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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Japanese...
Philosophy

理 念

Human Holdings Co.,Ltd. Holding Company

朝向日語的未來

貫徹就業或升學的指導

教育目標

教育方針

可以開口說的日語教育

小班制

利用學習者
之間的影響力
相互學習

構思能力
思考力
創造力

發現問題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能創造「未來的『新社會』，
能引領國際社會，並能在世界

發揮長才的人材」，這就是修

曼（Human Academy）日

本 語 學 校（HAJL）的 使 命。
希望培養出的人材，能在今後

由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和多重

價值觀建構的社會中，共同創

造日本新未來。這就是我們的

願望。

使用日語增加活動力，培養日

常生活，商務，學術性活動等

所需的溝通能力。
並且，培養有靈活思考和構思

能力這樣的溝通基礎，及現代

人不可或缺的思考力，想像力，
發現問題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藉由每天的課程不僅能學習日

語更能接觸不同文化進而，瞭

解並尊重多樣的價值觀，且進

一步形成新的價值觀。

不採用被動性的植入型教育，
而是採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活

動，並促使其發言，進行意見

的交換，加強同儕學習。
以 CEFR（Common Eu-

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s-

sessment（歐 洲 語 言 學 習，
教 學，評 量 共 同 參 考 架 構））

提倡的多國語和多文化主義的

理念為基礎，實施以行動為中

心的授課，培養在日常生活或

商務情景中用得到的日語能

力。以 CEFR，JF 日語教育

標準的 Can-do 為指標進行

授課，並進行評估。

Tokyo Campus
Waseda yobiko Bldg. 5F
4-9-9 Takadanobaba,
Shinjuku-ku Tokyo,
169-0075
東京校  13時ホールビル校舎
〒169-0075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4-9-9
早稲田予備校13時ホール5階
TEL : +81-3-5348-8951
FAX : +81-3-3366-7822
E-mail : tjp22@athuman.com
Tokyo second campus
Success Takadanobaba Building.
4F, 3-18-13 Takadanobaba,
Shinjuku-ku 169-0075
サクセスビル校舎  東京第２校舎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3-18-13
サクセス高田馬場ビル4階

Osaka Campus
Hieisouken bldg. 2-5-9 1F
Kitakyuhojimachi Chuo-ku,
Osaka-city Osaka
541-0057
大阪校
〒541-0057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
北久宝寺町2-5-9 
飛栄創建ビル1階
TEL : +81-6-4704-8031
FAX : +81-6-6252-5722
E-mail : ojp22@athuman.com

Saga Campus
Saga Balloon Museum. 4F,
2-2-27, Matsubara, Saga-shi,
Saga
840-0831
佐賀校
〒840-0831 
佐賀県佐賀市松原2-2-27
佐賀バルーンミュージアム4F
TEL : +81-952-27-7270
FAX : +81-952-27-4711
E-mail : sjp22@athuman.com

Human Academy has acquired ISO 29991:2014 certific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Japan that a global education provider institution has acquired ISO
29991:2014(English study service within the Hum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onsortium and the Japanese study service provided within the Human Academy Japanese
Language School).(Certifying Institution: SGS Japan Inquiry)

Human Academy has acquired ISO 29990:2010 certific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Japan that 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vider institution has
acquired ISO 29990:2010(Certifying Institution: SGS Japan Inquiry)

学校概要

Unique Features  
of the School
學校的特長

Human Academy Group Companies
集團介紹

Strengths / Advantages
強項／利點

★

★

★

★

★

・Human Academy Europe SAS (France)
・修曼（上海）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中国）
・JRCP HOLDINGS INC (Canada)
・IH CAREER COLLEGE INC (Canada)

・IH CAREER COLLEGE INC (Canada)
・NET PACIFIC GROUP (USA)
・PT.Human Mandiri Indonesia (Indonesia)
・Human Digicraft Manpower(Thailand)Co.,Ltd (Thailand)

培養建立新日本 , 新世界的「國際人」！

貫徹為達成學習日語的「未來」目標 --- 升學或就業等之指導。

豐富的選修科目

授課形態

體驗多樣的日本文化

講究與日本人的交流機會

有可配合升學 , 就業等個人目標或目的的學習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只有達到各個符合開講程度班級的在學者，才能選修。

實現了學生和講師的互動學習，並實踐在其他學校無法體驗到的獨特授課形態。

只有日本數一數二的教育團體 --- 修曼（Human Academy）才做得到的 ,
各式各樣的文化體驗。

我們作了許多規劃，讓您可以有許多機會接觸到 20 歲前後的專科學生或想要
成為日語教師的日本人。

Location Highlights
3校舍特色

Saga
佐賀

Tokyo
東京

在日本的首都學習
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東京學

習，意謂著有寬廣的升學選擇和

網絡。因此，對未來可以有更多

的想像。

Study in Japan’s 
capital

身處大自然之中,可以兼顧費用和學習

佐賀是個擁有很多溫泉的地方，特色是食物很美味, 物價也很低廉。

何不嘗試看看與當地日本人快樂的深度溝通呢？

Learn surrounded by nature 
while saving on costs 

各種文化
各種語言

學習這裡獨特的文化
可以說是日本第2個首都的大阪。附近有京都・奈良・神戶等有

名的觀光地。物價較低，有最適合渡過學生

生活的環境。

Learn unique culture found nowhere else

Osaka
大阪

・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corporated Foundation) Certified School 財団法人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会 認定校

・ Ministry of Justice Immigration Bureau Certification Prop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法務省入国管理局認定　適正校

・ ISO29990 Acquired/ISO29991 Acquired/ISO29990取得／ISO29991取得／ Pマーク取得

・ Number of Registered Students　在籍者数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留学生……………
   Non -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留学生外 …
   Total　合計 ………………………………………

※As of September 2017
※2017年9月末現在

2,592名
316名
2,90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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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覽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s
Graduate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研究所升學課程

升學課程

Option 加選

Long Term Course  長期課程

一般日語 一般日語準備 商務日語 JLPT對策 EJU對策試驗 寒／暑假方案 打工渡假

Flow of graduate course

Preparation 
for university

2 years 
or less

By
level

研究所升學課程的流程

Working Holiday  打工渡假

邊打工, 邊學會派得上用場的日語！

以想邊打工邊學習日語的人, 想學會在打工處可以派得上用場的日語能力的人為對象的

課程。修曼（Human Academy）日本語學校，不僅可以讓您學會派得上用場的日語能

力, 還有充實的打工相關支援。

Learn Japanese you can use while working part-time!

也徹底支援研究題目的決定 , 研究計畫或研究室的搜尋。

「研究課題的支援」, 對於所研究的内容及題目給予建議。

藉由與現在正就讀東京大學, 京都大學研究所學生的合作，作到
「實踐性的研究所升學指導」。1

2

3

善用休曼（Human）集團進行就業支援。4

藉由研究室介紹制度, 搜尋相關領域的研究室，
並介紹合適的研究室！

研究題目的檢討和決定 / 研究室的搜尋 研究計畫的撰寫 / 教授面試 / 申請 / 審核 教授面試 / 申請 / 審核 / 升學後的研究活動

Explore and decide research 
topics.
Search for research labs.

Prepare research plans.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s / Submit 
applications / Select a school.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s / 
Submit applications / Selection / 
Academics after admission

University/Vocation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大學・專科升學課程

最適合想進入日本的研究所 , 大學或專科學校就讀的人 ,
以「升學」為目的的課程。

This is the course most suited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enter a Japanes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r vocational school.

不僅可以提高聽・說・讀・寫4項技能，也有助於大學考試或日語能力試驗等的長期綜合課
程。不僅可以根據分成4∼8級的不同程度的班級，對學生進行日語能力的指導，並可以本

校所開發的獨特教材和優秀講師陣容進行充實的學習, 就業或升學指導，根據學生各自的

學習目的培養日語能力。

大學升學 最長2年 以程度分班

Available courses 可選課程

point

＋ ＋

1個月課程
1-month course

2個月課程
2-month course

3個月課程 
3-month course

升
學
課
程

一
般
課
程

實用日語課程

就業課程

point

Course list

高中畢業推薦給有這樣想法的人！概要 大學畢業 研究所畢業 期間

現在正在就讀東京大學 , 京都大學等一流研究所的
研究生，還會徹底支援研究題目的決定 , 研究計畫
或研究室的搜尋。

已擁有大學畢業以上資格 ,
而希望進入日本的研究所就
讀的人。

不僅可以提高聽・說・讀・寫 4項技能，還能有助
於大學考試和日語能力試驗等的長期綜合課程。

最長 2年，以日語運用能力的強化為基礎，有系統
地累積日語能力。

希望進入日本的大學 , 專科
學校就讀的人。

不是以升學或就業為目的的
留學者。

希望在日本就業的人。

研究所參閱

大學・專科課程

Tuition  學費

2年

1年9個月

第一年度

¥ 803,000

¥ 803,000

第二年度

¥ 737,000

¥ 552,750

總計

¥ 1,540,000

¥ 1,355,750

漢字・聽解

互動型的授課
選擇教學

升學對策
（讀解）

升學對策
（讀解）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書寫）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可根據畢業後
就業或升學的
期望，

選擇課表。
詳細內容參閱

P7

漢字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Schedule (example) 課表（例）

This short terms course is comply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objectives.　　
能滿足各種學習需求的短期課。

Short Term Course   短期課程

※1 具 N3 以上日語程度的人    ※2 通過 N4以上的人

短
期
課
程

一般日語

商務日語

EJU對策試驗

JLPT對策※2

推薦給有這樣想法的人！概要 班級 小團體 兩人 個人 網上

對於在日外國人來說最標準的課程。每週的學習天
數有 2天∼ 5天可以選擇。

學習商務禮儀 , 電子郵件或電話的對應等實踐性的
商務表現。

針對大學考試的『日語留學試驗（EJU）』『英語』
對策講座。

JLPT 的對策講座。

想從基礎學習日語的人 ,
忙碌的人。

想將日常會話程度的日語提升
到商務程度的日語能力的人。

希望進入大學就讀的人。

以通過 JLPT 為目標的人。

※１ ※１ ※１

※2 ※2

2年

2年

有4種課程
可以選擇

1年6個月

1年3個月

1年9個月

1年6個月

1年3個月

第一年度

¥ 803,000

¥ 803,000

第二年度

¥ 368,500

¥ 184,250

總計

¥ 1,171,500

¥ 987,250

漢字・聽解

互動型的授課
選擇教學

升學對策
（讀解）

升學對策
（讀解）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詞彙）

升學對策
（書寫）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可根據畢業後
就業或升學的
期望，

選擇課表。
詳細內容參閱

P7

漢字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Schedule (example) 時間割（例） 

It is the best course for those who wish to go to graduate schools, universities, vocational schools in Japan, or those 
who need to work for Japanese companies and need Japanese.　
最適合想要進入日本的研究所 , 大學或專科學校就讀的人 , 以「升學」為目的的課程。 HAJL provides comprehensive support to students seeking to enter 

Japanese graduate schools. We help you decide on your research 
theme, write research plans, and search for labs.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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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

Option 

依程度，分別學習初級
到高級，可以讓「聽・說・
讀・寫」4項技能進步的
標準課程。可以自己選
擇想上星期幾的課。

從日語基礎的平假名, 
片假名開始學習。進入
一般日語班前的準備
班。

針對在日本就業, 升學
或打工等時，所必備的
JLPT（每年7・12月）
進行授課，讓實力增強
到可以合格的程度。

針對想要進入大學就讀
的EJU對策講座。除了
考試技巧，也支援日本
的大學所要求的人材形
象, 學習態度或考試的
趨勢。

培養一般企業所需的
「商務上派得上用場的
日語能力」。以在日本就
業為目標的人或已就業
的人等，可以配合每個
人程度的課表。

General Japanese 
一般日語

Beginner’s Japanese Preparation

初級日語準備

Business Japanese

商務日語

JLPT Exam Preparation

JLPT對策

EJU Exam Preparation

EJU對策試驗

每週2次　共30次 22,000日圓
∼

每週5次　共30次 55,000日圓

8,250日圓/90分4天 11,000日圓

每個星期六　共16次　55,000日圓

每週1次　共16次　44,000日圓

每月20次　66,000日圓∼

每月16次　52,800日圓∼

每月12次　39,600日圓∼

每月8次　26,400日圓∼

What is Summer / Winter Course?  暑假／寒假課程介紹
Spend ten days of enrichment experiencing Japanese culture while learning the Japanese language.

配合日語教學體驗日本文化，可以渡過 10 天充實的學習課程。

迎新會
授課

授課
江戶東京博物館

授課
茶道

授課
漫畫製作

假日

授課
扇子製作

授課
穿和服

授課
花道

授課
結業式

1day 2day 3day 4day 5day

ZZZ..

授課
特殊化妝

6day7day8day9day10day

General courses

Practical Japanese Course  
實用日語課程

Choose your course 可選課程

一般課程

和升學課程相同 , 以 2 年的時間奠定強化日語運用能力的基礎 , 並有系統地累積日語能力。

Like the University and Graduate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s, this course systematically builds up your Japanese 
language ability with practical skills as the found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two years.

Employment Preparation Course
就業課程

以在日本就業為目標的課程。也徹底指導履歷表的寫法和面試指導等的對策。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wish to find employment in Japan. Students will also be comprehensively 
taught how to write resumes and prepare for interviews.

Residents of Japan who want to comprehensively know the Japanese 
language but do not intend to enter a Japanese university.

point

Read
讀

Listen
聽

Speak
說

Write
寫＋ ＋＋

推薦給來日本不是想升學 , 而是想以居住者的身份徹底學會日語的人！

１

２

３

４
主要教材

Schedule (example) 課表（例）

推薦給有這樣想法的人

Those who seek to find a job in Japan!

推薦給想要在日本就業的人的課程！

推薦給有這樣想法的人

一 二 三 四

選修科目
參閱P7

五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文法 讀解 詞彙

漢字

記述

日本今昔

會話

１

２

3

4

Timetable 課表（例）
一 二 三 四 五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漢字・聽解 漢字

日本今昔

會話

2 Years ２年

Recommended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s 理科大學畢業

2 Years 2年

Basics of Japanese
日語的基礎

Research Japanese companies
日本企業研究

First year 第1年

Applying Japanese ability
日語的應用

Writing resume
履歷表對策

Preparation for interviews
面試對策

Second year 第2年

Choose your learning style 可選擇學習方式

1班約15名學生的班級，每週
學習2∼5天。最適合在日外國
人。

以3∼5名的小班制學習。可依
程度分班。

學習內容或學習時間都很自
由，可客製化。

以1對1的方式，在網上學習
45分鐘。可增強4項技能。

Class lessons
班級教學

Group lessons
小團體教學

Private lessons
個人教學

Online lessons
網上教學

班級

每週2次　共30次 33,000日圓
∼　

每週3次　共30次 44,000日圓

小團體 個人 網上

※依不同課程，需支付11,000日圓∼33,000日圓的入學金。　※另外徵收教科書的費用。

tsunagu日本語（獨特教材）互動型的授課

升學對策（讀解） 升學對策（詞彙） 升學對策（詞彙） 升學對策（書寫）
選擇教學

可根據畢業後想
要就業或升學的期望，

選擇課表。
詳細內容參閱P7

初級日語準備

商務日語

JLPT對策

一般日語

※部分課程未在所有校捨區開設，詳情請咨詢
※根據年度實施的課外活動內容不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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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Learning 
工作人員的介紹

Staff introduction

Elective class
選擇教學

每週五為選擇教學日！選擇喜歡的教學, 快樂學習日語！選擇教學介紹

日語能力試驗N1＆N2對策

JLPT N1 & N2 Preparation

以通過N1為目標，分別學習文字詞彙・文法・聽解・讀解

等各個領域的解答技巧。

EJU Exam Preparation

會話和生活日語等等

Conversation and Japanese 
Language Variety

日本文化體驗

Japanese 
Culture 
Experience

實際體驗漫畫，配音，特殊化妝，書法，茶道和日

本舞蹈等日本文化。和同伴一起企畫訪問地點等。

日本留學試驗對策
Business Japanese
商務日語

看報紙學日語

Japa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日本今昔

學習基本的說話技巧，會話時的禮貌，日語發音，發

聲方法，選擇詞彙的方法，表現方法等。

說話技巧＆寫法講座 活動中的日語

設施介紹

School Features

Ａ：あした なにを しますか。
Ｂ：ごぜんは アルバイトを します。
　　　　は えいがを 
Ａ：そうですか。

Ａ：先生、もうお昼ご飯を
　　　　　　　　。
先生：いいえ、まだです。
Ａ：これ、韓国ののりまきです。どうぞ。

はいしゃ：（いたいです→）
　　  　　手を上げてください。
Ａ：はい。

答案：如果會疼答案：吃⋯了嗎﹖答案：下午／看

使用「tsunagu日本語」的課程，和
以往主要聽老師說明的課程不同。
可以在有趣的會話中，學會自然的
日語。藉由許多情景會話的學習，
估計會讓日語的運用能力有大幅
的提升。

因為是修曼（Human Academy）
日本語學校獨特的教材，
所以會比較快學會！

Q1 Q2 Q3

Learn Japanese 
through the News

我們學校的教育理念是『可以

活躍於國際社會的人材教育』。

雖然大家的領域·方向·角度·

速度都各有不同，不過希望本

校的日語教育可以成為支援

大家活躍於各個領域的根基。

大家好！对于抱着想来日本

留学的大家来说，内心一定充

满着各种不安。

为了能帮助大家缓解不安情

绪，再小的问题也好，请随时

找我们咨询。我们等待着你们

的询问。

修曼日本语学校是面向未来

的学校，向着未来一起加油！

一路有我们的全力支持

大家好，我是修曼日本语学校大阪校

的高田。大阪校位于大阪市的中心地

段，这里有着超过1,000名的学生朝

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学习。

在学期间学校的教职员们将尽所有可

能帮助各位同学完成自己的梦想目标。

非常期待各位同学的到来，让我们一

起在修曼度过这愉快的留学生活吧！

邁向心中的夢想的第一步就是

勇敢的向前走。

修曼日本語學校為來自世界各

地的學生們提供在日本最好的

生活支援，一路上有我們的支

持，讓即使蹣跚學步的你也能

快速走上正軌。

勇敢的向著夢想飛翔吧！

Muneyuki YAMAUCHI
山內 宗之

Noi UEHARA
上原 乃維

HUANG XIN 
黄　鑫

Soujun TAKADA
高田 聡淳 

HSU CHIA-HAO
許　家豪

授課的形態是要大家

『多說話！』。一邊反覆

「學→說→想」的過程，

一邊和朋友討論並思

考，從其中學會日語。

可以自由借閱日本小

說或商務書籍。另外，

也可以自由閱覽大學

簡介手冊等，以取得專

科學校和大學等的情

報。

自 習 室 在 9 : 0 0 ∼

18:00可自由使用。授

課結束後有很多學生

在這裡念書。大家都可

以自由使用噢。

修曼（Human Acad-

emy）日本語學校可靠

的職員，負責支援大家

的生活。歡迎有任何問

題，隨時來職員室找我

們噢！

進行升學或求職活動

時必要的電腦。收集大

學或專科學校的情報，

搜尋企業的連絡方法

等，在校時可自由使用。

藉由與來自各個國家

的朋友們的交流，也可

以加深對彼此文化或

習慣的理解。

Classroom    授課情景

PC room    PC室

Break room    休息室

Library    圖書室

Study room    自習室

Staff room    職員室

學習商務上如何進行

自我介紹或如何進行

電話傳達，公司內外

的報告或連絡方法。

藉由日語繞口令，漫畫或動畫等，學

習教材裡沒有的各種日語。

希望在每年6月和11月

舉辦的日本留學試驗取

得高分，學習讀解和聽

解問題的解答技巧。

取自報紙的新聞，跟

自己或朋友討論。從

時事問題中培養可以

談論社會情況的日語。

藉由最近的大事，

現在社會的事件

或日本今昔增廣

見聞。

以日語演戲，歌唱或發表，將日

語使用在各式各樣的活動中。

※佐賀校未開設此課程。

Speaking and 
Writing Seminar

Activ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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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實績

Job search resultsUniversity admission results
升學實績

一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關西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京都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埼玉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首都大學東京大學院（研究所）
上越教育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上智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青山學院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千葉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專修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多摩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多摩美術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大阪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大阪府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筑波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電氣通信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京外國語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京學藝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京造形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京農工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東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奈良女子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武藏野音樂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法政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北九州市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明治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立教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立命館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至誠館大學
關西學院大學
關西大學
近畿大學
佐賀女子短期大學
順天堂大學
新潟大學
神奈川大學
早稻田大學
大阪教育大學
大阪經濟法科大學
大阪國際大學
大阪產業大學
大阪府立大學
第一工業大學
池坊短期大學
帝京大學
東海大學
東京自動車大學校
東京福祉大學
東大阪大學
東洋大學
桃山學院大學
日本Wellness體育大學
日本映畫（電影）大學
日本經濟大學
汎庵大學
武藏野學院大學
武藏野美術大學
文化學園大學短期大學部
法政大學
北京語言大學
明治學院大學
立教大學
立命館大學

綜合學園修曼（Human Academy）
東京國際福祉專科學校
日本外國語專科學校
駿台電子情報＆商務專科學校
CAD製圖專科學校
駿台外語＆商務專科學校
日本電子專科學校
國際Technical Design・自動車專科學校
NIPPON Omotenashi專科學校
赤堀製菓專科學校
新宿情報商務專科學校
Gregg外語專科學校自由之丘校
大原情報商務專科學校
鶴見Fashion・商務專科學校
富士國際商務專科學校
武藏野學藝專科學校
東京動畫College專科學校
神奈川經濟專科學校
東京福祉保育專科學校
富士國際商務專科學校
專科學校HIKO MIZUNO JEWELRY COLLEGE
東京設計專科學校
辻調理師專科學校
國際理工情報設計專科學校
東京調理製菓專科學校
好萊塢美容專科學校
長崎情報商務專科學校
熊本工業專科學校
國際動畫專科學校
ECC國際外語專科學校
關西外語專科學校
日本電腦專科學校
大阪YMCA國際專科學校
保育・介護・ビジネス名古屋專科學校

Daijob / Resocia
Human Resocia株式會社

Human Resocia株式會社為休曼（Human）集團的結業生和畢業生提供

就業支援。有約2,200家的往來企業和許許多多的徵人案件，提供各式各樣

的綜合人材服務支援。

在「就業課程」，學會社會所需的商務日語。不
僅指導日資企業用得到的禮儀或一般常識，面
試指導或履歷表，申請表的寫法等，還設置了
就業支援窗口，全力支援成為正社員。
＊還專為求職者舉辦求職網站說明會, 就業說明會或商務禮儀講
座等。

Human Resocia，提供海外人材的

就業支援，為想在日本就業的人們介

紹工作，全面支援生涯規劃顧問等求

職活動。

The largest job search site in Japan for bilingual and international job seekers. 
Operated by Daijob Global Recruiting Co., Ltd. In addition to company search-
es for job seekers, Daijob is also engaged in temporary staffing and recruiting.

Daijob Global Recruiting株式會社經營的，日本規模
最大的徵人搜尋網站。除了徵人搜尋，還包含雙語人材，
外國人人材的人材派遣和人材介紹業務。

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s
大學

Universities
專科學校

Vocational Schools

就業實績一覽

嘉 寧小姐　嘉 寧さん 
來自中國 青山學院大學大學院（研究所）

楊 晉先生  楊 晋さん
來自中國 法政大學

Nguyen Thi Thuy Dung小姐 
Nguyen Thi Thuy Dungさん

來自越南 至誠館大學

Cross-A Co., Ltd. (advertising) / The Gibraltar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fe insurance) / IFA Co., Ltd. (pharmaceutical) / ITOCHU Corporation
(general trading company) / KBS Japan (broadcasting) / Apple Inc. (manufacturer) / H.I.S. Co., Ltd (travel) / Kinki Nippon Tourist (travel) / 
Tokyo Forex Financial Co., Ltd. (finance) / Kyoritsu Maintenance Co., Ltd. (real estate) / Ain Foods Co., Ltd. (food manufacturing) / Tianjin 
Human Resource and Education Consulting Co., Ltd. (education) / Human Resocia Co., Ltd.(human resources) / Human Academy Co., Ltd. 
(education)

Cross-A株式會社（廣告） / GIBRALTAR生命（人壽保險） / 株式會社IFA（製藥） / 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綜合商社） / KBS Japan（播送） / 

Apple Japan株式會社（製造商） / 株式會社H.I.S.（旅行） / 近畿日本Tourist（旅行） / 東京Forex Financial株式會社（金融） / 

株式會社 共立Maintenance（不動產） / Ain食品株式會社（食品製造） / 天津修曼人材教育諮詢有限公司（教育） / Human Resocia株式會社（人材）/

修曼（Human Academy）株式會社（教育）

List of companies employing HAJL graduates

Voice of graduates  畢業生的感言

我從修曼（Human Academy）日本語學校畢

業後，便在修曼（Human Academy）服務。對

我來說學習日語是件非常快樂的事。而且可以

在母校服務實在非常幸福。現在，我針對像我

以前一樣的留學生提供支援。大家只要努力的

話就可以讓夢想成真。如果目標是想要在日本

就業就非努力不可了。我們會提供支援！

Livi Samir 
來自尼泊爾

Engineer Promotion Dept.
工程師推進部

經理
Ryuji Nozawa  能澤 隆二

我剛來日本時，因為不太懂日語所以非常辛苦。

在2年的學習中學了很多的讀解・聽解・漢字・
會話等，之後才慢慢可以開口說話。星期五可

以選擇符合自己目標的班級上課，我選了商務

班，學會了就業時所需的履歷表和職務經歷表

的寫法，還作了面試的練習。沒有辦法馬上找

到工作很傷腦筋，不過因為學校幫我介紹旅行

社（H.I.S），所以就業問題就順利解決了，真開

心。學校裡教的敬語，對工作很有幫助。

Vipada Chaiyakit
來自泰國

因為我很喜歡日本動畫，為了學日語所以才來

留學。求職活動對我來說是人生第一次的新嘗

試。還不知道自己想找什麼工作，就直接去參

加了Job Fair（就業博覽會）等。HAJL提供了

很多有關就業的相關情報，諮詢室的老師也幫

了我很多忙。可以在喜歡的日本就業，真得好

高興。

Springer Dawn Aimee
來自巴貝多

連 偉良先生
連 偉良さん
來自台灣 早稻田大學
大學院（研究所）

覃 祥杰先生
覃 祥杰さん
來自中國 明治大學
大學院（研究所）

Radjapov Fakhriddin先生  
Radjapov Fakhriddinさん 
來自烏茲別克斯坦 駿台Travel＆Hotel專科學校

Aung Kyaw Zin Sheain先生 
Aung Kyaw Zin Sheainさん

來自烏茲別克斯坦 
駿台Travel＆Hotel專科學校

VISAN TATIANA 小姐
Visan Tatiana さん

來自羅馬尼亞

山形縣南陽市役所（市政府） 服務修曼（Human Academy）株式會社 服務 株式會社H.I.S. 服務

In the Job Search Course, you learn business Japanese needed at Japanese com-
panies. We put our energy in supporting you in your goal to become a full-time 
employee in Japan. In addition to acquiring corporate etiquette skills and social 
knowledge, you’ll also practice interviewing, writing resumes and submitting 
applications. We  have the career support desk to help you realize your dreams.
*We also hold job registration board, job search workshops, business etiquette seminars, and other events for job seekers.

09 10

20201124

日本村有限公司 NIHON MURA CO.,LTD.　https://news.nihonmura.tw 
10552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73號7樓之2 TEL：(02)8772-7977 aiueo@nihonmura.com 
營業時間：週一/六 9:00~17:00, 週二~五 9:00~21:00(日本遊學‧留學諮詢，採預約制。)



其他  11%

菲律賓  1%

韓國
台灣

俄國  1%

越南  19%

緬甸  4%

斯里蘭卡  6%

孟加拉  4%

43%
中國

6%5%

整體的國籍分佈

Nationalities

平均年齡

Average age

居住的形態

Types of homes

校外的學習時間

Study time outside of school

上學時間

Commuting time

“HAJL” as revealed by NU MBERS
從數字看修曼（Human Academy）日本語學校

23.4歲

學校有趣嗎？

Is school fun?

96%

45%41%

11%

和朋友分租

自己獨居

其他

About

2hours

Do you want to work 
in Japan in the future?

將來想在日本工作嗎？

Yes 86%

No 14%
佐賀東京 大阪
SagaTokyo Osaka

16.37分

29.7分30.3分

※P14也有詳細介紹。

 （※大阪校的調查）

Voice of students
學生們的感言

Shkyrta Tymofii Ioann Abdoul Rahime Diallo Doherty Christopher John Oleksiv Alksandr

HAJL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從哪裡來的呢？
都住在哪裡呢？
從數字來看！

從小就夢想著去「日本」，可以用筷子，可以學合氣道。在日本有很
多可以跟日本人溝通的機會，真實地感到自己的日語能力進步很
多。希望可以鼓起勇氣和更多人說話。

我是為了學習日本的IT技術所以才到日本來的。在日本，因為和日
本人一起打工，假日一起去遊玩，所以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實。我日
語進步的秘訣，是因為在留學前就念了很多日語的關係。

我從小就一直有想到日本工作的想法。到了日本找到自己的目標:
「進入介護（照顧）的專科學校就讀並就業」。因為和來自世界各地
的HAJL學生常有溝通的機會，所以日語才能進度得比較快。

我因為對日本文化，與IT相關的技術有興趣所以來日本。目標是成
為具有相當日語能力的IT工程師。日本的食物非常美味，電車非常
方便！在留學前儘量學習日語，先習慣日語比較有利。

來自烏克蘭 來自幾內亞 來自英國 來自俄國

HAJL在校生的心聲！
來日本的契機為何？
將來的夢想是？

有37個國家的學生在HAJL學習。
可以和來自許多國家的學生交朋友噢！

有年齡分佈在17歲∼41歲的學生在此學習！

很多學生都和朋友一起住！不僅可以節省房租，
而且比較熱鬧，真好！

日本有很多打工的機會，很多學
生都邊念書邊打工！

佐賀縣因為是騎自行車上學
的，所以上學時間比東京和大
阪短噢！

因為學校有趣，所以日語才會進步！

現在，IT產業在日本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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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
46.4%便利超商

13.3%

服飾店
7.6%

飯店
4.5% 其他

7.3%

School life
學校生活

起床 早餐・準備 上學 上課
（9:15~12：30）

午餐 念書和前往
打工處

念書睡覺 晚餐或洗澡 回住處 打工
（台場的便利超商）

Romanenkova Ekaterina
俄國

升學課程

＃HAJL的學生都在打什麼樣的工？

哪個校舍適合您呢？

一樣在日本，物價竟然會差這麼多！？

7：30 8：30 9：00 9：15 12：30 14：00

2：00 1：00 23：30 22：30 20：30

Message from students

Part-time job
打工

Costs by region
以地區分類的物價

Comparing the cost of living in three cities
3個都市生活費的比較

Are you working 
part-time? Types of part-time jobs

Average pay

有在打工嗎

平均工資

在打工處，結交到很多
夥伴。我們常常一起出
去玩。

打工處的先輩（日本
人）教了我很多日語！

林 博先生
來自中國

Balami Kalpana小姐
來自尼泊爾

Aung Kyaw Zin Sheain先生
來自緬甸

喜歡大自然, 可以降低生活費或在大都市學習。可以選擇適合您的校舍學習。

學校的課業很重要沒錯，不過為了讓日語

更進步，打工也是好方法之一。

因為每天都要用，所以最好事先瞭解。為您

介紹日本的房租和伙食費。

我在餐廳打工。我和打工
處的日本人成為好朋友，
有時候一起出去玩。生活
非常充實哦！

Tokyo 東京

Osaka 大阪

Saga 佐賀

10,000円 20,000円30,000円 10,000円 20,000円60,000円

5,000円 15,000円 10,000円 15,000円40,000円

30,000円 10,000円 10,000円 10,000円

20,000円

Tokyo 東京

Osaka 大阪

Saga 佐賀 ¥30,000

¥40,000 ¥20,000

¥30,000

¥20,000

¥30,000¥60,000

¥10,000 ¥10,000

¥5,000

¥10,000

¥0 騎自行車上學
所以0日圓！

伙食費，跟朋友的
交際費都是首都圈
的一半以下！房租

Rent Food expenses
伙食費

Entertainment
expenses
跟朋友的交際費

Traveling to
school expenses

交通費

因為我想住在日本，想學日語，所以來留學。儘管要記住漢字真得很
不容易，不過請不要灰心。另外，請注意，一旦到了日本就不要說母語，
而要常說日語。每分，每秒都練習日語，這點非常重要。

出生年月日

March 7, 1990

Cosplay服裝的製作

特殊技藝

因為想成為流行時尚

的設計師或模特兒所

以到日本來。

出生年月日

February 20, 1992

廣播DJ・聲優（配音員）
特殊技藝

我是想成為聲優（配音

員）和學習遊戲才到日本

來的！

起床

7：00

早餐・準備

8：00

上學

8：30

上課
（9:15~12：30）

9：15

念書

15：00

自由時間

17：30

睡覺

2：00

念書

22：30

打工
英文老師

21：30

Message from students

剛開始學日語時，雖然會覺得日語非常難，不過慢慢來沒關係，請用
自己的步調持續加油。開頭雖然不容易，不過如果能用自己的步調持
續加油，就必定能把日語學好哦！

Arreza kyle Blaize
澳洲

升學課程

Yes 76%

No 24% 工廠
20.9%

打工種類

佐賀東京 大阪

8万円

9万円

10万円

SagaTokyo Osaka

房租 伙食費 交通費 跟朋友的交際費

手機費用 其他
＊以下為參考價格。

15,000円

1 day schedule 
1天的時間表

1 day schedule 
1天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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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JL非常盛大的開學典禮。是個結交新朋友的好機會！還
有許多學生穿著自己國家的民族服裝前來。 表現一下平常學會的日語！

當然，拿到冠軍的話還有獎品
噢！

挑戰日本傳統遊戲----「繞口令」！成功的話可以獲贈點心。來嘗試看看萬聖
節時日本獨特的變裝吧！

大家一起，挑戰日本的傳統競賽！
只有這一天，上課內容是「運動」！  

最後一天的課程！畢業典禮時學生各自穿上民族服裝，
一場歡樂又盛大的典禮。

Annual Schedule
全年時間表

April 4月 May 5月 June 6月 July 7月 August 8月 September 9月 October 10月 November 11月 December 12月 January 1月 February 2月 March 3月

April 4月 May 5月 June 6月 July 7月 August 8月 September 9月 October 10月 November 11月 December 12月 January 1月 February 2月 March 3月

4月入學生的
開學典禮

4月入學生的開學典禮

April student 
entrance ceremony

畢業典禮
Graduation ceremony

春假約14天 演講比賽

當天來回的巴士旅遊

演講比賽
Speech contest

運動大會
Sports tournament

萬聖節活動
Halloween event

7月入學生的開學典禮・
演講比賽

暑假約10天

校內實力測驗／
日本留學試驗（EJU）

模擬考試

校內實力測驗／
日本留學試驗（EJU）

模擬考試

10月入學生的開學典禮・
萬聖節活動

日本留學試驗（EJU）

日本留學試驗（EJU）

日語能力試驗（JLPT）
模擬考試

日語能力試驗（JLPT）
模擬考試

日語能力試驗（JLPT）

暑假約10天

日語能力試驗（JLPT）

日本留學試驗（EJU）

當天來回的巴士旅遊

日本留學試驗（EJU）

專門校（姊妹校）的校慶

專門校（姊妹校）的校慶

寒假約14天

日語能力試驗（JLPT）

寒假約14天

日語能力試驗（JLPT）

1月入學生的開學典禮 運動大會 社會參觀學習

開始申請專科學校・大學！

萬聖節活動 運動大會・社會參觀學習 畢業典禮

Scholarships
獎學金

HAJL留學生支援獎學金

HAJL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pport Scholarship

提供獎學金給參加升學課程的學生，每年1，4，7，10月入學，且上

了半年課程的成績優秀者。每名50,000日圓，每學期選拔2名。
＊6個月以上的在校者。＊各校舍各選拔2名

HAJL成績優秀者獎學金

HAJL Scholarship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提供獎學金給每年9月，2月實施的定期實力試驗中的成績優秀

者。每名20,000日圓，各校舍選拔1名。

留學生接納促進計畫（文部科學省外國留學生學習獎勵費）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Honors Scholarship 
for Privately-Financ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針對學業及人品兼優，但因經濟上的緣由而導致修學困難者，

若符合條件經申請並通過選拔，將於12個月間每月給付30,000日圓。

1st year  第1年

2nd year  第2年

和同學一起搭著大型巴士參加
課外教學。這次不知道要去什麼
好玩的地方！

當天來回的巴士旅遊
One-day bus tour

※根據各年度情況，活動安排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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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們國家的法律或規則，和日本不一樣。
遵守學校和生活的規則，法律，
渡過一段有趣的日本留學生活吧。
日本式的生活也是留學的樂趣。

Be sure to learn the laws and rules of Japan because they are likely 
different from your country’s. 
Be safe, stay out of trouble, and have fun during your time here by 
following the rules.  [It’s repetitive]

Home
住處

Follow the rules and enjoy 
life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Japan! 遵守規則，

享受有趣的 留學生活！
有關留學時的住處 
選擇適合自己的住處，渡過暢快的留學生活！

Your home while studying in Japan 
Choose the residential style that suits you and live comfortably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遵守日本的規則！

Student dormitory
學生宿舍

Studio apartment
套房高級公寓

Homestay
寄宿家庭

東京

佐賀

房租很合理。除了自己的房
間，還另有共用的廚房・浴
室・洗手間等設施。有管理員
常駐，若有問題可以提供協
助。即使是第一次在日本生
活也可以很安心。

房租很合理。除了自己的房
間，還另有共用的廚房・浴
室・洗手間等設施。有管理員
常駐，若有問題可以提供協
助。即使是第一次在日本生
活也可以很安心。

一人獨居，最標準的型式。
一般瓦斯・自來水・網路等
都要自己安排，可以深入日
本社會的生活。適合有足夠
經濟能力且重視日本生活模
式的人。

這種居住方式是把自己當作
日本一般家庭的家庭成員。
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生活節
奏和方式，請事前確認那個
家庭的規則（吃飯的時間, 
門限等）並作準備，讓每天的
生活可以很順暢。

Shared house
分租雅房

One-room 
mansion
套房高級公寓

費用

隱私

交流

無

約4∼6萬日圓

約2∼4萬日圓

無

約7∼8萬日圓

約3∼5萬日圓

約5∼8萬日圓

約10∼13萬日圓約4∼6萬日圓

約3∼4萬日圓

Estimated price※1    費用的標準*1

大阪

★★☆
★★★
★★★

★★☆
★☆☆
★★★

★★★
★★★
★☆☆

★★☆
★★☆
★★☆

要租房子請向與學校有合作關係的房地產公司洽詢！

讓我們參觀看看HAJL學生的房間！
上學時間

最棒的是有

自己獨自的空間！

你喜歡哪種房間呢？

步行 電車

10分鐘

步行
抵達學校！

5分鐘40分鐘

房租價格 隔間

東京

大阪

佐賀

80,000 yen

50,000 yen

30,000 yen

櫻花屋（Sakura House） Oak House Maiko House

マイコハウス

Inbound Japan

床

玄關
桌子

書桌

廚房

浴室

ULG高田馬場店

洗手間

※1 房租的標準。因房間的不同，可能需另外支付電氣瓦斯費，網路或共同利益費等。

日本禁止在吸菸處以外的地方吸菸。

酒類／香菸編（在日本需滿20歲。）

菸灰置於菸灰缸。香菸不能隨意丟棄，請注意
禮節。

如果喝了含酒精的飲料，不能藉機吵鬧。
在住處，晚上應保持安靜，這是一般禮節。

手機編

銀行戶頭很重要。把銀行戶頭轉讓給朋友是
違法的。法律上被禁止。如果轉讓的話，會被
警察逮捕。

銀行編

垃圾需仔細分類！請遵守居住地區的規則進
行分類。不分類的話垃圾不會被收走。

垃圾編

日本禁止兩人同乘。請遵守交通規則。

自行車編

停車場以外的地方不能停車。停在停車場以
外的地方會被拖吊。請務必停在停車場內。

晚上騎乘自行車請開燈。

打工編

不能轉讓給朋友！如果在貸款尚未繳清的情況下轉讓手機的話，貸款的支付義務還是您自己。轉讓的手機如果有拖欠付款的情形，在日本可能不能購買新的手
機或辦信用卡。事前務必確認清楚。

打工每週最多28小時。以留學簽證在日本居留的話，有打工時數的限制。即使同時接了好幾種的打工工作，最高時數也是一樣。
＊暑假等長假，如果有學校的許可，最多1天可以到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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