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跨境，全球聯合）



建學之理念
本校通過外語教學而培養擁有先進的觀念，國際性的感覺，

能夠在社會里實際有用的優秀人才。
以此，我們想推進全球上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互相理解，
希望協助提升全球性文化進步及創造永恒性的和平社會。

創業於1962年
自微小英語培訓班而起步

株式会社ECC
董事長 山口勝美

代表致詞



自從創業已過了56年。
本校以外語教學爲基礎，學生的年齡層自兒童擴張至成年，
還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教育業務。

・ECC菲律賓留學（宿霧分校）

・合作大學・企業・官方機構 3,500所

學生總人數: 408,732名

ECC兒童教室
11，118所教室

（針對兒童的外語培訓站）

ECC外語學院

186所分校

ECC航空專科學校
２５所分校

ECC大學應考・編入學院
７所

ECC海外留學服務中心
７所

ECC日本語學院
４所分校

（此外）
・ECC學園高等中學

・ECC商務學校
等

・合作幼兒園・保育園 1,800所 ・ECC兒童補習班



ECC并不是簡簡單單的“外語培訓機構”，
因要做好它而存在的綜合性教育機構。

ECC并不單單祇提供外語教育，

綜合教育･終身學習機構

這就是我們ECC的自豪！

就是能持續50餘年得到認可ECC品牌的緣故之一。

ECC

還目標爲令每人更深入得知知識、提高技術・能力之後，發揮此一切

而培養在社會上能活躍的真正地道的“國際人才” 。



ECC日本語學院
JAPANESE LANGUAGE INSTITUTE



“不止日語，更上一層”

你的潛在力量，
能創造超越你想象的未來。

ECC日本語學院真正想給予你的

就是“未來”。

ECC日本語學院



ECC日本語學院

【ECC日本語學院的沿革】

1992年 ECC日本語學院誕生

2000年 成立于現在所經營的ECC日本語學院名古屋校 （2000年～2018年：結業生已達到1866名）

2004年 開設日本語教師培養課程 （2004年～2018年：結業生已達到376名）

2008年 開設一對一等個人課程 （2008年～2018年：總上課人次已達到1218名）
以2018年爲準，在當地的汽車行業等多數著名優良企業上班的外籍人士及住在日本的外籍人士

共18個國家與區域的104名學生在本校就讀學習日語。

2015年 金山校開校（專門爲常駐日本及短期暫住的外籍人士開設的日本語短期課程
（2016年～2018年：結業生已達到369名）

2018年 神戶校・新宿校開校開設「日本語短期課程」！

2019年 預定4月份在神戶校開設「日本語綜合課程（留學簽證）」

2020年 預定4月份在新宿校開設「日本語綜合課程（留學簽證）」



ECC日本語學院
日本全國展開3個地區4所校區

新宿校(東京)

神戶校(兵庫)

名古屋校（愛知）

金山校（愛知）



ECC日本語學院的三大優勢

交流

ECC才能做到的！

課程

創業已過50餘年！
外語教學專業團隊製作的

貼心體貼的



我們能爲你提供與日本朋友交流的平臺。

ECC日本語學院的優勢

本校附近有不少同一個ECC集團旗下的外語培訓基地，很多日本朋友也努力學習外語或各種領域的知識。
本校正爲你提供與像你一樣在ECC學習的日本朋友交流的好機會。
請務必體驗一下單單讀日語的話都學不到的“異國文化交流”。

ECC集團才能做到的！

×
日本 海外



針對性課程！

ECC日本語學院的優勢

自創業以來已過50餘年！我們能爲你提供外語教學專業團隊製作的

想在日本升學!! 想在日本就職!!

日本語綜合課程

針對要取得留學簽證的

名古屋校 神戶校

日本語短期課程

針對短期居住日本（包含工作度假簽證）的

想享受日本的生活!! 想體驗日本的文化!!

新宿校 金山校 神戶校



ECC日本語學院的優勢

找工作

升學

日本獨特文化日本生活

我們爲你提供

「不止日語，更上一層！」



＜日本語綜合課程＞ 名古屋校 神戶校

目標爲升學，就職及考上能力考試等，針對想踏踏實實地學習日語的學生之課程

針對赴日留學之者，要取得留學簽證之者

大学

研究所
專門學校

就職

2年課程
1年半課程
1年課程

學習期間與目標

4月
7月

10月
1月

入学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中級2
中級1

初級2
初級1

目標爲高分
合格JLPT-

N5。

目標爲合格
JLPT-N4。

目標爲合格
JLPT-N3。

目標爲高分合格
JLPT-N3。

向合格N2邁進。

中高級1
中高級2

高級2
高級1

目標爲EJU日語科目
獲得260分以上，

合格N2。

全方位提升在專
業領域里所需要
的日語4項技能。

目標爲EJU日語科目
獲得300分以上，

合格N1。

目標爲踏出日本社會
之後都能自然地適應。

ECC日本語學院

名古屋校：4，7，10，1月入學
神戶校：4，10月入學



日本語綜合課程的優勢！

①每人能學會為了達成各自目標而所需要的日語能力！
・日本語能力考試（JLPT）實際功績：本校學生獲得了N2級別滿分成績！！

應考班全班同學合格了N2級！(※2018年7月 名古屋校實際功績）

・本校學生在日本留學考試(EJU)「聽解・聽讀解」部分獲得了日本国内最高分數！
(※2018年6月 名古屋校實際功績)

ECC日本語學院



②我們將支持您實現夢想！

○開辦升學說明會

○開放留學試驗對策班

〇開放「総合科目」「数学Ⅱ」等其他科目課程※報名欲參加的同學另外收費。

○面試練習

○一對一輔導

○寫論文輔導

・支持希望繼續升學的學生

ECC日本語學院



【大學院】
名古屋工業大学大学院
神戸大学大学院
金沢大学大学院
愛知県立芸術大学大学院
京都工芸繊維大学大学院
名城大学大学院
名古屋学院大学大学院

【国公立大學】
名桜大学
名古屋市立大学
愛知県立大学
山陽小野田市立山口東京理科大学

【専門學校】
ＥＣＣ国際外語専門学校
HAL名古屋
国際観光専門学校
中日本自動車短期大学
中部楽器技術専門学校
名古屋医専
東京ダンス＆アクターズ専門学校
名古屋観光専門学校
辻調理師専門学校
名古屋デザイン＆テクノロジー専門学校
ﾄﾗｲﾃﾞﾝﾄ外国語・ﾎﾃﾙ・ﾌﾞﾗｲﾀﾞﾙ専門学校
あいち福祉医療専門学校
日産愛知自動車大学校
名古屋ｽｸｰﾙｵﾌﾞﾋﾞｼﾞﾈｽ
名古屋経営会計専門学校
名古屋モード学園
保育・介護・ビジネス名古屋専門学校
日本外国語専門学校

＜升學實績＞※名古屋校實績

【私立大學】
愛知大学
愛知学院大学
愛知産業大学
愛知文教大学
愛知東邦大学
関西大学
駒澤大学
星城大学
中京大学
同朋大学
名城大学
名古屋商科大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名古屋産業大学
日本福祉大学

ECC日本語學院



・協助欲就業者

尋求國際學生的公司
數量也在迅速增加！
就業機會正在擴大☆

〇就業輔導

寫履歷表輔導面試練習 商務禮儀研修

〇協助各種就業準備

〇開辦就業說明會
（關於日本企業· 當前的就業狀況· 在日本企業就業手段等）

ECC日本語學院



ECC日本語學院

＜就業實績＞※名古屋校實績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国籍 業種 国籍 業種 国籍 業種 国籍 業種

台湾 餐飲業 印度 工程師 台湾 銷售業 越南 銷售業

台湾 餐飲業 印度 工程師 越南 金融業 俄羅斯 飯店

印度 工程師 越南 翻譯員 韓国 派遣公司事務

印度 工程師 中国 工程師 中国 貿易

台湾 餐飲業 中国 餐飲業 台湾 銷售業

關於求職活動，最重要的是
你想做什麼工作？
此外，積極參加求職博覽會和研討會，
請練習很多，如面試，如何寫簡歷，公關自
我報告。
只要你努力工作而不放棄，你的夢想一定會
成真！

我來日本時根本不會說日語
也沒有朋友。
我在ECC，我的日語改進了，
交了很多朋友，也得到工作，
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光明！

吕威錡 (台湾）NGUYEN THI NGOC NHUNG (越南)



◆申請資格
在本國(國外)已完成或即將完成高中以上之課程者。
在本國(國外)修完具有進入大學資格的中等教育課程者。

◆學習期間：1年~2年

◆簽證類型：留學簽證

開講學期 留學申請期間 上課時間数

4月入學 7月1日～10月30日 ●上課1週5天、1天4節課
例：上午班(9:15-12:30)

下午班(13:30-16:45)
※上課時間因學校而異

●1學期實上50天
●等級由等級測試確定

7月入學 1月10日～3月20日

10月入學 3月21日～5月30日

1月入學 7月1日～9月30日

日本語総合課程概要

※當招生滿額時提前截止招生
※7月入學・1月入學 只有名古屋學校有課程

ECC日本語學院



◆學費（含税）※2019年10月学期以後

神戸校 1年 1.5年 2年

選考料 20,000円

入学金 50,000円

授業料 660,000円 990,000円 1,320,000円

諸費 学校作成教材費 10,000円 15,000円 20,000円

損害保険料 6,000円/年 ※1年経過後再び6,000円をお支払い

合計 746,000円 1,081,000円 1,416,000円

名古屋校 1年 1.5年 2年

選考料 21,000日圓

入學金 52,000日圓

學費 670,000日圓 980,000日圓 1,290,000日圓

雑費 學校補充教材費 10,000日圓 15,000日圓 20,000日圓

學生平安保險費 6,000日圓/年 ※第二年份再一次繳納6,000日圓

合計 759,000日圓 1,074,000日圓 1,389,000日圓

※雑費
學校補充教材費
其中包含了授課之所需的影印教材。並不包含
教科書之費用,而教科書籍的繳納是在學生入學
之後。

學生平安保險費
在ＥＣＣ日本語學院上課中或上學及回家途中
發生而受的意外傷害以及交通事故時，除此以
外萬一傷害他人，損壞他人的東西時也能申請
理賠

ECC日本語學院

神戸校 1年 1.5年 2年

選考料 21,000日圓

入學金 52,000圓

學費 670,000日圓 1,005,000日圓 1,340,000日圓

雑費 學校補充教材費 10,000日圓 15,000日圓 20,000日圓

學生平安保險費 6,000日圓/年 ※第二年份再一次繳納6,000日圓

合計 759,000日圓 1,099,000日圓 1,439,000日圓



工作假期簽證和旅遊簽證等
希望短期逗留的人＜日本語短期課程＞

日本的短期課程適合想在日本生活中學習“對生活有用的日語”的人。
除了通過各種活動平衡地學習“聽”“說”“讀”和“寫”這四項技能外，
我將能夠說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實用的日語”。

金山校 神戸校新宿校

中級
初中級

初級2

初級1

在日常場景中的問候和
自我介紹等

您將能夠進行基本對話。

能理解日本人經常使
用的日語，並且能夠
在稍微複雜的情況下

講日語。

可以在稍微複雜的場
景中提問和評論。

可以根據場景和情況
使用不同的表達，或

者解釋它。

3個月 3個月 3個月 3個月

買東西 點菜

享受日常對話

ECC日本語學院



①實用的日語
全面學習“聽”“說”“讀”“寫”。
專注於實用的日語。

③通過說話來學習 通過交談來掌握日語。活動是課程的中心。

敢敢講!! 採訪老師!!打電話詢問 模擬演講

②体験型授課
您可以體驗日本的文化和習俗。

活動和課外學習豐富！

日本語短期課程的特點

茶道体験 書道体験

ECC日本語學院



◆開學時期：4月・7月・10月・1月（年4回） ※可以開學後插班。

◆上課時間：毎週一~週五（1週5天）
上午 9:20~12:40／下午 13:40~17:00 ※班級由等級測試確定。

◆入學条件
・18歳以上、具備高中卒業同等的学力
・能讀寫平假名，片假名

日本語短期課程概要

・3個月課程(實上50天)／5週課程(實上25天)

◆定員：10名～20名

ECC日本語學院



◆學費（含税） ※2019年10月学期以降
新宿校 3個月課程 5週課程

入學金 11,000円

學費 220,000円 110,000円

雑費 2,200円 1,100円

総額 233,200円 122,100円

神戸校 3個月課程 5週課程

入學金 11,000円

學費 198,000円 99,000円

雑費 2,200円 1,100円

総額 211,200円 111,100円

金山校 3個月課程 5週課程

入學金 11,000円

學費 176,000円 88,000円

雑費 2,200円 1,100円

総額 189,200円 100,100円

ECC日本語學院



＜私人課程＞ 新宿校 神戸校名古屋校

從日常會話，各種日語考試對策，商務場景的對話，
聆聽您想要學習的內容，並創建適合您個人需求的課程。
此外，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一周的課程/時間。

學費 授業料 消費税8％ 合計金額

入学金 10,000円 800円 10,800円

1クール20レッスン 114,000円 9,120円 123,120円

2クール40レッスン 228,000円 18,240円 246,240円

3クール60レッスン 342,000円 27,360円 369,360円

4クール80レッスン 456,000円 36,480円 492,480円

【課程時間】1節課45分・・・1次2節課（90分以上）
週1～週5/9：30～20：30
週6/9：00～17：00

【學費】

●1クール20レッスンから申込みいただけます。
●テキスト代は実費（5,000円前後）です。

ECC日本語學院



＜多人班＞ 新宿校 神戸校名古屋校

是一個小組系統，學生與同級別的同學一起學習。
聆聽您想要學習的內容，例如日常會話中的各種日語考試的測量，商業場景中的對話，
我將創建一個適合該小組的課程。 此外，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一周的課程/時間。

学費 授業料 消費税8％ 合計金額

入学金 10,000円 800円 10,800円

1クール20レッスン 76,000円 6,080円 82,080円

2クール40レッスン 152,000円 12,160円 164,160円

3クール60レッスン 228,000円 18,240円 246,240円

4クール80レッスン 304,000円 24,320円 328,320円

課程時間】1節課45分・・・1次2節課（90分以上）
週1～週5/9：30～20：30
週6/9：00～17：00

【学費】 ※1個人的費用。

●1クール20レッスンから申込みいただけます。
●テキスト代は1人あたり実費（5,000円前後）です。

ECC日本語學院



＜文化体験＞

ECC日本語學院



＜校外學習＞

ECC日本語學院



名古屋
NAGOYA



日本第３大都市名古屋
名古屋市位於日本中部，愛知縣的西部。
一座城堡小鎮由名古屋城堡建成，由於許多工匠聚集，
直到現代，我們繼續發展為“日本製造業中心”。

企業数全国第2名（124,938事業所）
「都市データパック2017年版」（東洋経済新報社）

【主要産業】

・自動車関連産業
・機械/部品関連
・電化製品/機器産業等

◆名古屋観光情報
https://www.nagoya-info.jp/



名古屋位於日本中部方便出行!!

大阪

東京京都

50分

40分 1個半小時

・到日本各地都方便！

・從中部国際機場25分！

・名古屋周圍有世界遺產！

伊勢神宮(三重県) 白川郷(岐阜県)

◆名古屋観光情報
https://www.nagoya-info.jp/



方便易居的好城市!!

・20年連続人口増加中！ 「愛知県人口動向調査結果(名古屋市分)」

・市区町村魅力度排行急上昇中♪ 2017年第21名→2018年

・三大都市中 物価最低！！

全国物価地域差指数排行：東京１位／大阪4位/兵庫（神戸）5位/愛知（名古屋）10位

名古屋市追究的城市形象（2012年発表）

有各種各樣的城市功能，如商業設施，工作場所，住宅/文化設施，你可以在車站周圍走動，
此外，考慮到景觀，歷史，環境和防災，它是一個有吸引力和安全的城市。

在日本各地人口一直在減少、但名古屋在・・・



“名古屋美食”很受歡迎！

天むす

烤鰻魚飯 鉄板意大利面

手羽先

味噌炸豬排

味噌煮烏冬面

它幾乎位於日本的中心，不屬於關東或關西
名古屋發展自己的文化。 至於食物，
名古屋獨特的當地菜單引人注目！



＜名古屋校＞ 日本語総合課程校!!
適合欲升学･就業･能力試験合格

・1992年開講 過去在籍者総数：1,866名 （定員:190名）



第一志望大学に合格できてとてもうれしいです！試験前はECCの

先生に面接と小論文の指導をたくさんしてもらいました。進学の
準備は早くから始め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

ECCは厳しいと感じる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が、日本語の能力を上げ
る

徐卓凡さん(中国)

頼麥林さん (台湾)

學生的之聲／国籍比率

【その他】英國/西班牙/美國/意大利/瑞典/巴西/

印度/印度尼西亞/香港/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

等

名古屋市立大学人文社会学部合格！N１合格
我很高興能考上第一志願的大學！考試前ECC的老
師提供很多面試和小論文的指導，越早開始升學的
準備越好哦！

第孟庄)一志望大学に合格できてとてもうれしいです！試験前は
ECCの先生に面接と小論文の指導をたくさんしてもらいました。進

学の準備は早くから始め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ですよ！

中京大学経営学部合格！ N1合格
我雖然覺得ECC很嚴格，可是為了提升日語能力，
這是必要的，我非常感謝ECC。考大學時幫我預測
了面試時的問題，我統統記下後才去應試。

孟庄さん(中国)

関西大学 商学部部合格！ EJU日本語363点
就學期間我參加了日語辯論大賽，當時老師們很熱心
指導，讓我演講時表現良好，升學指導也很充實，讓
我在準備考試時完全沒有絲毫不安。

中国
45%

韓国
17%

台湾
16%

ベトナム
6%

香港
4%

フィリピン
4% その他

8%

2019年1月国籍比率



・2015年開講！ 過去在籍者総数：369名

＜金山校＞ 日本語短期課程的學校
短期滞在者・打工度假



【その他】愛爾蘭/美國/意大利/印尼/

德國/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法國/越南
香港/墨西哥/蒙古/印度/伊朗/哈薩克斯坦/

加拿大/西班牙/秘魯/比利時/馬里西亞/俄羅斯等

我喜歡日本文化，我來日本想住在日本。
在互聯網上看ECC日語學院的網站，這所學校看起來
老師和學生都很開心，所以我也想去這所學校。
這個學期一個星期前就開始了，但課程非常充實。
我認為日本的生活節奏比香港的慢很多。
日本料理非常好吃，吃飯時吃得慢，很有趣。
在這裡學習了3個月後，我想再次在日本學習。

2018年10月期E組中級
チョウマンワさん(香港)

學生之聲／国籍比率

イシャクムハマードウマルさん
(パキスタン)

金山學校的課程很有趣但很難。
特別是漢字很難。 但同學們非常友好，每個人都會
幫忙！
另外，老師的教學方法也很精彩！
課本上有很多圖片，很容易理解。
我過去根本不會說話，但最近我用日語工作
我和工作人員一起用日語說了一下！



宿舎例①：Dormy川名

<初期費用＞

＜房間設施>床·書桌·椅子·儲物·空調·互聯網·窗簾·垃圾桶
<共同服務費用>水，電，煤氣
<通信設備成本>互聯網（有線）

＜床上用品租賃費＞

月数 4ヶ月 6ヶ月 9ヶ月 10ヶ月 12ヶ月

料金（税込） \11,880 \16,740 \21,600 \22,680 \24,840

契約期間 房租/月 水電費/月 入住費 退去時清掃費 公共設施費 合計

単間(90日以内) \53,000 \0 \0 \0 \0 \53,000

単間.(90日以上) \43,000 \5,400 \43,000 \15,000 \3,000 \104,000

包2餐 （早/晚）！!

※在3個月內短期內，床上用品的租金包含在租金中。



宿舎例②：SHARE HOUSE 180°
https://www.sharehouse180.net/

部屋タイプ 賃料 共益費 通信設備費 保証金 合計

単人間 \30,000～
\60,000台

\13,000
～

免費Wifi 房租的
1～2個月分

\73,000

<初期費用＞

<房間設施>空調·床·書桌·椅子·窗簾·照明·衣架管*取決於房間
<共同服務費用>水，電，煤氣

※至少需要入住3個月。費用根據住宿和房間而有所不同。



神戶



濃厚異國風情，時尚的城市

神戶
神戶位于兵庫縣南部，被圍繞爲南部的瀨戶内海以及北部的六甲山脈的城市。自
1868年開放港口以來，作爲國際貿易基地而發達，因此自古以來不少外國朋友居
住，作爲擁有自然環境，歷史悠久，濃厚異國風情的時尚城市而被人所知。



神戶甜點❤麵包
説起神戶，不少日本朋友想到“甜點”“麵包”。
此事能證明在神戶有不少著名的咖啡館等甜點文化。
聽説神戶人在日本國内爲購買麵包而最多花錢的？！



自阪急綫・地鐵・神戶高速鐵道 “三宮站”
所需大約約30分鐘！

日本三大老字號溫泉＆三大名泉之一

有馬溫泉

神戶牛肉一生一次想吃的!!

http://www.arima-onsen.com/

有馬溫泉觀光協會官網

可稱爲日本自豪的代表性和牛就是“神戶牛”。
自1868年1月1日起、神戶港口作爲日本首地港口而開放後，
明治時代以來不少外國朋友來訪神戶、“KOBE BEEF”此名廣

爲人知。此後，它不斷地吸引追求徹底鑽研美食的全世界高
層人群等大家的關注。



◆神戶市官網
http://www.city.kobe.lg.jp/

◆神戶市觀光指南
http://www.feel-kobe.jp/

◆神戶唐人街『南京街』
http://www.nankinmachi.or.jp/

至關西圈其他城市都超級方便!!

至大阪・梅田 坐火車 最快21分鐘！
至京都 坐火車 52分鐘！
至奈良 坐火車 1小時20分鐘！

http://www.city.kobe.lg.jp/
http://www.feel-kobe.jp/
http://www.nankinmachi.or.jp/index.html


＜神戶校＞ 日本語綜合課程 ･日本語短期課程
適宜于多樣目的的日語學習者!!

2018年4月隆重開校!! 2019年4月終于開設日本語綜合課程★
在校人數：13名（包括2019.4月入學者）



中國

38％

臺灣

23％

美國

23％

英國

8％

菲律賓

8％

【國籍比率】

中國 臺灣 美國 英國 菲律賓

國籍比率・學生之聲

2018年10月期初級1

ALEX同學（英國）

在神戶自古以來因工作或觀光
的緣故，有不少外國朋友。很
多居住神戶的外國人幾乎都會
日語。因此能互相學習以及幫
助。神戶有很多令人感興趣的
歷史文化與美術館哦！

我覺得ECC日本語學院的課程很有趣！

上課速度也剛剛好。對我來説，在這裏上課啓發我不
少，很開心！

在日常生活里我都感受到能用到了之前不知道的或不
會說的詞匯以及説法。
在餐廳也現在比起以前更容易能與日本人店員溝通了！



宿舍 方案①： Dormy芦屋川
自“阪急三宫” 站坐火車大約14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自“阪急芦屋川” 走路6分鐘

房型 房型 管理費/月 入館費 清潔費 水電費 一共

單間 90天内 63,000 0 0 0 0 63,000

單間 91天以上 48,000 3,000 48,000 15,000 5,400 119,400

1天2餐(早･晚)提供餐食!!（除禮拜日與節假日之
外)

<首期費用＞

＜房内設備＞桌子/椅子/床/衣櫃/空調/IP電話/寬帶網/窗簾/
吸頂燈/檯燈/洗面臺/小櫃子

期間 四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個月 十二個月

費用（含稅） 12,960 17,820 22,680 24,300 25,000

<臥具類租賃＞ ※短期90天内的價格里已包含租賃臥具的費用。

※金額爲日圓爲準



宿舍 方案②：Dormy楠之丘
自“阪急三宮” 站坐火車大約7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自“阪急六甲” 走路5分鐘

房型 租金/月 管理費/月 入館費 清潔費 水電費 一共

單間 90天内 73,000 0 0 0 0 73,000

單間 91天以上 58,000 3,000 48,000 15,000 5,400 129,400

1天2餐(早･晚)提供餐食!!（除禮拜日與節假日之外)<首期費用＞

＜房内設備＞ 床/衣櫃/空調/有綫寬帶網/冰箱

期間 四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個月 十二個月

費用（含稅） 12,960 17,820 22,680 24,300 25,000

<臥具類租賃＞ ※短期90天内的價格里已包含租賃臥具的費用。

※金額爲日圓爲準



宿舍 方案③：神戶女子學生會館
自“三宮站”坐火車大約25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自“小島中心站”

走路3分鐘

房型 租金/月 擔保金 管理費/月 生活支援費/月 一共

單間 3個月内 38,500~

61,500
40,000 8,500 15,000 102,000~

125,000

單間 ４個月以上 同上 70,000 同上 同上 132,000~

155,000

＜房間設備＞衣櫃、床、書桌、椅子、吸頂燈、冰箱、空調、IH電熱爐、洗手間（配套衛洗麗）、浴室

※水電費（電費・煤氣費・自來水費）實用實付

＜生活支援費＞包括14天早晩餐28次的餐券

※火災保險：年費3,330（短期租賃按月算）
※自帶臥具或租賃。（另計・因租賃公司不同，金額而異）

早餐參考圖

晚餐參考圖※免費上網（需自帶網綫）



宿舍 方案④：Maison de ・èCrin（愛可蘭）

自阪急“三宮站”坐火車大約5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自阪神“西灘站”

走路大約7分鐘

房型 租金/月 擔保金 管理費/月 24小時安心服
務費/月

租賃保證費
/月

一共

單間 32,000~

35,000

租金的50％ 4,000 2,160 800 54,960~

59,460

<首期費用＞ ※須簽訂一年以上。

＜房間設備＞煤氣熱水器、戶外洗衣機放置處、浴室與洗手間、衣櫃、空調、陽臺、IH電熱爐
※續簽費 年費10,000。
※水電費（電費・煤氣費・自來水費）實用實付
※另需小型滅火設備費用 6,264。
※需自帶家具及臥具。



宿舍 方案⑤：Château神戶 自JR“三之宮站”坐火車大約3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自JR“神戶站”走路大約7分鐘

房型 租金 禮金 擔保金 清潔費 火災保險 一共

單間 3個月起
5個月内

173,000起
（三個月）

0 0 0 0 173,000起

單間 6個月起 36,000~39,000 20,000 20,000 20,000 500/月 96,500起

<首期費用＞

<臥具租賃費＞

月数 3個月 4個月 5個月

費用 6,500 7,500 8,500

＜房間設備＞
※空調・冰箱・洗衣機・吸頂燈・ＩＨ電熱爐・書桌・椅子・床・衣櫃・衣架
※免費無限wifi

※水電費（電費・煤氣費・自來水費）實用實付。
短期租賃時，每月已包括5000日圓的水電費。超過自付。

※需自帶家具及長期使用的臥具。



東京



日本最大的的城市東京

東京觀光官網 “GO TOKYO”
https://www.gotokyo.org/jp/

1603年起，作爲日本的首都而不斷地發展，目前爲止全日本最多人口1300
萬個人居住，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各樣的
領域上已成爲日本的核心。

東京都官網
http://www.metro.tokyo.jp/



全球第三名！！ 把全球主要城市的“綜合競爭力”以經濟，研究開發，文化交流，居住，
環境，交通情況此六個項目來多方面評價，排列爲排行榜。

全球城市綜合力分數排行榜 參考：（一財）森紀念財團都市戰略研究所公佈

1. 倫敦 2. 紐約 3. 東京 4. 巴黎 5. 新加波



多人口都市排行榜（The World’s cities data booklet 2016）

東京全球第１名！！

1位：東京（日本）3814万人
2位：德里（印度）2645万人
3位： 上海（中國）2448万人
4位： 孟買（印度）2135万人
5位：聖保羅市（巴西）2129万人
6位：北京（中國）2124万人
7位：墨西哥城（墨西哥）2115万人
8位：大阪（日本）2033万人
9位：開羅（埃及）1912万人
10位：紐約（美國）1860万人



升學就職的多樣選擇

2018年5月
參考來源：總務省統計局
「勞動力調查長期時間序列數據」

1 東京都 138所

2 大阪府 55所

3 愛知縣 51所

4 北海道 38所

5 兵庫縣 37所

6 福岡縣 35所

7 京都府 34所

1 東京都 359所

2 大阪府 211所

3 愛知縣 166所

4 北海道 151所

5 福岡縣 144所

6 神奈川縣 104所

7 琦玉縣 99所

1 東京都 2.15

2 福井縣 2.07

3 廣島縣 2.00

4 愛知縣 1.98

5 岐阜縣 1.97

6 石川縣 1.96

7 富山縣 1.93

分爲都道府縣

大學數量
分爲都道府縣

專門學校數量
分爲都道府縣

求人倍率

2017年學校基本調查
(文部科學省/2017年12月22號公佈)

2017年學校基本調查
(文部科學省/2017年12月22號公佈)

※求人倍率是勞動力市場在壹個統計周
期內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
它表明了當期勞動力市場中每個崗位需
求所對應的求職人數。



世界第一所美食城市 東京是在米其林指南獲得星級店鋪數量爲世界第名！！

230家☆ 第二名的巴黎才有94家！



發出新舊日本文化的根源地！



【新宿校】日本語短期課程 預計2020年4月開設「日本語綜合課程」★

針對短期居住者，持有工作度假簽證之者的

2018年10月隆重開校!! 在校生人數：21名（2018.12月）



東京是令人感到很刺激的大城市！聚集於東京的人，東西，
文化，歷史的多樣性真令人驚訝。
我幾乎每天都發現新的東西及有了新的體驗。
我認爲對外國人來説東京是非常宜居的城市。火車路綫很發達，
一坐火車幾乎都想去哪就能去哪哦！

Lessons at ECC Japanese Language Institute, 
have been both helpful and fun. I already see 
major improvement in my Japanese skills.
其實，半年以後我家人會來日本看我，我好期待當時用日語給

家人帶路！Thank you ECC! 

2018年10月期初級1
Yeager Alyssa（USA)

課堂上我發表了關於“在日本想去
的地方”。目前我想去的地方就是
“東京迪士尼樂園”！

學生之聲／國籍比率

美國
46%

英國
17%

加拿大
11%

中國
11%

新西蘭
5%

臺灣
5%

香港
5%

【國籍比率】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中國

新西蘭 臺灣 香港



自東京哪個地方來都超級方便！

自JR總武綫大久保站走路5分鐘
自JR新宿站走路13分鐘
自西武新宿站走路7分鐘

自涉谷坐火車 7分鐘！
自東京站坐火車 14分鐘！
自秋葉原坐火車 17分鐘！



宿舎方案①： Dormy都立家政 自西武新宿站坐火車16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
自西武新宿綫都立家政站走路10分鐘

<初期費用＞

＜臥具類租賃＞

月数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七個月 十二個月

費用（含稅） 另計 另計 另計 另計 \25,000

1日2回(朝･晩)食事付!!（日曜日以外)

部屋タイプ 租金 清掃代 電気代 入館費 建物維持費 合計

單間
（91日以上）

\53,000 \15,000 \5,400 \53,000 \3,000 \129,400

單間
(90日以内）

\75,000 － － － － \75,000

＜房間設備＞ 床･書桌･椅子･衣櫃･空調･寬帶網･窗簾･垃圾桶、書櫃、照明器具、ＩＰ電話
※短期（90日以内） 含電費・上網 臥具類租賃
※短期契約費用的寮費必須一次性付清。



宿舍 方案②：DK House 新小岩
自JR大久保站坐火車33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
JR總武綫新小岩站走路8分鐘

房型 月租 管理費 擔保金 入館費 一共

單間 \52,000 \12,000 \20,000 \30,000 \117,000

<首期費用＞

＜房内設備＞ 床･書桌椅子･衣櫃･空調･寬帶網･冰箱･窗簾･垃圾桶
＜管理費＞ 自來水費・電費・煤氣費・上網費
＜擔保金＞ 20,000日圓 根據退房時的情況，房間需恢復原狀的話，也許不退還。

月数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十二個月

費用（不含稅） \4,500 \7,500 \9,500 \12,500 \15,500

＜臥具類租賃＞



宿舍 方案③：J&F PLAZA中浦和 自JR大久保站坐火車40分鐘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
自JR琦京綫中浦和站走路10分鐘

房型 月租 管理費 擔保金 入館費 一共

單間 \50,000 月租已包含 \0 \30,000 \80,000

＜房内設備＞ 床･書桌椅子･衣櫃･空調･WIFI･小冰箱･窗簾
＜管理費＞ 自來水費・電費・煤氣費・上網費
＜擔保金＞ 沒有擔保金。但根據退房時的情況，房間需恢復原狀的話，也許另計。
＜租賃臥具費＞被包含入館費。



宿舍 方案④：つつじヶ丘男子学生会館
自西武新宿駅坐火車18分
【離宿舍最近的車站】 京王線「つつじヶ丘駅」
走路15分 「仙川駅」走路13分

房間 租金 清掃代 電気代 入館費 建物維持費 合計

單間
（91日以上）

\53,000 \15,000 \5,400 \53,000 \3,000 \129,400

單間
(90日以内）

\72,000 － － － － \72,000

<初期費用＞ 包兩餐 （早/晚 ）週日除外

＜房間設備＞ 床･書桌･椅子･衣櫃･空調･寬帶網･窗簾･垃圾桶、書櫃、照明器具、ＩＰ電話
※短期（90日以内） 含電費・上網 臥具類租賃
※短期契約費用的寮費必須一次性付清。

月数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七個月 十二個月

費用（含稅） 另計 另計 另計 另計 \25,000

＜臥具類租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