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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車站是日暮里站。 可以乘坐JR、京成本線、日暮里・舎

人線，不論往東京市中心或是郊區的交通都極為便捷。搭乘京

成SKYLINER的話，日暮里到成田機場僅需花費36分鐘便可抵

達。

日暮里擁有城市再開發的現代景觀以及具有古典風情的商店

街「谷中銀座」，手作愛好者的天堂「纖維街」等等，是一個魅力

四射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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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14
東京都荒川區東日暮里6-39-12
TEL：03-3806-6102
●日暮里車站     走路10分鐘
●西日暮里車站 走路11分鐘
●三河島車站     走路5分鐘

本校本館

〒116-0013
東京都荒川區西日暮里2-54-4
TEL：03-3806-6106
●日暮里車站      走路4分鐘
●西日暮里車站  走路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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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給外國人留學生的職缺有很多嗎？QQ

教師寄語

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赤門會就業支援課程特徵赤門會就業支援課程特徵

松山　明 老師

在商務就業班中會學
習到「綜合日文」、「商務

日文」、「商務IT技能」。
不僅僅是日文學習，更能練習面試。課後
更能與職涯發展諮詢師進行個別面談等
等。學校將會全力支援同學的就業活動，
但最終能就業成功的關鍵是「獨立思考，
積極行動」。
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關於
商務就業班

設置配合各種不同需求的課程計畫以及全方位支援學生的留學生活。在日本求職時的事前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來幫助你完成挑戰！

日本的就業活動不論是日
程、甄選方式還是錄取標準

都非常的獨特。在理解日本獨特的就業活動的基
礎上，準備就業活動的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在赤
門會，會幫助學生徹底地進行自我分析以了解自
己的強項與價值觀，加上重複與職涯發展諮詢師
進行個別面談，將來的方向與職涯規劃也會一併
考慮進去。赤門會由衷地為在日本朝向自己的夢
想前進而挑戰的大家加油。

沈　初蓮 老師

關於
就業支援活動

最重要的是提升日文程度！

為了在日本公司工作時能
順利沒有障礙，加強日文能

力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使用日文學習教材之外，
更活用新聞等教材增加字彙量，培養思考、判斷
以及表達能力。並透過實際練習來學習敬語。並
且日文能力不僅僅在學習上，連在生活上、工作
上也需要隨時注意身為社會人的言行舉止並養
成主動解決問題的態度。

宮本 優子 老師

關於
商務日文

外國人在日本就業需要什麼?外國人在日本就業需要什麼?

近年來因為日本人力短缺，導致了勞動市場對於人材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外國人目前在日本就業變得比以往容易。雖然如此
想要成為企業的正式員工絕非易事。為了不在求職路上後悔，除了加強日文程度，就業活動的事前準備也非常重要。
赤門會擁有許多以留學生為對象的職缺以及就業相關資訊。

就業活動的重點為何？QQ
在日本就業，首先必須理解日本的就業活動是十分獨特的求職方式。需要了解就業活動的流程、日程計畫、企業對
於應徵者的潛力、人品等等的招募重點，並準備自我分析、履歷書、筆試、面試等等不同的甄選方式。另外業界研
究、企業研究、收集徵才資訊等等也非常重要。
赤門會全面支援同學在就業活動中的每一步。

就業所需的日文程度為何？QQ
有JLPT N1程度是最好的，許多企業則要求N2以上的日文程度。雖然也有以N3的程度在技術
性或外資企業就業成功的案例，但是仍然需要學習日本獨自的商務禮儀以及文化，以免在應
聘時不小心做出失禮的舉動。
就業後，不僅漢字、語彙、文法等等日文基礎能力，商務日文、禮儀等等在商務環境中需要的溝
通能力也是企業所重視的部分。
在赤門會可以學習到在日工作所需的知識、技能。

就業專班劃分為「以所有業界為對象的商務就業班」與「以服務業為目標的職務體驗班」兩種。本班每年取得預備錄取率高達90％。本班課程內
容包含綜合日文、商務日文、商務禮儀、商務IT技能、由外部專家提供相關特別講座，另外由具有國家資格的職涯發展諮詢師進行個別面談藉以
輔導學生如何找工作、修改履歷書、進行面試練習及自我分析等，以學生的職涯規劃為重點來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另外通過舉辦校友會、追蹤就業後的狀況、支援轉職需求等等,以中長期的觀點來協助學生規劃職涯。

接納留學生的合作公司超過50間，針對留學生的人力資源公司也有15間以上，由上述公司提供的職缺每年平均超過200件。其他針對於外國
人的企業徵才說明會、企業實習資訊等等也非常豐富。

在一般日語班接受日文課程以外，更一邊接受就業輔導，學習所需技能，並以自己的節奏進行就業活動。可以接受來自職涯發展師的建議指導以及
取得相關就業活動資訊。而履歷書的修改以及面試練習僅提供一次。欲接受更全面的支援，若通過校內甄選，可轉入就業專班。

學校也會協助學生取得新設立的簽證 - 「特定技能」的工作。開發與學生就業需求相關的新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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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不同需求而設置的課程

■提供豐富的職缺以及就業相關資訊

由具國家資格認證的職涯發展諮詢師進行個別面談，輔導學生如何找工作，如何修改履歷書，進行面試練習及自我分析等。

■專業的職涯發展諮詢師提供個別的求職支援

備有距離學校或是車站相對較近，租金較優惠的學生宿舍多達30間以上。提出申請的學生均能被安排入住。

■學生宿舍

在日就業需具備那些條件？QQ
以就業為目的的在留資格(簽證有許多種類，但一般來說在日本企業就業取得的在留資格最多的是「技術‧人文知識‧國際
業務」。以工作性質來說，有機械工業等等的技術人員、系統工程師等等的工程師，企劃、行銷業務、會計等等的文職，英語班
等等的外語教師、口譯‧翻譯人員、設計師等等。而申請這種在留資格的主要條件為：

❶畢業大學的專攻科目與將要從事職務所需的知識相關，或是受過與大學畢業同等或以上的教育。(包含短期大學與研究所)
❷已修畢日本專門學校之專門課程並且該專業需與將要從事職務所需的知識相關(限取得「專門士」、「高度專門士」稱號者)
❸有從事該職務10年以上(包含於大學、高等專門學校、高中、中學教育學校的後期課程或專門技術，專攻該技術或相關知識
科目之期間)的實務經驗。

「特定技能簽證」是新設立的在留資格。這是為了應對嚴重人力不足的14種行業而以相對輕鬆的條件來引進外國人的制度。
條件是需要一定程度以上的日文能力以及通過個特定產業的檢定考試。
赤門會強力支援以取得「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簽證」、「特定技能簽證」為目標的學生。

在日本以換工作的方式來為自己的經歷加分的情況很常見？QQ
近年來日本的就業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透過換工作來為自己的經歷加分的情況也逐年增加。
隨著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人數的逐年增長，外國人才的轉職市場也變得非常活躍。憑著職歷和
技能，進入容易接受轉職並有升職空間的外資企業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赤門會以中長期職涯規劃的觀點來幫助學生進行包含外資企業在內的各種就業活動。即使畢業
後也能通過商業班校友會的人脈接收轉職活動的有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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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專班

其他課程

一般日語課程(就業取向)

商務班校友會 發表 個別面談



就業專班之課程計畫

課程計畫分為全方位支援就業活動的就業專班以及依照自己的節奏進行就業活動的一般日語班的就業課程計畫，能彈性配合各種不同目的的學習者。

就業課程概要・學費就業課程概要・學費

一般日文課程(就業取向)之課程計畫

入學條件：N2程度・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者)

本課程的基礎班注意均衡培養「聽、說、讀、寫」四項語言技能。
日文中級程度以上且希望就業的學生能選讀重視表達能力的日文班，以鍛鍊對就業活動有幫助的日
文能力。

定期舉辦「就業支援登記會」，隨時提供就業相關徵才說明會資訊以及職缺資訊。

可以選修就業專班的部分課程。例如：商務IT技能、由外部專家提供相關特別講座。

可與擁有國家資格的職涯發展諮詢師進行個別面談。

商務就業班

本班不論專業以所有希望就業者為對象。設置能成功就業以及就業後能
立即運用在工作上的課程計畫。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本班以希望從事服務業的求職者為對象。服務業指以提供訪日外國人的販售‧服務產業為主，例如：
旅館‧飯店、機場服務、免稅櫃台、百貨公司、OUTLET、觀光諮詢服務處等等。利用平日下午或是週末
假日實際到現場進行職務體驗，一邊運用學校所學的日文，一邊透過實際工作學習所需商務技能。

・特別重視書寫以及會話溝通技巧，培養日文的綜合使用能力。
・加深對日本社會的理解。
・培養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交涉等工作所需技能。

達到N2程度所需時間 從N3開始：約6個月 從N4以下開始：約9個月～12個月

學費

入學時期：4月 or 10月

入學時期：1・4・7・10月

於本國學習至N2程度

於赤門會學習至N2程度

一般日語班

就業

就業一般日文課程(就業取向)

商務就業班
or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學習期間：6個月～1年

入學時期：1・4・7・10月 學習期間：6個月～24個月

入學條件：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

選考料

入學金

學費

特別支援費

施設維持費

合計（6個月）

商務就業班
授課期間：6～12個月

共同課程內容

綜合日文
・學習工作所需基礎知識、敬語、接待客人等所需日文。
・培養工作上對內或是對外的溝通能力。

商務日文

上午

・以工作時所需的案件為例熟悉日文版的Microsoft Office軟體
  學習（Word・Excel・PowerPoint）的基本使用方式。

商務IT技能
例如：求職西裝研討課、勞動契約書的確認方法、稅務研討會、
社會人基礎知識講座等。

由外部專家提供相關特別講座
下午

・由具有國家資格的職涯發展諮詢師輔導如何找工作、如何修改
履歷書、練習面試、進行自我分析等。

班別課程內容

就業訓練
・由合作的大型人力資源公司Hito-Communications支援就業
所需的技能學習，例如：製作應徵文件、練習面試、販售‧服務產
業所需之溝通技巧等。

就業訓練

下午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授課期間：6個月

20,000日圓（僅一回）

60,000日圓（僅一回）

20,000日圓（毎半年）

355,000日圓（毎半年）

80,000日圓（僅一回）

535,000日圓

345,000日圓（毎半年）

無

445,000日圓+選修課費用

一般日文課程(就業取向)
(一般留學課程)

授課期間：6～24個月

※需要通過商務班的入班考試

商務就業班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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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會話的日文班」

■「就業支援登記會」

■「選修課」（費用另計）

■「就業訓練」

 而履歷書的修改以及面試練習僅提供一次。欲接受更全面的支援，若通過校內甄選，可轉入就業專班。

研討會

模擬面試

IT授業風景

会話練習



就業實績 關於在日工作及生活

關於就業活動

許多畢業生進入不同的日本企業並正活躍於職場上。

■就業專班就業實績(2019年3月畢業生)
就業實例

就業實績與畢業生寄語就業實績與畢業生寄語

・羽田空港サービス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GameWith
・株式会社共同設計事務所
・藤田観光株式会社
・ハナ銀行　東京支店
・株式会社DAC
・大成ロテック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ヒト・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住友林業ホームサービス株式会社
・東急ステイサービス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ビリビリ
・斗山重工業ジャパン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女性医療研究所
・株式会社Vカレンシー　　　　　等

就業專班中，毎年高達有90％以上的學生順利在日就業。其中包含各大企業以及各種不同的業界。
一般日語課程中的畢業生成功就業的人數每年超過100人。

進行就業活動時是以飛機或是汽車的工程師為
目標，最後取得位於大阪的汽車零件製造商的
預備錄取並決定入職。在赤門會的商務就業班會
練習敬語、運用角色扮演的方式練習如何向企業
預約面試、在公司搭電梯遇到上司時該如何對應等
等，完整細膩的商務禮儀課程對工作非常有幫助。另
外是商務IT技能的課，加深了我對Word、Excel等軟體

上的運用能力。
就職支援的老師也推薦我一些對就業活動有幫助的書籍並且提供許多就業資
訊，在我的求職路上發揮了很大的功用。今後想在日本就業的赤門會的同學們，
請不要想太多，做就對了。就算遭受失敗，也會對你的未來有幫助。

Calvin Sutrisno Kertadjaja 同學
【印尼】

汽車零件製造商 就業

就業專班 就業成功者

入學時：N4程度
在學期間：2年

進行就業活動時，總是請商務班老師幫忙確認
我的履歷書，對我來說非常的有幫助。此外，模
擬面試是在上課時間以外，大約一週請老師幫
忙練習1-2次、藉以習慣實際面試時的緊張感並
熟悉回答方式。從準備履歷書開始到取得預備錄
取讀這一段期間，雖然歷經多次失敗，但是只要能
理解這是在日進行就業活動時大家都會遇到的狀
況，就能比較釋懷。

再來就是面試時請展現充分自信，那麼我相信會比較容易合格。有些同學準備
面試到非常完美的境界才開始去面試，但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成功。因此我認為
就算尚未準備的完美也應該多爭取面試的機會。因為時間是不等人的，比起一
開始就準備地很完美，不如直接在面試時直接實踐反而是成功的要件！  

李 嘉欣 同學
【中國】

食品公司 就業

入學時：N2程度
在學期間：1年

入學時：初學者
在學期間：1年

就業專班 就業成功者

日本的服務業口碑很好，我的個性也十分適合服
務業，因此一開始就決定要找服務業的工作。
剛進赤門會時，其實我是在一般日語班級中就讀，
但是後來想在日本就業的想法越來越強烈，因此參
加了商務班的校內考試，順利合格後就開始在商務
班學習。在商務班學習到了就業活動時會用到的技巧、
單字、表現方式等等，所有的課程內容都很實用，我原先

並不擅長用日語表達，但是經過訓練後，學習到的東西已經內化成我的知識技能，
現已能夠運用自如。在新加坡的求職面試是一個非常輕鬆能夠表達自己的環境，而
日本的面試官則讓人感覺比較少開玩笑或是比較不會講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我
想若是我沒有先到商務班接受訓練就直接就業的話，可能會犯很多錯誤而不自
知。因此，我推薦商務班給所有想在日本就業的人！

劉 俐敏 同學
【新加坡】

服務業 就業

入學時：N2程度
在學期間：1年半

入學時：N2程度
在學期間：6個月

入學時：N2程度
在學期間：１年

就業專班 就業成功者

第一次要在公司接電話、跟客人交換名片、上
茶的時候，前輩說「總之先做做看。」我就想起
在赤門會學習到的，雖然做的並不是很完美，
但是前輩卻稱讚「你很棒耶，明明是外國人卻
知道日本的禮儀。」
之前也跟東京都、神奈川縣等日本縣市團體
合作，共同於ITF台北國際旅展出展。以往這個
項目主要都是由資深員工擔任，但這次讓我
這個資歷尚淺的菜鳥來負責，期間得到許多人

的幫助以及配合，才順利地完成了出展的任務。往後也希望能夠與不同的人
相互配合，藉此挑戰新的任務。
平日常常需要加班，因此週末的時候通常會安排一天「居家」，另一天則「外
出」。「居家」時就悠閒地度過，做做家事。「外出」時，則跟朋友相約出遊或是
參訪神社、寺廟收集御朱印。每3個月會安排一次旅行，算是給自己的獎勵。
不論是工作或是私生活希望都能取得良好平衡，為了自己的人生繼續努力。
給學弟妹：將目標決定好，全力邁進！

郭 鈺勤 同學
【台灣】

廣告公司 就業

就業專班 畢業生

我來日本的目標就是想要在日本就業。但
是因為日文程度不夠，所以決定先到日本
語學校學習日文。
在就業活動時的面試，有時候表達得不是
很好，但是由於有在學校學習，日文程度提
升得很快，最後也終於順利取得預備錄取。
取得預備錄取時我的程度已經達到N2。進行
就業活動時，我從商務班老師那邊得到了一些

技巧，例如：寫履歷書以及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公司，這些對我的求職
路有莫大的幫助。
最後，由衷的希望大家能夠找到合適自己的公司，加油。

周 子元 同學
【台灣】

IT產業 就業

一般日語班 就業成功者

飯店・旅行・航空

IT・遊戲・WEB

製造商

娛樂

貿易商

不動產・建築業

14

8

7

6

5

4

4

4

4

3

5

64

業界名

金融・會計

廣告・展覽會相關

人材派遣

教育

其他

合計

業界名 内定者数内定者数

【香港】

黎 正嵐  同學
道路鋪設工程公司 就業

2020年3月畢業生
入學時：N3～N4
畢業時：N1
在學期間：1年6個月

●希望就業的業界、職務為何？ 　    建築業・運輸業。
●總共應徵了幾間公司？ 　               10間。
●在日本求職的理由是？
　日本企業給我一種會專門研發屬於自己的技術並且改進的印象。加上日本擁有許多獨家技術與管理方法，
　若是可以進入日本公司工作，也能好好的鍛鍊我的專業。
●請分享當初剛進赤門會時的班級與日文程度為何？
 　一般日語班、JLPT N3～N4左右。
●請問現在的的班級與日文程度為何？
　商務就業班、JLPT N1合格。
●在商務班課程內容中印象最深刻，將來對你最有幫助的課程內容是？
　商務日文。我錄取的是建築相關產業，雖然使用敬語的機會跟其他業界比起來可能會少很多，但是在商務
　日文課中學習的表達方式以及個案分析能讓我在工作時派上用場。其實我已經將在課堂中學習到的表
     達方式實際運用在兼職工作中。
●進行就業活動時，特別感到辛苦的地方是？
　其實日本的就業活動對留學生來說真的非常辛苦。特別是要用日文面試。我剛開始求職時應徵了不少家公司，
　但是全部都失敗了。不過我並沒有放棄，反而將每次面試的機會當作訓練膽量、培養迅速反應問題以及
　鍛鍊說話方式的機會，最後終於被錄取。
●在日本的就業活動跟母國相比最不同的地方是？
　在日本求職時的面試次數比在香港時多，另外是就算是相同的問題，也必須要因應不同的公司來修正回答
　的內容。這樣才能令對方留下印象。
●你認為就業成功的關鍵是？
　必須要清楚理解自己是外國人，要跟日本人在同一個產業中競爭而脫穎而出的機率不高。因此需要找出日
　本人普遍的弱點，而弱點正好是你的強項。例如：英文、你的母語、在其他國家的工作經驗等等。然後找出重
　視你擁有的強項的公司去應徵。自己需要積極行動之外，可以善用赤門會提供的就職支援服務。
　每當遇到失敗不要氣餒，找出失敗的原因並且改善，相信自己會做得更好，這樣就能維持繼續努力的動力。

畢業生訪談 成功關鍵：展現自己的強項。

我目前在APP遊戲公司工作，擔任遊戲翻
譯，在赤門會學習的文法、漢字、語彙對這個
工作非常有幫助。我身處一個外國人很多的
工作環境，因此平時使用英文或是簡單的日
文溝通的情況比較多。而在赤門會學習到
的正規日文在要請同事幫忙或是跟上司談
話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從上班第一天開始每天都需要使用
EXCEL或GOOGLE試算表，並以在赤門會學

習到的技能為基礎，自己再「查詢、試做、導入」，成功的完成自動化處理，
因此我的工作不僅僅是被採用的遊戲翻譯，在其他許多工作上我都能發
揮所學。
假日我通常會在家裡玩遊戲，或是與朋友同樂。有時家人來日本探視我
時則會一起出門旅行。擁有自己的生活是我排解壓力的一種方法。想要
長期工作下去的話，要適時的轉換心情。期許大家都能擁有自己的生活。

Acebes Munoz Javier 同學
【西班牙】

APP遊戲公司 就業

就業專班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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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課程簡介 
 

 

●報名時間  

 ※額滿立即截止。 

●課程所需時間 

6 個月～2年 

由於日本語學校的畢業時期是每年的 3 月份，所以以升學為目標的同學將會在每年的 3 月畢業，以銜接畢業

之後升學的學校，課程所需時間如下： 

4 月開學 7 月開學 10 月開學 1 月開學 

1 年或 2 年 1 年 9 個月 1 年 6 個月 1 年 3 個月 

●報名資格 

・高中畢業，基礎教育滿 12年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 

・認真學習，擁有學習日文的高度意願 

●選考方法 

(1)書面選考  (2) 面試（視情況舉行） 

●學費                                                                       單位：日幣 

 ※學費包含教科書、講義、稅金。             

 

 

4 月開學 7 月開學 10 月開學 1 月開學 

9 月 1 日～10 月下旬 12 月 1 日～2 月中旬 3 月 1 日～5 月上旬 6 月 1 日～8 月中旬 

 繳 納 時 期 費 用 細 項 

繳 納 金 額 

2 年 1 年 9 個月 1 年 6 個月 1 年 3 個月 

第一年度 

申請時 報名費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簽證許可核發時 

入學金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學費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小計 425,000 425,000 425,000 425,000 

開學約 5 個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小計 365,000 365,000 365,000 365,000 

第一年度合計（含報名費） 810,000 810,000 810,000 810,000 

      

第二年度 

開學約 11 個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６個月分）345,000 （3 個月分）172,500 

設備維持費 （６個月分）20,000 （６個月分）20,000 （６個月分）20,000 （3 個月分）10,000 

小計 365,000 365,000 365,000 182,500 

開學約 1 年 5 個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45,000 （3 個月分）172,500   

設備維持費 （６個月分）20,000 （3 個月分）10,000 

小計 365,000 182,500 

第二年度合計 730,000 547,500 365,000 182,500 

      

各課程的合計（含報名費） 1,540,000 1,357,500 1,175,000 992,500 

Ⅰ 一般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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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 

4 月開學 10 月開學 

9 月 1 日～1 月上旬 3 月 1 日～7 月上旬 

※額滿立即截止。 

●課程所需時間 

4 月開學 10 月開學 

2 年 1 年 6 個月 

●報名資格 

・高中畢業，但因母國學制關係高中為止的基礎教育年數達 10年以上未滿 12 年 

・認真學習，擁有學習日文的高度意願 

●選考方法 

(1) 書面選考   (2)面試（視情況舉行） 

●學費                                                                     單位：日幣 

 

 

 

 

 

 

 

 繳 納 時 期 費 用 細 項 

繳  納  金  額 

2 年 1 年 6 個月 

 

第一年度 

申請時 報名費 20,000 20,000 

簽證許可核發時 

入學金 60,000 60,000 

學費 （６個月分）365,000 （６個月分）36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20,000 

小計 445,000 445,000 

開學約 5 個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65,000 （６個月分）36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20,000 

小計 385,000 385,000 

第一年度合計（含報名費） 850,000 850,000 

    

第二年度 

開學約 11 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65,000 （６個月分）36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20,000 

小計 385,000 385,000 

開學約 1 年 5 個月後 

學費 （６個月分）365,000  

設備維持費 20,000 

小計 385,000 

第二年度合計 770,000 385,000 

    

各課程的合計（含報名費） 1,620,000 1,235,000 

Ⅱ 準備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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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 

4 月開學 10 月開學 

9 月 1 日～11 月中旬 3 月 1 日～5 月下旬 

●課程所需時間 

6 個月～1年 

●報名資格 

・4年制大學畢業(不限就讀專業)。 

・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N2以上程度。 

●就業目標 

・商務就業班：不限業界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服務業(旅館、機場服務、免稅櫃台、百貨公司、Outlet、觀光諮詢服務處等等) 

●選考方法 

・商務就業班： 

(1) 書面選考 (2) 筆試 (3) 面試 

※筆試與面試，將於入境日本後舉行。日文程度未達標準的情況下，先轉至一般留學課程就讀。半年後(就讀

中級 1以上班級)，重考並合格的情況下，能夠轉至商務就業班就讀。 

・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1) 書面選考 (2) 第一次面試(檢測是否適合從事服務業、日文會話能力等) 

(3) 筆試   (4) 第二次面試 

※書面選考與第一次面試，將於申請課程時先舉行。合格的話，就確定可以入讀職務體驗・就業支援班。 

  為因應日文程度來分班，開學時將會舉行筆試以及第二次面試。 

●學費                                                                                   單位：日幣 

 繳 納 時 期 費 用 細 項 
繳 納 金 額 

在學 1 年 

第一年度 

申請時 報名費 20,000 

簽證許可核發時 

入學金 60,000 

學費（6 個月分） 355,000 

設備維持費（6 個月分） 20,000 

特別講座支援費 80,000 

小計 515,000 

開學約 5 個月後 

學費（6 個月分） 355,000 

設備維持費（6 個月分） 20,000 

小計 375,000 

第一年度合計（含報名費） 910,000 

 

※持留學以外的簽證就讀就業支援班的情況，則免收選考料（即報名費）。 

 

 

 

Ⅲ 就業支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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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時間 

4，7，10，1 月 

開學前約 1 週前截止報名※ 

※根據報名情況的不同，報名時間有可能提早截止。 

●課程所需時間 

3 個月～ 

●報名資格 

・能夠自行取得簽證者(打工度假簽證、家族滯在、配偶簽證等)、或者能夠取得短期滯在(落地簽)者 

・有學習日文意願者 

●選考方法 

(1) 書面選考（視情況舉行） 

●學費 

入學金： 15,000日幣(新規申請者) 

學  費：180,000日幣(每 3 個月） 

合  計：195,000日幣(接著下一學期續讀的學費為 180,000 日幣) 

※包含教材費。 

   ※開學前一個工作日之前取消入學，將收取取消費用。 

   ※重新申請入學視同為新規申請者。 

 

 

●報名時間 

1～12月入學(根據每年情況不同，有可能有未開課的月份) 

開學前約 1 週前截止報名※ 

   ※根據報名情況的不同，報名時間有可能提早截止。 

   ※詳細時程表請前往赤門會官網查詢。 

●課程所需時間 

3 個星期～ 

●報名資格 

・能夠自行取得簽證者(打工度假簽證、家族滯在、配偶簽證等)、或者能夠取得短期滯在(落地簽)者 

・有學習日文意願者 

●選考方法 

(1) 書面選考（視情況舉行） 

●學費 

學  費：70,000日幣(3週，詳細日數請前往赤門會官網查詢） 

   ※包含教材費。 

    

 

 

 

Ⅳ 短期聽講課程 

Ⅴ 三週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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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退費規則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不核准的情況〉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不核准的情況〉 

扣除選考料後，其餘全額退費。 

〈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核發後、卻不前往領事館或交流辦事處辦理留學簽以及不前往日本的情況〉 

務必返還入學許可書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學校確實收到之後，扣除報名費與入學金，其餘全額退費。 

〈已經向領事館或交流協會申請簽證卻被拒簽不能其往日本的情況下〉 

務必將入學許可書歸還給學校以及進行「領事館或交流協會拒絕發行簽證的確認」。確認後，學校將扣除報名費與

入學金，其餘全額退費。 

〈取得簽證，卻在來日本前決定不就讀的情況下〉 

務必將入學許可書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歸還給學校以及進行「簽證尚未使用並已失效的確認」。確認後，學校將

扣除報名費與入學金後，其餘全額退費。 

〈來日本入學後，中途退學的情況下〉 

（1）報名費、入學金、以及設備維持費將不退費。 

（2）學費的部分，就算就讀未滿 6 個月，剩餘的學費也無法退費。 

此外，關於第二年的部分，若退學時還留有 6 個月以上的課程時，會退還 6 個月的學費；若退學時還留有 3~5 個月

以上的課程時，則退還 3 個月的學費。欲退學的同學在提出退學申請表後，2 週內必須離開日本並將持有的留學簽

證作廢回國，確認已經歸國後 2 週內會退還學費。 

 

(1)繳納學費後，到開學日前一個工作天決定取消入學的情況下，會收取取消費用 15,000日幣，剩下的部分退還。 

(2)開學日後取消的話，不論原因恕不予退費。 

 

(1)繳納學費後，到開學日前一個工作天決定取消入學的情況下，會收取取消費用 10,000日幣，剩下的部分退還。 

(2)開學日後取消的話，不論原因恕不予退費。 

 

 

 

取得留學簽證的情況【一般留學課程、準備教育課程、就業支援課程】 

 

不須取得留學簽證的情況【短期聽講課程】 

 

不須取得留學簽證的情況【三週體驗課程】 

 

※退費手續費請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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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報名資料 

 

 

●需繳交書面資料一欄表 

申請者報名所需資料 注意事項 

① 入學願書 學校格式  

② 履歷書、留學理由書 學校格式  

③ 最終學歷畢業證明書   

④ 在學證明書或預計畢業證明書  申請人還是學生的情況下，需提交。 

⑤ 日本語學習證明書  請提交。至少 150 小時的學習時數證明。 

⑥ 日本語能力證明書  如有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合格的情況下，請提交合格證與成績單。 

⑦ 留學時的在籍、成績出席證明書  有日本留學經驗者需重新申請，文件發行日為 3 個月以內 

⑧ 戶籍謄本(出生證明)  戶籍謄本：不省略記事 / 出生證明：出世紙 

⑨ 護照副本  個人資訊及有簽名的頁面。 

※若曾經到過日本，則需要有日本出入境章的所有頁面。 

⑩ 證件照(3cm*4cm)  3 個月內未使用過 無背景正面照  電子檔可 

經費支付人需要提出之資料 注意事項 

① 經費支付書 學校格式  

② 銀行存款證明  換算後 200 萬日幣以上的存款。發行日期為 3 個月內。 

③ 身元保証書 學校格式  

④ 納稅證明書或收入證明書  年收約 200 萬日幣以上，最近一期的證明書。 

⑤ 商業登記證  個人/公司經營：商業登記證(需包含公司名以及負責人姓名) 

【注意事項】 

 ※書面資料為日文或英文以外的語言，需要付日文或英文翻譯。（可由本人自行翻譯） 

 ※申請者本人為經費支付者的情況下，需要另外一位親屬擔任保證人。 

 ※根據申請者以及經費支付人的情況，有可能要求追加其他文件。 

●學校報名表範例 

入學願書                   履歷書 

        

 

 

 

 

 

 

 

 

 

 

 

 

取得留學簽證的情況【一般留學課程、準備教育課程、就業支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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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付書                     身元保證書 

 

 

 

 

 

 

 

 

 

 

 

 

 

 

 

 

 

 

●需繳交書面資料一欄表 

✓ 短期生・聽講生 入學願書 

✓ 證件照（3cm x 4cm）2張  3 個月以内 

 

●學校報名表範例(短期聽講課程) 

 

 

 

 

 

 

 

 

 

  

 

       

 

                           

 

 

不申請留學簽證的情況下【就業支援課程、短期聽講課程、特別短期課程】 

✓ 護照影本 

✓ 在留卡影本（正反面。持有者才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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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入學申請程序 

 
 

 

 

 

 

 

 

 

 

 

 

 

 

 

 

 

 

 

 

  

 

 

 

 

 

 

 

 

 

 

 

 

 

 

 

 

課程諮詢 

開學前約 4~5個月 

※準教約 3個月前 

 

繳交報名費 

開學前約 1.5 個月 

※準教約 1 個月前 

(有可能出現延遲的狀況) 

開學前約 5~6 個月 

※準教約 4 個月前 

 

領取入學許可證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提交報名資料 

入學 

繳交學費 

若有需要職員將進行再次提問，以及資

料的修改。 

於領事館或交流協會申請簽證 

職員對於提出的報名資料，進行提問，

以及資料修改，有可能需要提交追加的

資料。 

若有需要職員將進行再次提問，以及資

料的修改。 

課程諮詢 

 

提交報名資料 

 

繳交學費 

入學 

收到入學許可書及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後，必須立即前往所在地的領事館或交

流協會申請並取得留學簽證。 

取得留學簽證的情況下【一般留學課程、準備教育課程（以下，略稱為準教 ）、就業支援課程】 

校內審查 

審查結果公布 

不申請留學簽證的情況下【短期聽講課程、特別短期課程、就業支援課程(必須通過選考以及入班考試)】 

開學約 2 週～1 個

月前(有可能因課

程不同有時間差) 

提交入國管理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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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學生宿舍簡介 

30 多間宿舍大多分布在離學校 5 分～40 分左右的距離。申請時會詢問希望入住的房型志願，但也有可能被分配到

非志願的房型或地點。較多人申請或學校自有的學生宿舍沒有空房時，會安排與學生宿舍條件接近的民營宿舍(5 萬～

6 萬不等依照分配結果有變動的可能)，申請人數過多時有可能無法分配到宿舍，請諒解。（會盡量安排地理位置、費

用等條件相近的宿舍。） 

 

●赤門會主要學生宿舍簡介與房租 

※手續費¥30,000、押金¥30,000。退宿 30 天以前提出申請，且房屋無損壞，屋內備品無丟失的情況，保證金會返還。 

 ※在留資格認定書下達後，請和學費一起支付。宿舍的支付金額為手續費＋押金＋暫收 3 個月房租，宿舍分配後若

有產生差價將會另外通知。第二期開始的房租請以現金到學校繳納。 

 

●其他費用 

寢具組合（床墊、床單、枕頭(套)、棉被、被單）※ ¥8,000(依照申請時期為準) 

水電瓦斯費 約 ¥5,000～¥10,000／月 

退寮時的清掃費 ¥2,000 

 ※自己帶寢具的學生不需要繳交寢具費用。但是由於體積龐大不易攜帶，因此十分推薦購買。需購買的同學，在填 

 寫宿舍申請表時，需一併申請。來日後再到學校窗口用現金繳費。 

 

●赤門會學生宿舍的設備 

共有區域 淋浴間、廁所、微波爐、小廚房、投幣式洗衣機 

房間内 Wifi、空調、冰箱、床架、桌子、椅子 

 

●學生宿舍的申請時期 

在留資格認定書下達之後立即申請。（分配宿舍時不以申請時間的先後順序為準。而是集齊全部申請單之後， 

根據實際的空房情況等，綜合考慮分配。） 

   ※因應每期狀況不同，有可能申請不上宿舍。 

 

 

宿舍名 員額 房間類型 
房租 

（月額） 

入住前需支付金額※ 

（手續費＋押金＋3 個月房租） 
到學校所需時間 

東尾久寮 188 
雙人房 ¥40,000 ¥165,000 到兩校區均為騎腳踏車 15 分

鐘以內 單人房 ¥60,000 ¥240,000 

日暮里寮 
57 單人房 ¥45,000 起 ¥195,000～¥219000 步行到本校 3〜4 分鐘 

步行到日暮里校 6〜7 分鐘 22 雙人房 ¥40,000 ¥180,000 

南公園寮 27 單人房 ¥50,000 ¥210,000 到兩校區均為步行 10 分鐘 

東日暮里寮 

(別館) 
11 單人房 ¥53,000 ¥219,000 

步行到本校 1 分鐘 

步行到日暮里校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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