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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台灣 / 港澳永久居民 



針對想要進入日本的大學,專門學校升學者所規劃的課程。 
培養在日本升學必要的日語能力,針對日本留學考試及日本語能力試驗,進行詳細的應試對策與面談指導,並辦理升學説明會、個別升學指
導,幫助學生做好萬全的升學準備。 

・每堂＝45分 
・本費用不包含教材費。教材費另外收費。 
・同時報名其他課程者，學費可享10%折扣優惠。 
・關於上課日期・時間・地點之安排，請洽詢本校。 

單位：日圓 

學校概要 
學校名： 
ISI ランゲージスクール京都 （預定）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西之京兩町6－6 
入學諮詢：+81-(0)3-5960-1335  
 
從JR嵯峨野山陰線、円町站歩行約7分鐘 
最近機場：關西國際機場(KIX) 

個人課程費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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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數 1名 2～5名 6～10名 11名～15名 
1～20 6,800 6,400 4,200 3,100 
21~50 6,400 5,700 3,500 2,400 
51～ 5,700 5,300 3,100 2,000 

學校情報  
京都校 (升學課程) ※2017年7月開校 

期間 6個月(20週) 9個月(30週) 1年(40週) 

報名費* 22,000 22,000 22,000 
入學金 55,000 55,000 55,000 

2017年度 
長期入學金減免 ▲55,000 ▲55,000 ▲55,000 

學費 330,000 495,000 660,000 
教材費 16,500 24,750 33,000 
設施費 16,500 24,750 33,000 
合   計 385,000 566,500 748,000 

升學課程上課時間:平日  
※依據報到日的日本語程度測驗結果決定分班。(20人/班) 

中級～上級程度 8：50～12：20（45分×4堂課/天） 

初級～中級程度 13：00～16：30（45分×4堂課/天） 

課程開始日 學習期間 申請截止日 

2017年10月10日 1年6個月 2017年5月1日 

2018年1月8日 1年3個月 2017年8月10日 

單位：日圓 

（留學簽證以外入學）費用表 
短期費用 
• 以下費用適用報名3個月以下之課程，或是持有日本居留簽證而不需留學簽證者。 
• 希望於開學以外的日期入學者，需先接受日本語程度測驗，如有符合程度的班級，方可安排中途插班。 
• 本優惠學費的期間計算方式：每月1日~月底 (含假日)。 
• 報名截止日為課程開始日1個月前。(如遇招生額滿,會提前截止報名日期) 

期間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入學金 15,000 15,000 15,000 
學費 66,000 132,000 165,000 

學費特別減免 ▲ 14,050 ▲ 27,850 ▲ 43,500 
教材費 8,250 8,250 8,250 
設施費 3,300 6,600 8,250 
合   計 78,500 134,000 153,000 

（留學簽證入學）費用表・課程開始日 

長期費用 
・ 左列為取得留學簽證者的費用。 
（報名不滿一年之課程者,請洽詢本中心。） 
・ 2017年度台灣/港澳永久性居民,特別享有長期入學金減免優惠。 
・ 報名時，請同時繳納報名費。 
・ 2018年4月以後的長/短期費用,請參照2018年度招生簡章。 

單位：日圓 



以全面提升日本語能力為目標,從初級程度起,提供各種選修課程。 
依據想加強會話能力、深度了解體驗日本文化、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等不同目標,有選修課可供選擇。 
• 本課程規劃從日本語程度零基礎到N3的班級,為期9個月課程。達到N3水平的學生,將改編制至升學課程,繼續完成學習。 
• 每班人數上限為15人的小班制。不僅與老師同學之間感覺更親近,輕鬆的氣氛,幫助學生能得到更細緻的指導是最大特色。 
• 每月初均有零基礎班的開課。（每年3月除外;開課日請參照第16頁的行事曆） 
• 最短可接受2週的報名。 

・每堂＝45分 
・本費用不包含教材費。教材費另外收費。 
・同時報名其他課程者，學費可享10%折扣優惠。 
・關於上課日期・時間・地點之安排，請洽詢本校。 

單位：日圓 

學校概要 
學校名： 
ISI ランゲージスクール京都 （預定）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區西之京兩町6－6 
入學諮詢：+81-(0)3-5960-1335  
 
從JR嵯峨野山陰線、円町站歩行約7分鐘 
最近機場：關西國際機場(KIX) 

一般日本語課程（一般日本語、日本文化體驗、會話、JLPT考試） 

個人課程費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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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數 1名 2～5名 6～10名 11名～15名 
1～20 6,800 6,400 4,200 3,100 
21~50 6,400 5,700 3,500 2,400 
51～ 5,700 5,300 3,100 2,000 

學校情報  
京都校(一般日本語課程) ※2017年7月開校 

留學簽證入學 

期間 6個月(20週) 9個月(30週) 

報名費* 22,000 22,000 
入學金 55,000 55,000 

2017年度 
長期入學金減免 ▲55,000 ▲55,000 

學費 390,000 585,000 
教材費 16,500 24,750 
設施費 16,500 24,750 
合   計 445,000 656,500 

一般日本語課程上課時間:平日  
※依據報到日的日本語程度測驗結果決定分班。(上限15人/班) 

所有程度 8：50～12：20（45分X4堂課/天） 

下午活動 各種活動均可報名參加 (*部份活動需自費) 

課程開始日 學習期間 申請截止日 

2017年10月10日 1年6個月 2017年5月1日 

2018年1月8日 1年3個月 2017年8月10日 

單位：日圓 

（留學簽證以外入學）費用表 
短期費用 
• 以下費用適用報名3個月以下之課程，或是持有日本居留簽證而不需留學簽證者。 
• 希望於開學以外的日期入學者，需先接受日本語程度測驗，如有符合程度的班級，方可安排中途插班。 
• 本優惠學費的期間計算方式：每月1日~月底 (含假日)。 
• 報名截止日為課程開始日1個月前。(如遇招生額滿,會提前截止報名日期) 

期間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入學金 15,000 15,000 15,000 
學費 78,000 156,000 195,000 

學費特別減免 ▲ 14,050 ▲ 27,850 ▲ 43,500 
教材費 8,250 8,250 8,250 
設施費 3,300 6,600 8,250 
合   計 90,500 158,000 183,000 

（留學簽證入學）費用表・課程開始日 
單位：日圓 

長期費用 
・ 左列為取得留學簽證者的費用。 
・ 2017年度台灣/港澳永久性居民,特別享有長期入學金減免優惠。 
・ 報名時，請同時繳納報名費。 
・ 2018年4月以後的長/短期費用,請參照2018年度招生簡章。 



其他住宿・機場接機簡介（東京・京都） 
住宿類型與費用簡介 
依據通勤可能範圍安排住宿。因有數種住宿類型，請同學事先告知需求。 
各種住宿的入寮手續受理時間不盡相同,關於住宿・機場接機説明,請參考第14頁。 
學校會於住宿安排確定後,通知學生相關細節。 

① 特約學生宿舎 
 ● 管理員定期巡視學生宿舎，可安心居住。 
 ● 以中國、尼泊爾、越南等東南亞學生居多。 
 ● 住宿費用較便宜。 
 ● 通勤時間：歩行20分～電車40分  
 ● 廚房・浴室・廁所共用。三餐自理 
 ● 附寢具,網路 

② 合租公寓（東京） 
 ● 較受歐美人歡迎。可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交朋友。 
 ● 客廳・廚房・浴室・廁所共用。 
 ● 附寢具,網路,三餐自理 
 ● 通勤時間：電車40～50分   
 ● 2人同時申請時，可代為安排雙人房。 

③ 週租公寓 
 ● 家具、家電齊全 
 ● 通勤時間：歩行10分～電車30分 
 ● 各房間有專用簡易廚房・浴室・廁所 
 ● 附寢具,網路,三餐自理 
 ● 2人同時申請時，可代為安排雙人房。 

④ 寄宿家庭 
 ● 可與日本人家族一起生活  
      含早晩兩餐,寢具,網路(視家庭使用狀況有異) 
 ● 通勤時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約40～90分   
 ● 最長12週（來日本以後,可視需要延長） 
 ● 過年期間（12/23-1/3）有追加費用 
 ● 需另外提交寄宿家庭申請書 

送達地點 接機方式 單程費（東京） 單程費用（京都） 備註 
學校 （東京） 

學校派員以交通車接送 18,000日圓 6,000日圓 

以下指定入寮日特別優惠： 
東京:6,000日圓  ; 京都:4,500日圓 
(東京請於下午2點以前抵達成田機場) 
2017年4月3・4日, 7月1・2日,10月8・9
日 ,2018年1月6・7日 

特約學生宿舍 

寄宿家庭 以大眾運輸工具接送 18,000日圓 18,000日圓 內含大眾運輸工具車資 

合租公寓 /週租公寓 以計程車接送 31,000日圓 10,000日圓 京都為共乘計程車車資 

機場接機簡介 （東京各校：成田／羽田   京都校：關西／伊丹） 
請於抵達日本的7個工作日前，告知抵達的日期／時間／航班編號。（請E-mail電子機票給本校。） 
接機專員會於機場的出關口等候。接機時間為：早上9點~晚上6點。其他時間的接機請事前向ＩＳＩ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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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學生宿舎 短期住宿費用表 （2週以上一學期未滿） 
以下為各種類型住宿費一覽表。 4週(28天27夜） 所有的住宿期間,最短須為2週以上(14天13夜)。 
光熱費已包含其中。 單位：日圓 

房型 類型 入寮費 設施費 清潔費 月租金 3個月合計 

單人房 
A  

40,000 30,000 10,000 

69,000 287,000 
B 60,000 260,000 

雙人房 
A 43,000 209,000 
B 42,000 206,000 

特約學生宿舎 長期住宿費用表 （一學期以上） 
以下收費不包含光熱費（水電、瓦斯費的總稱），請另外繳交。（毎月約8,000～10,000日圓） 

單位：日圓 

住宿類型 房型 入寮費／ 
事務手續費 費用 2週合計 4週(1個月)合計 

特約學生宿舍 
單人房 30,000 3,250 /日 75,500 121,000 
雙人房 20,000 2,600 /日 56,400 92,800 

合租公寓（東京） 
單人房 30,000 3,250 /日 75,500 121,000 
雙人房 20,000 2,600 /日 56,400 92,800 

週租公寓 
單人房 22,000 6,600 /晚 107,800 200,200 
雙人房 22,000 4,500 /晚 80,500 143,500 

寄宿家庭 單人房 22,000 5,300 /晚 90,900 165,100 



退款規定 
1. 關於學費 

・ 按照下述規定，扣除取消手續費後，退還剩餘金額。如已繳納金額少於取消手續費時，需補繳不足金額。 
・ 因抵日時間較晩，導致學習期間短縮時，未上課部分的差額不予退還。 

1.1 申請留學簽證來日者 
・ 無論是否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均需繳納報名費；報名費無論任何理由，均不予退還。 
・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申請後中途取消者，仍必須繳納報名費。  
・ 於不得已的情況，必須變更入學時期時，除了報名費以外的課程費用，可經由校長同意後，保留在一年内充當其他學期之課程費使用。 

 
1.2 

 
持短期滯在簽證來日者 

・ 報名後，未於期限内繳清全部費用者，若取消入學仍須按照下述規定辦理，並繳納取消手續費。 
・ 因抵日時間較晩，未上課部分的學費及設施費，會依照校内的課程進度，由學校判斷是否能夠允以保留在同一年度中，順延上課時間。 

 
 
* 課程開始的一週前為止，未能取得短期滯在簽證者，請務必與本校連絡。未聯絡者，不予退費。 

2. 關於住宿費 

    ・ 
報名課程後未於期限内繳清全部費用者，若取消入寮仍須按照下述規定辦理，並繳納取消手續費。 
入住後取消住宿者，不予退費。 
 

3. 關於接機費 

    ・ 因個人因素，導致未能如期搭上飛機，而需要於接機當日，臨時變更接機時間時，需重新申請，並再次繳納接機費。 
    ・ 因罷工或航空公司的問題，而更改或取消航班時，若接機人員已出發，則需重新申請，並再次繳納接機費。因此，非常建議加入旅行平安保險。 

4. 關於所有退費 
(1) 所有退款只接受書面申請。 
(2) 所有退款,學生需另行負擔退款時的銀行匯款手續費。（如採同一年度内學費保留時，則無銀行手續費之發生。） 
(3) 因學生的個人因素，有超額匯款之情事時，將扣除事務處理費（3000日圓）後，退還剩餘的超匯金額。 
(4) 銀行手續費退款申請恕不受理。 

      (本校於接受海外匯款時，須加收海外匯款手續費3000日圓(依據匯款國家不同有異)。匯款行的手續費由學生自行負擔。) 
(5) 退款將於退款手續完成後40天内，匯至指定帳戸裡。 
(6) 課程開始日即為學校設定的入學説明會之日期。（中途入學者的課程開始日為上課首日） 
(7) 因新年假期較長，1月新生如有任何需要變更或取消之事，請務必於12月20日前告知本校。 

  獲得「在留資格認定」通知後 開課後 

取消日 取得留學簽證前 取得留學簽證後、 
課程開始前 留學簽證被拒簽 課程開始日後 

報名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入學金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取消手續費 6,000日圓 6,000日圓 6,000日圓 - 

必要確認事項 返還本校「入學許可書」和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之正本 

返還留學簽證 
確認留學簽證尚未被使用 確認被拒簽的事實 原則上不予退費 

（以學校規定為準） 

  課程開始前 課程開始後 需要申請短期滯在簽證者(*) 
課程開始日前 課程開始日後 

取消日 課程開始日的     
2週以前 

1週間以上 
2週間未満 1週間未満 課程開始日後 短期滯在簽證被拒簽 課程開始日後     

取得簽證前 
入學金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所有費用 
（學費,教材費,設施費） 退還70％ 退還50％ 退還20％ - 全額退費 退還50％ 
取消手續費 6,000日圓 6,000日圓 6,000日圓 - 6,000日圓 6,000日圓 
備註 透過本校招聘，取得短期滯在簽證的學生，需將未使用的短期

滯在簽證退還ＩＳＩ。簽證已使用者，將不予退費。 
原則上不予退費 

（以學校規定為準） 確認被拒簽的事實 

  取消入寮 申請確定後變更入住期間 

取消日 預定入寮日的2週以前 １週以上，2週未滿 1週以内 預定入住日的1週以前 1週以内 

入寮費（事務手續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 - 

設施費,清潔費,月租金 全額退費 扣除半個月房租後，  
退還剩餘金額 

扣除１個月(4週)房租後，   
退還剩餘金額 

退還因期間變更，      
所產生的差額 即便產生差額也不予退費 

取消手續費 6,000日圓 6,000日圓 6,000日圓 6,000日圓 - 

備註     申請期間不滿１個月者，
不予退費。 

變更後，因入住期間延長等原因，導致費用增加時，
須補繳差額。 

  取消接機 變更接機時間 
取消日 預定抵達日的1週以前 1週以内 預定抵達日的1週以內 
接機費 全額退費 不予退費 不予退費 
取消手續費 3,000日圓 - - 
備註 取消回程的送機，以出國預定日為基準計算。 需重新申請，另行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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