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簡介
友語言學院 (Yu Language Academy)

友國際文化學院 (Yu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cademy)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Yu Language Academy SAPP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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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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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東京都新宿區大久保２－１６－２５

●電話：+81-3-3209-0160

●傳真：+81-3-3209-0170

●網站：http://www.yula.jp

●信箱：info@yula.jp

＜至友語言學院的交通方式＞

● ＪＲ山手線 新大久保站（電車） 徒步約 12分

● 都營大江戸線 東新宿站 （地下鐵）徒步約 7分

● 副都心線 西早稻田站（地下鐵）徒步約 5分

日本国法務省告示校

優良適正校

友語言學院



學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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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東京都新宿區百人町２－２０－１７

●電話：+81-3-5925-1620

●傳真：+81-3-5925-1920

●網站：http://www.yula.jp/yica/

●信箱：info@yula.jp

＜至友國際文化學院的交通方式＞

● ＪＲ山手線 新大久保站（電車） 徒步約 3分

● ＪＲ總武線 大久保站 （電車） 徒步約 1分

日本国法務省告示校

優良適正校

友國際文化學院



學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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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 ２０１７年４月開校！
●地址：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北２条１５－２６－３０

●電話：+81-11-212-1987

●傳真：+81-11-212-1988

＜至友語言學院札幌校的交通方式＞

● ＪＲ函館本線 苗穂站 （電車） 徒步約 2分

● ＪＲ函館本線苗穂站距離ＪＲ函館本線札幌站只有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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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結構

●招生定額：3００名
●國籍比例：

越南35%, 韓國20%, 台灣20%, 俄國15%,
其它10% (烏克蘭, 蒙古, 尼泊爾, 緬甸等)

本館 新館

本校設有能以母語應對的生活指導人員
＜英語・中語・韓語・俄語・越語・蒙古語等＞

友語言學院



7

學生結構

友國際文化學院的外觀

●招生定額：１２０名
●國籍比例：

越南45%, 蒙古25%, 中國20%, 尼泊爾5%,
其它 5% (緬甸, 斯里蘭卡等)

友國際文化學院
本校設有能以母語應對的生活指導人員
＜英語・中語・韓語・俄語・越語・蒙古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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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結構

學校外觀 一樓大廳

●招生定額：１００名
●國籍比例：越南45%, 尼泊爾35%, 韓國20%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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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招生時期>

★４月 ：前年度９月～１１月中旬

★７月 ：當年度１月～ ３月中旬

★10月：當年度３月～ ５月中旬

★１月 ：前年度７月～ ９月中旬

友語言學院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友國際文化學院

● 升學課程

－ ４月： 升學１年課程

升學２年課程

－ ７月： 升學1.9年課程

－ 10月：升學1.6年課程

－ １月： 升學1.3年課程

● 短期課程

－ 短期１個月課程

－ 短期３個月課程

－ 夏季遊學課程

－ 冬季遊學課程

● 升學課程

－ ４月： 升學２年課程

升學２年課程

－ ７月： 升學1.9年課程

－ 10月：升學1.6年課程

－ １月： 升學1.3年課程

● 升學課程

－ ４月： 升學１年課程

升學２年課程

－ ７月： 升學1.9年課程

－ 10月：升學1.6年課程

－ １月： 升學1.3年課程

● 短期課程

－ 短期３個月課程

－ 夏季遊學課程

－ 冬季遊學課程



學費資訊

學程 入學金額 學費 教材費用
施設・設備・課外活動・

※保險費 總額

升學 １年課程
[４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636,000日圓 22,000日圓 73,000日圓 781,000日圓

升學 ２年課程
[４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1,272,000日圓 44,000日圓 146,000日圓 1,512,000日圓

升學1.9年課程
[７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1,116,750日圓 38,500日圓 127,750日圓 1,333,000日圓

升學1.6年課程
[10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954,000日圓 33,000日圓 109,500日圓 1,146,500日圓

升學1.3年課程
[１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795,000日圓 27,500日圓 91,250日圓 963,750日圓

短期３個月課程
[ 1・4・7・10月入學]

25,000日圓 120,000日圓 20,000日圓 165,000日圓

短期１個月課程
[ 1・4・7・10月入學]

25,000日圓 40,000日圓 20,000日圓 85,000日圓

＜各學程的學費總額＞ ※報名費：30,000日圓［只限升學課程］

＜每６個月付款＞ ※報名費：30,000日圓［只限升學課程］

升學２年課程基準 入學金額 學費 教材費用 施設・設備・課外活動・保險費 總額

第１學期(６個月) 50,000日圓 318,000日圓 11,000日圓 37,000日圓 416,000日圓

第２學期(６個月) - 318,000日圓 11,000日圓 36,000日圓 365,000日圓

第３學期(６個月) - 318,000日圓 11,000日圓 36,500日圓 365,500日圓

第４學期(６個月) - 318,000日圓 11,000日圓 36,500日圓 365,500日圓

友語言學院 友國際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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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資訊

學程 入學金額 學費 教材費用
施設・設備・課外活動・

※保險費
總額

升學 １年課程
[４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616,000日圓 22,000日圓 43,000日圓 731,000日圓

升學 ２年課程
[４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1,232,000日圓 44,000日圓 86,000日圓 1,412,000日圓

升學1.6年課程
[10月入學・３月畢業]

50,000日圓 924,000日圓 33,000日圓 64,500日圓 1,071,500日圓

短期３個月課程
[ 1・4・7・10月入學]

20,000日圓 120,000日圓 20,000日圓 160,000日圓

升學２年課程基準 入學金額 學費 教材費用 施設・設備・課外活動・保險費 總額

第１學期(６個月) 50,000日圓 308,000日圓 11,000日圓 22,000日圓 391,000日圓

第２學期(６個月) - 308,000日圓 11,000日圓 21,000日圓 340,000日圓

第３學期(６個月) - 308,000日圓 11,000日圓 21,500日圓 340,500日圓

第４學期(６個月) - 308,000日圓 11,000日圓 21,500日圓 340,500日圓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
＜各學程的學費總額＞ ※報名費：30,000日圓［只限升學課程］

＜每６個月付款＞ ※報名費：30,000日圓［只限升學課程］

11



教材資訊

学ぼう日本語（上級）

学ぼう日本語（中上級）

学ぼう日本語（中級）

学ぼう日本語（初中級）

中級を学ぼう（中級前期）

期）

中級を学ぼう（中級中期）

中級へ行こう

文化初級日本語Ⅰ

文化初級日本語Ⅱいつかどこかで

12

友語言學院



できる日本語（初中級） できる日本語（初級）

大学生になるための日本語１ 筆記型電腦Chrome book的租借

友國際文化學院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

できる日本語（中級）

教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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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資訊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上午班

第１節 ０９：００ ～ ０９：５０

休息 ５分

第２節 ０９：５５ ～ １０：４５

休息１０分

第３節 １０：５５ ～ １１：４５

休息 ５分

第４節 １１：５０ ～ １２：４０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下午班

第１節 １３：００ ～ １３：５０

休息 ５分

第２節 １３：５５ ～ １４：４５

休息１０分

第３節 １４：５５ ～ １５：４５

休息 ５分

第４節 １５：５０ ～ １６：４０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上午班

第１節 ０９：００ ～ １０：３０

休息１５分

第２節 １０：４５ ～ １２：１５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下午班

第１節 １３：１５～ １４：４５

休息１５分

第２節 １５：００ ～ １６：３０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上午班

第１節 ０９：００ ～ ０９：４５

休息 ５分

第２節 ０９：５０ ～ １０：３５

休息１０分

第３節 １０：４５ ～ １１：３０

休息 ５分

第４節 １１：３５ ～ １２：２０

課程時間（週一～週五）：下午班

第１節 １３：１０ ～ １３：５５

休息 ５分

第２節 １４：００ ～ １４：４５

休息１０分

第３節 １４：５５ ～ １５：４０

休息 ５分

第４節 １５：４５ ～ １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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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語言學院 友語言學院札幌校友國際文化學院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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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專門專攻科目
★文化體驗課程

★運動大會
僅限

★校外升學博覽
★學校參觀

★專門專攻科目
★文化體驗課程

★巢鴨祭典(僅限
★林間學校(僅限

10月 11月 12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專門專攻科目
★文化體驗課程

★烤肉大會
僅限

★歌唱大會
僅限

★專門專攻科目
★文化體驗課程

★主題樂園
僅限

★畢業典禮
畢業派對

※專門專攻科目：
設計課程(漫畫、版畫等)
料理課程(西式・日式料理、甜點等)
美容課程(美髮、美甲等)
實際課設課程以當期的公告為主

※文化體驗課程：
浴衣
茶道
書道
實際課設課程以當期的公告為主



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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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支援制度─經濟支援

（1）<獎學金制度>

申請對象：以經濟状況欠佳的學生為主

申請時期：３月、６月、９月、12月

申請方式：須提出獎學金之申請理由書

審査方式：書面審査

審査條件：出席・成績・上課態度皆優秀者

選出名額：１～２名

給付金額：10萬日圓

（2）<支援獎學金制度>提供集團公司與校内的打工

申請對象：全體學生（在校生與新入生）

申請時期：４月（前期）；10月（後期）

申請方式：填表報名

審査方式：面試

審査條件：出席・成績・上課態度皆優秀者

打工制度：為期半年的打工保證期間，

半年後欲延長打工的人仍須進行面試

打工内容：a. 集團公司行政人員

b. 集團餐廳服務人員

c. 會話教室講師

d. 打掃（學校・宿舍・飯店）

c. 各種一日業務

時薪： 1,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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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制度
一、生活支援制度─經濟支援

（3）<文部科學省之國外留學生學習獎勵金給付制度>

申請對象：以欲在日升學為目標的清寒學生為主

該生在學期間須具備良好的出席率及成績

申請流程：３月下旬～５月中旬→報名

６月中旬 →結果通知

７月中旬 →金額給付

申請方式：由所就讀的日本語學校推薦

選出名額：１～２名

給付金額：３萬日幣／月

給付期間：１年

（4）<餐費支援制度>

支援對象：東京校的學生

支援内容：集團餐廳有提供早餐及午餐，

毎餐均為360日圓

點餐之際須出示學生證，如無出示將以原價計算。

（5）<打工介紹制度>

支援對象：以有留學簽及打工度假簽的學生為主

支援内容：舉辦打工說明會等

(例.日本最大綜合折扣店「唐吉訶德」等)



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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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校的宿舍： 3棟可

能入住人數： 6０名

東京校的宿舍： ８棟

可能入住人數： １２０名

二、生活支援制度─住宿支援

● 所有宿舍皆在學校徒步圈範圍内，可節省交通費！

● 毎月房租包含水費・電費・瓦斯費・網路費

詳細内容敬請參考宿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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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制度
三、生活支援制度─升學・就業支援

（1）<升學支援>

★ 會對以升學為目標的留學生實施以下支援活動：

◇ 定期進行個人面談

◇ 舉辦升學對策或面試等事前準備活動

◇ 協助準備申請文件

◇ 舉辦校内升學說明會

◇ 邀請大學或專門學校的招生人員來校說明入學等的内容

（2）<就業支援>

★ 會對欲在日本就業的留學生（留學簽‧ＷＨ簽）實施以下支援活動：

◇ 定期進行個人面談

◇ 舉辦校内就業說明會

◇ 介紹各種就業說明會



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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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支援制度─升學・就業支援

（1）<畢業生的升學情況>

大學→ 明治大學／法政大學／大阪大學／近畿大學／
千葉大學／中央大學／早稲田大學／武蔵野學院大學 等

專門學校→辻調理師専門學校／服部營養専門學校／東京動漫聲優専門學校／東京國際商業學院／
東京外國語専門學校／好萊塢美容専門學校／日本電子専門學校／日本健康醫療専門學校
日本外國語専門學校／文化服飾専門學校等

（2）<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旅遊業、廣告業、科技業（ＩＴ）、情報通信葉（遊戲軟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