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暑假 日本姐妹校舉辦短期研習活動一覽表 

校名 西南学院大学 福岡大學 

研習時間 2017.06.26 ~ 07.27 2017.07.26 ~ 08.10 

研習費用 16 萬 2000 日幣 

*Tuition fees, textbook fees, accommodation fee, rental futon 

fee, field trip to Dazaifu and a two-day field trip in/near Kyushu 

area are included. 

*Air fare, meals, accident and medical insurance fee are not 

included. 

*Field work fees (around 3,000 JPY) are not included.    

15 萬日幣 

(including program fee and accommodation fee) 

The details about payment will be sent to applicants by email after they get 

the participation permission. Applicants should follow the direction and 

complete the remittance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May(undetermined). 

宿舍 西南学院大学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ハウス 福岡大學留學生會館 梅林 

報名方式及申

請資料 

STEP1：同學自行線上報名 

※線上報名 Password:summer2017。  

STEP2：線上報名之後請備齊以下文件交給助教， 

       助教再統一寄到日本。 

  (1) 家長同意書 (請下載) 

  (2) 英文版在學証明書（至野聲樓刷學生證申請） 

  (3) 護照影本 

     (請先確定護照期限是否完整包含在日本的期間) 

  (4)  2 吋照片 2 張 

請備齊以下文件交給助教，助教再統一寄到日本。 

(1) 家長同意書 (請下載) 

(2) 日方申請表 (請下載) 

(3) 護照影本 

    (請先確定護照期限是否完整包含在日本的期間) 

研習內容 

參考網址 

(請下載) (請下載) 

日文系收件截

止日 

2017 年 1 月 20 日 

 (若日方名額已滿則無法參加，故須提早完成報名) 

2017 年 1 月 20 日 

 (若日方名額已滿則無法參加，故須提早完成報名) 

備註 1. 機票、保險（海外旅遊平安險）、護照等自行處理。 

2. 活動結束後須繳交研修報告，並列為畢業離校條件之一。 

3. 報名時需繳交保證金 1000 元，保證金於返國繳交研習報告後退還。 

4. 報名後若欲取消，需按照日方退費標準處理。 

5. 確認錄取後需繳交英文版海外旅遊平安險證明。 

6. 系上於 5 月底舉辦行前說明會，請務必參加。 

 

https://www.seinan-gu.ac.jp/eng/summer_program/application_fee/japanese_program.html
http://wh01012@docs.jp.fju.edu.tw/pdf/sister%20school/Parental%20Consent.doc
http://wh01012@docs.jp.fju.edu.tw/pdf/sister%20school/Parental%20Consent.doc
http://wh01012@docs.jp.fju.edu.tw/pdf/sister%20school/2017%20%20Fukuoka%20summer%20program%20application%20form.pdf
http://wh01012@docs.jp.fju.edu.tw/pdf/sister%20school/2017%20%20Fukuoka%20summer%20program%20application%20form.pdf
http://www.seinan-gu.ac.jp/eng/summer_program/application_fee/
http://wh01012@docs.jp.fju.edu.tw/pdf/sister%20school/2017%20Fukuoka%20summer%20program.pdf


2017 年赴日本桃山學院大學夏季研習活動招募事宜 

研習地點 日本桃山學院大學 

研修期間 106 年 7 月 1 日～7 月 22 日(如要考日檢同學，可改為 7 月 3 日赴日，但 1 日~2 日未參與之課程、住宿費用則無法單獨計算退費) 

參加對象 日文系學生 3 名 

甄選順序：以有日檢 N2 之高年級在學生優先，但未通過檢定者亦可報名 

費用 1. 課程費 12 萬日圓，内含： 

    The \120,000 (The Japanese Yen per person) fee includes tuition, home stay fee including two 

meals per day, airport - university pick up and see off transportation fee (only on the designated 

days (July 1 / July 22) and time (9am – 4pm)), public transportation fare from the closest train 

station from host family to the closest train station from the campus, all field trips, cultural 

programs, textbooks, and on-site party.  It does not include any travel expense for both way between 

MGU and your home country or handling charges for remittance of tuition. Program fees are not 

refundable after the student arrival. 

 

詳細資訊請參考日方申請文件 請下載 

住宿 ホームステイ 

其他 1. 機票、保險（海外旅遊平安險）、護照、餐費、交通費等自行處理 

2. 活動結束後繳交研修報告，並列為畢業離校條件之一。 

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7 日，日間部 16：00 前送 LA113  / 進修部 21：00 前送 ES410 

繳交文件：日文系網站下載短期研修報名表、日方申請表、家長同意暨保證書（務必為正本且需要簽名並蓋章）、 

          歷年成績單正本(已通過日語檢定者請附證明)交至助教室 

錄取公告 106 年 3 月 20 日（一）公告於日文系公佈欄，正取者 3 月 21 日需繳交保證金 1000 元，保證金於返國繳交研習報告後退還。 

行前說明會 5 月 26 日（五）中午 12 點 20 分於日文系助教室舉辦說明會 

備註 1.報名人數超出研習團名額時，則依參與系所活動情形、在校成績表現、通過日語檢定考試、曾參加日本研習營與否等項目擇優推薦。 

2.繳交保證金時須簽名確認參與行程，中途放棄參加不予退款，輔大日文系不退回報名保證金 1000 元台幣，以及須自行負擔赴日機 

 票退換票手續費。 

3.確認錄取後一週內需繳交英文版海外旅遊平安險證明，未繳交者桃山學院大學有權拒收。 

 

2017%20summer%20momoyama.pdf
2017%20summer%20momoyama%20applicatio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