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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日本語學院

地址：日本國群馬縣前橋市南町3-24-1
TEL：027-288-0613 FAX：027-288-0614

MAIL：aoyama-jls@tbz.t-com.ne.jp

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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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日本語學院

・為什麼選擇前橋？

・為什麼選擇群馬？

・為什麼選擇

青山日本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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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群馬・前橋？

１ 縣政府所在地 ⇒

由於是縣政府所在地，所有程序都可在此立即辦理完成。

２ 靠近東京 ⇒

前橋距東京約1小時的新幹線列車車程,
乘普通電車大約2小時內到達，駕車約1個半小時車程。

３群馬物價便宜 ⇒ 物價居日本全國第一便宜！

※參考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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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市物價水準比較「零售物價地區比較指數(全國平均=100)」(總合)，
東京都(104.4)最高，群馬縣(96.2)物價指數全國最低，與物價最高的東京
都相比之下，群馬縣物價指數便宜約8.5%。再以細分城市的話，神奈川縣川
崎市(105.3)物價指數最高，群馬縣前橋市(96.1)最低。
都道府縣消費者物價地區指數評比2015年(來源：總務省統計局網站)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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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國人比例較高
⇒群馬縣的外國人口比例占縣總人口排名全國第三!
各區公所設立外國人對應單位。

5 自然災害較少
⇒因座落於內陸，颱風不會經常發生，也沒有海嘯，
地震少。天氣較晴朗，幾乎沒有下雪。

6 一個安靜安全﹑沒有擁擾的城市
⇒聲色玩樂誘惑較少，可以靜下心好好學習。

為什麼選擇群馬・前橋？

6



１ 位置好

學院位於前橋站前,宿舍就在附近,購物方便。

２ 學費便宜﹑多種分期付費方案 ※參考附件B・C

一次繳清可享審查費及入學金免費；年繳可享入學金免費；另有分期方案。

３ 宿舍完善和房租便宜 ※參考附件B・D・E

騎踏車至學校約15分鐘之內；月租1.6萬起；年繳可享禮金0元優惠。

４ 學校獨自獎學金制度 ※參考附件F

５ 提供打工資訊

6  日語授課之外可提供大學升學必須科目教學:

如數學﹑科學﹑一般科目﹑英語

為什麼選擇青山日本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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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學費 宿舍費 消費物價指數
(全国平均指數

基準=100)1年6個月制課程
（平均約22堂課)

2年制課程
（平均約31堂課)

其他東京地區
學校

（調查20所學校）

¥1,099,432
⇒約110萬日元

¥1,428,910
⇒約143萬日元

¥39,364≒4萬日元
（調查11所學校之平均
，其餘9所學校不提供
宿舍）

東京 : 104.4
★全日本物價指

數最高

青山日本語學院
¥1,056,000 ¥1,386,000

¥16,000
～ ¥42,000

群馬県 : 96.2
前橋市 : 96.1

★全日本物價指
數最低

比較 便宜約 4% 便宜約 3% 視個人租賃情況 便宜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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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學費
(全額一次繳清：可享免付入學費33,000日元+審查費22,200日元優惠）

課程名稱 全額費用(一次繳清)

升學班1年6個月課程 1,001,000 

升學班2年課程 1,331,000 

學費
（首次年繳後每半年繳:可享免付入學費33,000日元優惠）

課程名稱 期間 費用 合計

首付12個月 687,500 

升學班1年6個月課程 第1期(第13-18個月) 335,500 1,023,000 

升學班2年課程 第2期(第19-24個月) 330,000 1,3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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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類型 1人1室 2人1室 4人1室

套房 1K 40,000 20,000

1房1廚 1DK 42,000 21,000 18,000

宿舍費（月租） 貨幣單位：日元(Yen)

※附件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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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費用

套房 1K 1房1廚 1DK

1人1室 2人1室 1人1室 2人1室 4人1室

半年繳

房租 240,000 120,000 252,000 126,000 108,000

禮金 40,000 20,000 42,000 21,000 18,000

押金 40,000 20,000 42,000 21,000 18,000

合計 A:320,000 B:160,000 E:336,000 F:168,000 G:144,000

年繳

房租 480,000 240,000 504,000 252,000 216,000

禮金 40,000 20,000 42,000 21,000 18,000

押金 0 0 0 0 0

合計 C:520,000 D:260,000 H:546,000 I:273,000 J:234,000

※附件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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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1
(騎自行車到學校11分鐘)

宿舍2 ⇒
(騎自行車到學校10分鐘)

⇦学校

宿舍3 ⇒
(騎自行車到學校15分鐘)

※附件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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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1

獎學金獲得之對象及金額
1. N2合格者（授課費的50%）
135,000日元(約為授課費45,000日元×6個月×50%)
支付時間：檢定合格時支付35,000日元，畢業時支付100,000日元

2. N1合格者（授課費的80%）
216,000日元(約為授課費45,000日元×6個月×80%)
支付時間：檢定合格時支付50,000日元，畢業時支付166,000日元

※支付條件
①經由合作校推薦限1位名額 ②出勤率超過90％
③須住學校宿舍 ④N2合格後必須參加下一次的N1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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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獲得之對象及金額

3.出席率優秀者 3,000日元

6個月保持出席率在95％以上（遲到3次算缺席1次）

4.成績優秀者 5,000日元

6個月內2次的定期考試，維持2次連續的平均分數90分以上

5.出席率及成績優秀者 30,000日元

6個月保持出席率在95％以上（遲到3次算缺席1次），

並且 6個月內2次的定期考試，維持2次連續的平均分數90分以上

※附件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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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的花費（以2年為例概算），宿舍若1人1室花費則較多，反之4人1室花費則較少。（貨幣單位：日元）

支出 收入

總收支
差額

學費 生活費 打工 家庭支助

2年課程
餐食費
20,000
×24個月

手機月租費
7,000日元
×24個月

水電瓦斯費
12,000日元
×24個月

其他雜費
10,000日元
×24個月

房租費
(2人1室)

20,000日元
×24個月

支出合計

以一週28小
時工時，時薪
900日元（長
假以一週48
小時工時）
為例計算

由家人支助
學費及生活

費

第1年 720,500 240,000 84,000 144,000 120,000 240,000 1,548,500 1,051,200 1,140,500 643,200

第2年 665,500 240,000 84,000 144,000 120,000 240,000 1,493,500 1,353,600 200,000 60,100

合計 1,386,000 480,000 168,000 288,000 240,000 480,000 3,042,000 2,404,800 1,340,500 703,300

青山日本語學院完成學業後，學生為了升學準備金，畢業時須有存款約70萬日元較佳。

畢業為止的花費（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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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縣內的打工機會（青山日本語學院）

ヤマト運輸株式会社 群馬ベース店

勤務地：群馬県前橋市 ⁄前橋大島駅

職種：配達・配送・宅配便、品出し(ピッキング)

給与：時給900円～1,150円

勤務時間：06:00～翌日06:00

黑貓宅急便株式會社 (群馬基地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前橋大島站

工作內容：送貨﹑宅配﹑快遞﹑貨物分類

時薪: 900 日元～1,150 日元

工作時間: 06:00ａｍ - 隔天06:00ａｍ(之間)

株式会社武蔵野

勤務地：群馬県高崎市 ⁄⁄高崎駅（車15分）

職種：仕分け・シール貼り、ライン作業、品出し(ピッキング)

給与：時給900円～1,130円

勤務時間：17:00～23:00、09:00～18:00、14:00～23:00

株式会社武蔵野

工作地點：群馬縣高崎市/高崎站 (車程15分鐘)

工作內容：分類﹑標籤黏貼﹑生產線作業﹑出貨(貨物分類)

時薪: 900 日元～1,130 日元

工作時間: 17:00～23:00、09:00～18:00、14:00～23:00

タマムラデリカ株式会社 第二工場

勤務地：玉村町 ⁄ 前橋駅

職種：食品・飲料系製造スタッフ

時給：900円～

勤務時間：08:00～17:00

玉村DELICA (第二工廠)

工作地點：玉村町/前橋站

工作內容：食品・飲料加工製造

時薪: 900 日元～

工作時間：08:00～17:00

トオカツフーズ株式会社 足利工場

勤務地：栃木県足利市 ⁄ 富田駅

職種：食品・飲料系製造、工場・製造その他

時給：880円～ ※22時以降25％UP

勤務時間：①08:00～16:00、②16:00～22:00、③22:00～05:00

Tokatsu Foods Co., Ltd. 足利工廠

工作地點：栃木縣足利市/ 富田站

工作內容：食品・飲料加工製造

時薪: 880 日元起 ※22:00後時薪加25％

工作時間：①08:00～16:00、②16:00～22:00、③22: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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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カツ田中 前橋店

勤務地：前橋市 ⁄ 新前橋駅

職種：1）接客/ホール、厨房/キッチン、仕込みスタッフ

時給：1,050円～

勤務時間：11:00～翌0:00 [1日3時間からOK]

串炸田中 前橋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新前橋站

工作內容：外場客戶服務﹑廚房業務﹑食材備料

時薪: 1,050日元

工作時間: 11:00～夜間00:00 [短時間打工OK，1天至少3小時]

無添くら寿司前橋荒牧店

勤務地：前橋市 ⁄ 群馬総社駅

職種：1）接客/ホール、

2)お寿司・サイドメニュー作り(キッチン)

時給：880円～

勤務時間：9:00～23:30 [1日3時間からOK]

無添藏壽司 前橋荒牧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群馬總社站

工作內容：1）外場客戶服務﹑2)廚房製作壽司等料理業務

時薪: 880日元

工作時間: 9:00～23:30 [短時間打工OK，1天至少3小時]

マクドナルド新前橋店

勤務地：群馬県前橋市 ⁄ 新前橋駅

職種：マクドナルドクルー

時給：850円～ ※ 土日祝日は時給50円アップ

勤務時間：8:00～22:00

麥當勞 新前橋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新前橋站

工作內容：麥當勞人員

時薪: 850日元 ※ 週六日例假日時薪加50日元

工作時間: 8:00～22:00之間

セブン-イレブン前橋箱田町店

勤務地：前橋市 その他

職種：接客販売、レジ操作

時給：850 ～ 1,050円

勤務時間：14:00 ～ 18:00、18:00 ～ 22:00、22:00 ～ 1:00、

6:00 ～ 9:00

7-11 前橋箱田町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

工作內容：櫃台收银﹑販售等

時薪: 850～ 1,050日元 ※ 週六日例假日時薪加50日元

工作時間: ：14:00 ～ 18:00、18:00 ～ 22:00、22:00 ～ 1:00、6:00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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餃子の王将前橋問屋町店

勤務地：前橋市 ⁄ 新前橋駅

職種：飲食・フード（ホール）

時給：900円

勤務時間：11:00 ～ 23:30(週1日・2時間/日から)

餃子王將 前橋荒問屋町店

工作地點：群馬縣前橋市/新前橋站

工作內容：內外場服務

時薪: 900日元

工作時間: 11:00～23:30  [短時間打工OK，每週最少1天，1天至少2小時]

勤務地：株式会社メッセ 前橋営業所

勤務地：高崎市

職種：食品工場での製造スタッフ(いなり寿司や細巻、ご

飯等の製造)

時給：1,000円～1,250円(残業時1,250円～)

勤務時間：8:00～17:00、15:00～24:00

株式会社Messe 前橋營業所

工作地點：群馬縣高崎市

工作內容：食品工廠製造人員(豆皮壽司﹑細卷壽司﹑米飯等加工製造)

時薪: 1,000日元～1,250日元(加班1,250日元～)

工作時間: 8:00～17:00、15:00～24:00

・注意！留學生規定一週打工時間最多以28小時為限，
超過28小時視為違法，會受到法律制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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