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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 札幌市

札幌市是人口200萬人的大城市！

市街很乾淨，安心・安全！

能享受都市跟自然！

物價比東京便宜，很好住！

札幌市是日本最北的政令指定城市。也是全
國都市人口排名第4的政治、經濟大都市。
因擁有豐富的自然環境使觀光產業十分盛行，
許多國內外遊客慕名而來。



學校介紹

北海道日語学院札幌總校
Hokkaido Japanese Language Academy Sapporo Main Campus

1 有經驗豐富的講師，高素質的授課
・職業日語講師詳細地指導日常會話至商用日語。

2 依照目的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
・不僅提供短期、長期留學課程、也提供日語學習與北海道觀光企業研修和修學旅行課程。

3 完善的支援體制
・擁有從生活到求學、就職的教學服務體制。
可以安心到日本留學與研修。

一般財團法人 瀧井紀念財團

（授課情景）

（校舎）

（學生宿舎）



長期留學課程

入學時期及辦理入學報名期間

教學課程

課程 入学時間 報名期間

1年一般課程、2年升學課程 4月 10/1～11/30

1年一般課程、1年9個月升學課程 7月 1/1～2/28

1年一般課程、1年6個月升學課程 10月 4/1～5/31

課程行程表
上午(morning)課程
9：00～12：30

9：45～9：55

9：55～10：40

10：40～10：50

10：50～11：35

11：35～11：45

11：45～12：30

13：30～14：15

14：15～14：25

14：25～15：10

15：10～15：20

15：20～16：05

16：05～16：15

16：15～17：00

下午(afternoon)課程
13：30～17：00

休息

Lesson2

Lesson1

Lesson3

Lesson4

休息

休息

9：00～9：45

※2020年4月起

1年
一般課程

1年6個月
升學課程

1年9個月
升學課程

2年
升學課程

上級Ⅰ 充分理解各種複雜文章的表達能力

上級Ⅱ 能對應大學等高等教育場面用的日語能力

中級 習慣日語的發音，學習口語的表達能力

初級 學習日語基本句型 ・文法和簡單的日常會話



年度行事曆

在北海道日語學院札幌總校除了能學會正確的日語以外，透過本校提供的各種教學内
容及活動，有很多跟日本人接觸的機會，學到自然的日語用法，體驗日本文化和生活。
此外，在以美麗的大自然和日本屈指的美食文化而自豪的北海道，本校提供各種只有
在此才能體驗到的多項課外活動。

去學習！ 去遊玩！ 去感受！



從申請到入學的流程

申請者 北海道日語學院
札幌總校

STEP1
• 提交入學報名申請文件·繳納報名費

STEP2• 校內內部核選

STEP3• 向札幌入國管理局提出申請

STEP4• 入國管理局發表結果 發給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STEP5• 申請者収到結果通知

STEP6
• 繳納首年度學費

STEP7• 郵寄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STEP8 • 申請VISA申請（日本大使館）

STEP9 • 前往日本

STEP10• 入學



學費

短期留學課程（1個月～）

個人教學

※2020年4月改定

一般課程（1年）、長期留學(升學)課程（1年6個月・ 1年9個月・2年）

※另外,教材費(5,000日圓～7,000日圓),活動參加費(如果你想要參加的話)

※条件：一天２堂課以上

※各種費用包含設備費、教材費、保險費、體檢費。
※1年以上入學的學生：第一次須繳納費用是①＋②＋③＋④（１年份的授課費 ¥600,000）＝¥765,000
※6個月和1年入學的學生不能受到修了證明書,只有學習期間證明書。

¥3,850１堂課（45分鐘）

①  入  學  費 ¥11,000

飯店實習課程(日語授課3個月+商用禮節講習3天/周+實習諮詢)

費　　用 ¥200,000

※包括費用：入學費、教材費、授課費(日語、商業禮節講習費）、實習諮詢

1個月（20天） 2個月（40天） 3個月（60天）

¥11,000 ¥11,000 ¥11,000

¥51,500 ¥103,000 ¥151,500

總　計 Total
①＋②

①   入  學  費

②  授　課　費

¥62,500 ¥114,000 ¥162,500

① 選 考 費
1年 1年6個月 1年9個月 2年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② 入 學 費
¥66,000 ¥66,000 ¥66,000 ¥66,000

③ 各 種 費 用
¥77,000 ¥115,500 ¥134,750 ¥154,000

④ 授 課 費
¥600,000 ¥900,000 ¥1,050,000 ¥1,200,000

總 計 Total
¥765,000 ¥1,103,500 ¥1,272,750 ¥1,442,000

①＋②＋③＋④



宿舍費

※第一次繳納費用(6個月份)

※2019年現在



宿舍照片



学生寮位置

〒060-0006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6条西25-1-5
TEL：011-633-1616                FAX：011-633-1818 
E-mail:          info@h-nihongo.org HP： http://www.h-nihongo.org

北海道日本語学院 札幌本校

★是学生宿舎的位置
從學校步行10分鐘以内
最近的車站(西２８丁目)>>8分鐘到大通車站

mailto:info@h-nihongo.org


支援體制

一部分的打工工作如果具有一定的日文程度的話留學生也能做，不過剛來到日本的時候要
找到打工機會是比較困難的。
本校有提供打工面試的指導，直到您找到工作為止，教職員都會陪同您一起尋找。

■打工支援

如果生活上有煩惱或不安，請與學校商量。
生病時，本校職員會陪伴一同到醫院看診，幫忙辦理醫院手續和醫生說明病情時的翻譯。

■生活支援

為了能讓每個學生都能進想進的專門學校，大學和研究所，我們配合學生的日語能力,認真
地進行個別諮詢和升學輔導,全力提供支援。
為了想讓本校畢業後想在日本工作的人能達到目標，我們提供就業支援,幫助學生透過自我
分析來認知適合的工作，並實施摸擬面試和商業禮儀等輔導。

■升學・就業支援

■熱線服務
北海道日本語学院札幌總校進行24個小時的熱線服務。
當您發生任何問題時，職員會立即做出對應，您可以安心地過留學生活。



留學生的一天生活

起床

８：００

準備早餐填飽肚子才有精神上學啊！

現在是住著學校的雙人宿舍，跟墨西哥的室友一起生活，
宿舍通常距離學校不會太遠，大約走路10分鐘的距離！

日文上課囉！記住千萬別遲到！
★星期二★
9:00~9:45 文法
9:55~10:40 文法
10:50~11:35 JLPT対策
11:45~12:30 JLPT対策

下課囉！

回家休息、唸書或者睡覺補充精神面對接下來的
打工！課堂以外的都是你的自由時間。
放課後！

拉麵店打工。為了生活費拼了！

回家趕緊盥洗休息早點睡覺，
才能夠迎接新的一天哦！

８：３０

１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３０

２４：００

大家好！我叫湯姆，來自台灣的基隆，現在正在札幌留學中，每一天過
著充實生活！

每天除了上日文課之外，學校不定時也會有舉辦日文文化學習活動、
全校一起出遊玩的遠足、滑雪等等動態活動，
除了認真唸書外還能夠到處玩耍，實在是豐富的留學體驗！



留學生的一天生活

起床

８：００

早餐 早起就是要先吃飽，才有妇心情呢！
再來準備認真念書一下。

複習跟預習日文 先預習昨天上课的內容，文法，漢字，
加強記憶，再來就是先看一下，今天上課的內容，這樣如果有不
懂的，上课可以直接询問，也能更快的理解上课的内容哦！

準備出門去學校上課

８：３０

１３：００

１８：００
ー２４：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
１３：００

１３：３０
|

１７：００

大家好!我是永翔，來自台灣的台北，現在正在札幌留學呢!每天都過的
充實又開心的生活!

每天上課，打工之外，當地有活動或是有興趣的地方，都會去走走看看
很享受生活，另外學校也會舉辨活動(遠足，滑雪……等等)，還有日文文
化學習跟交流的活動可以自主參加，真的很讚的體驗！

吃午餐，看日本的電視節目,新聞...等等
剛開始很不習惯日本的電視，新聞，因為没有字慕，但是就當
是練習聽力，跟著上課的進度慢慢的成長，很有成就感呢!現在
己經很多都聽的懂了，很開心！

學校課程上課
第1堂課 : 13:30~14:15
第2堂課 ：14:25~15:10
第3堂課 ：15:20~16:05
第4堂課 ：16:15~17:00

從學校離開回到家，休息一下１７：１５

１７：３０ －
２０：３０

選擇自己煮晚餐或是找同學們一起出門吃飯

回家休息，洗澡，自由時間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３：５０

複習跟預習一下日文

睡覺



日語授課

飯店實習（持有打工度假簽證者）

北海道日語學院札幌總校與札幌市內的飯店合作提供實習。您可以一邊於本校學習日語一邊學習日本
高水準的接待服務。為了讓您在實習中與飯店維持良好的關係，本校也會盡全力支持您。實習結束後授
予評價報告和結業證書。

HJLA 飯店
面試
實習開始

商用日語
商用禮節

實習結束

第1個月

第3個月

～
～

第12個月

月薪8萬日圓左右

月薪12～15萬日圓左右

・一週/實習40小時以内

實習的流程

參加資格
・持有打工度假簽證持有打工旅遊簽證持有打工旅
・日語能力試驗 N3水平～

實習資訊

・工作地點 北海道札幌市
・工作期間 3個月～12個月
・職務内容 服務台・客房・大廳・餐廳 等
・時薪 861～9５0日圓 （視乎工作內容）

費用

200,000日圓

･入學費 ･教材費 ・日語授課費 ・商用禮節講習費 ・實習諮詢

費用包括

・一週/實習約25小時

・日語授課

最初３個月一邊在北海道日語學院札幌總校受訓日語授課・商用日語授課・商用禮節講習一邊進行
飯店實習。
工作時間是一週25小時左右。３個月之後基本上整天進行飯店實習一週工作在40個小時以內。
3個月以後也有每月一次的定期訪問和24小時的熱線對應等充實的支援服務，所以您可以安心地過
研修生活。
另外，研修結束時，於學校與飯店表現優良者，可獲得額外5萬日元的獎金。

日語授課

飯店實習

商用日語授課

商用禮節講習



交通位置

〒060-0006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6条西25-1-5
TEL：011-633-1616                FAX：011-633-1818 
E-mail:          info@h-nihongo.org
HP： http://www.h-nihongo.org
Face 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jlanihongo

※市營地鐵東西線西28丁目車站1
號出口步行6分

北海道日語學院 札幌總校

Hokkaido Japanese Language Academy

25-1-5,kita6-jyo nishi,chuo-ku Sapporo-shi Hokkaido 
060-0006,Japan
TEL +81-11-633-1616             FAX：+81-11-633-1818 
E-mail:          info@h-nihongo.org
HP： http://www.h-nihongo.org
Face 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jlanihongo

Sapporo Main Campus



交通位置

※從市營地鐵南北線「札幌車站（さっぽろ） 」到東西線「西28丁目車站」
坐地鐵16分（5車站）

※市營地鐵東西線「西28丁目車站」1號出口步行6分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jlanihongo
HP http://www.h-nihongo.org
E-Mail info@h-nihongo.org

～一邊在北海道的一流大飯店工作、一邊學日語
經過職業培訓學會日本的接待之心！～

參加資格
・持有打工旅遊簽證
・日本語能力試驗
N3水平～

實習資訊
・工作地點 北海道札幌市
・工作期間 3個月～12個月
・工作時間 視乎飯店輪班
・職務内容 服務台

客房
大廳
餐廳 等

・時薪 861～9５0日圓
（視乎工作內容）

實習飯店

200,000日圓
費用 支援服務

・定期訪問 （每月1次）

・熱線対応
（24小時電話諮詢）

・於學校、飯店表現優良者
可獲得額外5萬日圓獎金

奬金

・札幌格蘭大飯店
・龍伊頓札幌大飯店
以及其他札幌市内有名
飯店約30家

HJLA 日語授課(３個月)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一天4節課

飯店
面試
實習開始

商用日語/禮節
３個月 一週三次

實習結束

第1個月

第3個月

～
～

第12個月

H J L A

若要提北海道的大都市，當然是札幌，然而如富良野般雄
偉的自然寶庫，也是許多國內外遊客喜歡到訪的觀光勝地。
您還可以用公餘時間參加滑雪等活動享受四季的美麗景色。

月薪8萬日圓左右

月薪12～15萬日

圓左右

・一週/實習40小時以内

我們會為參加者安排住宿

○學校宿舍
25,000日圓～/月

・以及其他費用
・須住宿6個月以上

○share house

69,900日圓～/月
○寄宿家庭

90,000日圓～/月
・1日2餐

･入學費 ･教材費 ・日語授課費 ・商用禮節講習費 ・實習諮詢

日語授課

飯店實習

＆

＆

＆

商用日語授課

商用禮節講習

去學！去玩！去感受！

・日語授課
・一週/實習約25小時

費用包括

關於住宿

３個月

入學時期/
報名截止日期
・入學時期 4月 / 10月
・報名截止日期
4月入學 2月20號
10月入學 8月20號



【北海道日本語學院札幌本校】
長期留學生国籍比
2019年10月現在 103名

【其他】

・美國 ３ ・菲律賓 １
・瑞典 ３ ・緬甸 １
・香港 ２ ・柬埔寨 １
・中國 ２ ・巴林 １
・馬来西亜 ２ ・俄羅斯 １
・墨西哥 ２ ・捷克 １
・挪威 ２ ・冰島 １
・阿塞拜疆 ２ ・比利時 １
・韓國 １ ・西班牙 １
・印尼 １ ・土耳其 １
・烏茲別克 １ ・徳國 １
・蒙古 １ ・巴西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