並未包含自由參加的課外活動費用 (交通費 入場費等)°

●瓤 燒 PAR┬Y
學習自己做大阪的平民美食章魚燒,做法簡單有

越 跟著大阪當地人一邊累 一邊做 也一邊吃°

●一日遊 (自 由參加)

和j用課餘時間,一起到大阪與京都的

名勝景點 遊玩參觀 品嘗當地美食°

●日本文化体驗 (浴衣/茶道)

穿上 日本夏季的傳統服飾
「
浴衣」

並學習日本茶文化
「
茶道」,實際

體驗抹茶的喫茶方式°

l。 : U● -:U : 5●

8月  1日 (三 )

8月 2日 (四
)

8月  6日 (一 ) 尊門孛校体驗Φ

專門字校体駛D

(自 由參加)

(自 由參加)8月  7日 (二 )︳ 日文課
專門掌校体驗Θ (自 由參加)

修 了式  歖送 P︿ R丁 ˇ

8月 ln日 (六 )

行程表 <予定>

午後

課程說明會 曰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誤

日
乃

。
。 3日 (五 )

8月 4日 (六 )

8月  5日 (日 )

巨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日文課 自由活動

口文課



日本的藝術,時尚,服務等在世界中被稱為
”CUojAPAⅣ ,是非常有獨特魅力的文

化。跟著我們一起訪問日本的專門學校,一起體驗課程與學習了解專門學校是如何

培養出業界的專業人才°

2Ul7參觀體驗校
U大阪ㄚMCA國際專門孛校 (飯店服務)

@巨CCA〣 ST專門孛校 (美 甲藝術)

ΘUCA專門r̄校 (身體彩繪藝術)

☉巨SP巨 NT巨 RANM巨NT傑優配音)

Θ迂孛圜調理 製巢專門孛校 (日 本料理 甜點)

ㄚMCA可 以安排介紹週租旅館或是 日本寄宿家庭 ,

但須符合 18歲以上且能打理自己生活的人°

如果是高中生,則必須有監護人或是陪同者同行的條件才能申請
。

想要自己找旅館的同學也可以 自己安排住宿°

周租旅館

旅館名 : For└ eaVeS㏑ n在 K以上本町  〈3U室 )

所在地 :大阪市天王寺匡東高津町6lg 電話 :U66舒 7926U

交通 :U地下銖谷町線/千 日前線
「
谷町9丁目」車站 步行 1U分鐘

@近鈇奈良線  
「
上本町」車站 步行 5分鐘

費 用 : ¥49,UUU  (19白 ¥3,5UU)

設備 : 無線 Wi「

一

電視 .電熱水壺e

毛巾、洗髮精、肥皂、牙屌j等用品,需在櫃台購買°

住宿期間 : 7月 28日 〈六)-8月 11日 (日 ) 14泊 15日

入住時間 :7月 28日 (六 ) 16:UU以後

退房時間 :8月 Ⅱ1日 〈六) 1U:UU之前

西團際機場→周租旅

機場一
(快速巴士 約 6U

巴士交通費 155U日 圓 (單程)

分鐘)→近鈇上本町站→ (步行約 5分鐘)→旅館

租旅館→ YMCA 地下鈇交通費 :23U日 圓 (單程)

旅館→ (步行約1U分鍾)→谷町9丁 目站→難波站一肥後橋站→ (步行約 5分鐘)→ YMCA

●專門孛校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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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學校約 3U分∼9U分鍾

通宇交通費 :最多 1‘ 7UU日 圓(一天來回)

費用 : ¥∞ ,UUU日 圓

*費用包含 :早餐、晚餐及寄宿家庭的各種經費,以及 YMCA寄宿家庭募集配對等手續費°

寄宿時間 :7月 28日 (六)-8月 11日 (六) M泊 15日

*大阪 ㄚMCA介紹日本寄宿家庭是為了能夠讓,參加者與日本家庭的異文化間交流,學習愉快

的共同生活°日本家庭也是為了與外國人交流,而參與此活動。寄宿家庭並非旅館,請務必

遵守各個家庭的規矩與生活習慣,做為家庭的一份子,互相尊重彼此的價值覾與心情°

*各個家庭都有各自的用餐時間與夜晚的門限時間,寄宿家庭生活多少會有行動上的限制,

請事先諒解與配合。

入境日本前請務必各自加入海外旅遊保險。在日本,如發生患病或意外,在沒有醫療保險的情況

下接受醫療,需要全額自費負擔高額的醫療費°為了確保在日本安心短期留學生活,請務必加入

海外旅遊保險
。

<關於取消的手續>

l、 過了最終報名時間2U18年 6月 8日 〔金〕後取消之情況 :

☉課程參加費@住宿費 (周租旅館 寄宿家庭)皆有取消手續費。
詳細金額依狀況有所不同,需直接與大阪YMCA聯絡。

2、 如需取消,須以巨田前 或
「
A× 等書面聯絡° 〈不能僅以口頭或電話聯絡)

3、 因自身原因 自然災害 簽證申請等原因造成☉課程途中退出@課程參加的延遲

U入國拒否,等情況則無法退費。

大阪 ㄚMCA

大阪 M̌CA日本語宇校

<詳細課程詢問>大 阪 YMCA日本語字校

*受理報名 .課程實施校 *受理報名

大阪γMCA因際專兩孛校日本語孛科

〒邱
。。。

°l大阪市西匡土佐堀 156
丁匚└:。 6-6441.9U68  fa× ;U6-6443-2。 69

Emai∥ tUsabor一 nihon皂
。
@。 Sakay〡 nncaorg

<受理時間>

周一∼週五 9UU∼ 19。

。

大阪ΥMCA孛院日本語孛科

〒駟 3U。54大阪市天王寺匡南河堀町 952
┬巨└:U6-6779-8364  ｛ax:° 6-6779-1833

巨ma∥ infUip° Usakaymcao〡 g

<受理時間 >

周一∼週五 9:U°∼∞ :° °

〒S9。 UCU1犬限市西匡土 .̄堀 196┬● U° →441→U68FA×
。
°卹 ｝2°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