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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科學省認定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留學生

※����年度實績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COMPUTER專門學校 ●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日本人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每天都是國際交流

個國家

名

名

學校法人山口學園、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ECC電腦專門學校、ECC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在日本教育法中是屬於專修學校專門課程（專門學校）
、修習�年以上的學程畢業時會獲得專門士稱號。
在關西也是規模相當大的綜合學園。

日語學習的支援

英語會話交流

專業科目因為是跟日本學生一起從日本老師那學習、用字遣詞
及語速都不會因為留學生而有所顧慮、使用著最自然的日本語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設有英語交流空間EIP

「
（ECC International Plaza）
」
。平日午休時間或課後都能免費地
與在地外籍老師進行英語對話。

來進行課程。
為了早點習慣及理解課業內容、然後提升對話能力、變的能夠使

用日語在日本就職、進行日文輔導教育。

與日本學生的交流

除了和日本在地學生一起上課外、課餘也安排了和日本學生交流的機會。
與日本同學建立友誼、理解彼此的文化、充實留學生活同時也累積對於未來工作有幫助的經驗。

社團活動

和日本學生一起參加體育或輕音樂等活動。

地球祭

由山口學園三校一起舉辦的校慶活動。
留學生和日本學生一起介紹故鄉的料理與文化、推出各種獨特商
品吸引眾人目光！

1. 就職輔導

在日本就職時、根據留學生的學經歷、可能會在選擇職種與工作內
容上有所限制（能否申請就勞簽證）
、所以會依據每個人的狀況以
及希望的工作內容而提供指導。

Buddy制度

是日本人學生教留學生日文、然後可以從留學生那學習她的母語

這樣的制度

徹底的就職輔助對策
本校為了讓留學生能順利地進行就職活動、於畢業前一個年度開始就職等準備。

2. 就業對策

就職對策的話、對於與企業最一開始的接觸點、履歷及Entry sheet
（應徵用紙）的指導（修正）以及能夠使用正確的敬語來自我介紹的

「模擬面試」中實際的去訓練。
然後、對於企業最重視的一般常識、基本教養之類的筆試也會進行
準備。

3. 日本的商務禮儀

在日本企業就職的話、要能夠理解日本特別的商業習慣及臨機應
變的能力。

本課程的話、將就職活動、在企業現場必要的「儀容·言行舉止·敬
語」等的商業禮儀教給學生並讓學生全盤掌握。

ECC社會貢獻・國際交流中心

ECC社會貢獻、國際交流中心是以學生為中心來進行志願活動／社
會貢獻／國際交流活動的輔助。
也能夠跟日本人學生交流。

4. 企業開拓

以學生的職涯需求調查作為基礎、建立與相關企業的連結。
不僅開發工作機會、也積極安排業界講座、校內企業說明會、企業
參觀、實習等等、構築一個完整的就業指導環境。

文部科學省認定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COMPUTER專門學校 ●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學習專業知識・
技術的課程

學 校 特 色

日本國內的留學生就職率 ���% 日本留學AWARDS入圍

����年「日本留學獎」獲獎（一般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進行協會
主辦）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被選為「日本語學校教職員推薦留
學生升學的學校」並獲得表揚。
※ ����年·����年·����年·����年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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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
只有

英語教育 No.� 的證明

國際商務課程 國際貿易專業
國際商務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職種

●海外營業 ●企劃·販賣·採購 ●進出口業務

目標資格

●實用英語技能檢定�級以上 ●TOEIC���點以上 ●商業能力檢定�級以上
●秘書技能檢定
（�級以上）●服務接待檢定（準１級）

●日商簿記檢定
（３級以上）●Word文書處理技能檢定（２級以上）
●Excel計算表處理技能檢定
（２級以上）
●Power

Point報告技能處理檢定（上級）

主修科目

●國際商業論 ●簿記 ●商業會話 ●商業訓練 ●商業研究

日本觀光商業專業 ※留學生限定
國際商務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文部科學大臣獎勵賞（����年·����年·����年·����年·����年·����
年·����年獲獎）…日本全國的專門學校之中只有第�名的學校能獲獎。

Business&Management專業 ※留學生限定
國際商務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職種

＜国内＞●國外（母國）進行交易的企業 ●商社、貿易公司等等
＜母国＞●與日本進行交易的企業

目標資格

●ＢＪＴ商業日本語能力測驗 ●日本語能力試驗N�
●TOEIC���分以上 ●貿易實務檢定C

主修科目

●市場調查 ●販賣概論 ●日本文化 ●商業資料分析

●商業禮儀 ●貿易實務·物流 ●商業日本語 ●商業統計學

總合英語專業

綜合英語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職種

目標資格

●國內旅遊管理理主任者檢定 ●旅行地理檢定 ●服務接待檢定

主修科目

●旅行社員工 ●飯店員工

目標資格

●待客檢定 ●日本語能力試驗N� ●TOEIC���分以上

主修科目

●觀光服務業界研究 ●日本·海外観光地研究 ●國內導遊服務

※����年度實績

根據日本英語檢定協會、過去��年間��度得獎。
「英語檢定」一年
的報名者約���萬人、作為資格考試是日本最大的檢定考試。
日本全國約����所專門學校中選出優秀的「文部科學大臣賞」及
「優秀團體賞」證明了最提倡英語教育的ECC國際外語教育方法
是有效的。
文部科學大臣獎勵賞（����年·����年·����年·����年·����
年·����年·����年獲獎）…日本全國的專門學校之中只有第�
名的學校能獲獎。

把握學生個性與適性的班級導師會一起輔導學生們的就職活動。
與瞭解業界動向與企業徵才方向的進路指導課提攜、在尊重學生意願的前提下介紹企業。配合學生個人的就職方向與狀況、介紹
合適的求人情報並配合所應徵的企業進行履歷表（申請表）修正與詳盡的個人面試指導。
※����年�月畢業生實績

課 程 介 紹

間學校獲得
這個殊榮

●實用英語技能檢定�級以上 ●TOEIC���分以上
●Word文書處理技能檢定�級以上等

●文法組成 ●每日英語 ●生存英語 ●說話技巧
●商業視角 ●基礎英語訓練等等

●接待服務檢定對策 ●商業＆接客日本語等等 ●飯店經營

旅遊課程

飯店課程

●旅行社櫃檯接洽人員 ●導遊

●日本國內·海外的飯店·旅館住宿部

飯店管理·旅遊管理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職種
目標資格

●綜合旅程管理主任 ●國內旅行業務管理者 ●綜合旅行業務管理者
●旅行地理檢定 ●國內旅程管理主任 ●TOEIC���分以上等

主修科目

●導遊服務 ●入境旅遊團服務 ●行程規劃 ●海外地理·世界遺產
●旅行業法規·條約 ●國內運費·其他費用等等

飯店管理·旅遊管理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資格

（櫃檯人員、飯店服務人員、服務台接待人員等）

目標資格

●實用英語技能檢定�級以上 ●TOEIC���分以上

●餐廳服務技能檢定
（國家資格）●客服員檢定 ●服務接待檢定等

主修科目

●櫃檯服務 ●飯店管理 ●Food
●Hotel

English ●餐廳服務等

& Beverage

航空課程

空服員專攻、地勤人員專攻

航空學科 �年制 文憑：專門士

目標職種

●地勤人員 ●空服員

目標資格

●實用英語技能檢定�級以上 ●TOEIC���分以上 ●AMADEUS系統檢定
●服務接待檢定準�級以上 ●中文檢定 ●韓文檢定等

主修科目

●航空公司筆試對策 ●航空公司就職對策 ●航空公司面試對策
●航空公司研究 ●英檢／TOEIC對策 ●韓文／中文等

※課程內容、課程安排、目標資格、目標職務等、將根據業界的相關動向做部分修改、補充、或變更。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文部科學省認定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COMPUTER專門學校 ●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學 校 特 色

榮獲�次世界第�名＆�次全國冠軍
IMATS in L.A ����美妝部門、����特殊化妝部門在學生技術競賽獲得世界第�。全日本髮型設計及化妝選拔中�次
獲得全國第�。證明了在全國頂級的實力。

學園内的美容沙龍、指甲彩繪沙龍、特殊化妝專用工作室、攝影工作室等、與專業現場環境一致。學園内的指甲彩繪沙龍的「LAPUA」與美容沙龍的
「Malie」
、也服務一般的客人來磨練接待以及美容美髮的技術。沙龍内的環境，優美舒適。

在指甲沙龍和化妝沙龍、婚宴相關等各式各
樣的現場進行實習、並在TV和CM、舞台等實
際的攝影現場累積擔任髮型師的助手經驗。
不僅僅是技術、禮儀或溝通力、行動力等廣泛
的技巧都能學習到。

美容科

�年制 文憑：専門士

●AFT色彩檢定３級

除了一部分的實技課程之外、所有課程皆為
一班��人以下的小班制。配合每個學生的學
習步調、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充分理解課程內
容。在課堂上也能夠充分發揮自己、提供讓學
生能充實自我內在的學習環境。

英語會話課

每周會安排一天全英文會話課。此課程會有
英語程度分班所以英語初學者也不用擔心。
授課的是雙語老師因此可以開心地提升英語
實踐能力。

（註）ARTIST美容專門學校因為就職簽證的規定、所以不被允許在日本就業。這點還請各位理解。

美容顧問課程

目標職種

●美容美髮師等

●美容師國家資格 ●City

小班教學

美容造型藝術學科 �年制 女性限定 文憑：専門士

目標職種
目標資格

學習專業知識・
技術的課程

最尖端的硬體設備

實習·培訓制度

課 程 介 紹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彩妝專櫃小姐等

& Guilds Accredited Programme SKILL�

主修科目

●美容實習
（剪髮

、洗髮、染髮）●美髮實習 ●關係法規·制度 ●衛生管理
●美容技術理論 ●美容經營管理 ●沙龍實習

指甲彩繪課程

美容造型藝術學科 �年制 女性限定 文憑：専門士

目標資格

●JMA化妝檢定 ●接待服務檢定準�級 ●日本美容協會認定臉部美容師資格
●A·F·T色彩檢定等等

主修科目

●基礎彩妝 ●臉部美容 ●色彩搭配 ●皮膚／化妝品知識

美容保養課程

美容造型藝術學科 �年制 女性限定 文憑：専門士

目標職種

目標職種

●JNEC美甲師技能檢定１級 ●JNA凝膠美甲技能檢定上級 ●美甲沙龍衛生管理師

●美學家中心試験資格 ●日本美學協會
（AEA）高級認定資格

●指甲彩繪師等

目標資格

●服務招待檢定準１級 ●A·F·T色彩檢定等

主修科目

●指甲彩繪 ●水晶指甲 ●指甲塑型知識 ●溝通交流能力 ●化妝等

新娘・婚禮企劃課程

美容造型藝術學科 �年制 女性限定 文憑：専門士

●美容保養師

目標資格

●日本美學協會
（AJESTHE）認定美學家資格 ●JAA認定香氛調配師執照
●JAA認定手部芳香療法保養執照 ●JNEC美甲技能檢定�級等

主修科目

●美學理論 ●交流 ●沙龍操作 ●美容身體護理 ●臉部美容保養 ●身體護理

特殊化妝師課程
�年制 文憑：専門士

目標職種

目標職種

●新娘妝容設計師技能檢定
（國家資格）

●SFX化妝 ●SFX攝影設計 ●美髮＆美妝

●婚禮顧問 ●婚禮服裝顧問 ●新娘造型師 ●宴會服務等

目標資格

●BIA認定新娘妝容設計師協會資格

●禮儀·國際禮儀檢定３級 ●接待服務檢定準�級 ●Ａ
·Ｆ·Ｔ色彩檢定

●特殊化妝造型師 ●主題樂園技術人員 ●食品樣本製作人員 ●模型造形人員等

主修科目

主修科目

●新娘髮型彩妝 ●服裝顧問 ●婚禮企劃·安排 ●企劃訓練師

※課程內容、課程安排、目標資格、目標職務等、將根據業界的相關動向做部分修改、補充、或變更。

文部科學省認定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COMPUTER專門學校 ●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及
大學升學課程・研究所升學課程・升學準備課程

以學習日本語
為中心的課程

本校優異的大學錄取率

提供最高水準的教育、實現你的夢想。

驗
試
力
能
日文 數

本校提供高密度的教學以及安排諸如每天的關於學習進度的測驗、回家作業、讓學生能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學習、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大限度的學好日文。

大學

139
數
合格人

今年

48

難關私立大学

100

今年

418

過去3年間

今年

過去3年間

名

名

國公立研究所

64

難關私立大學

37

名

名

東京大學１名、京都大學�名、大阪大學�名、名古屋大學�名、
神戸大學�名、大阪市立大學�名、其他 ※����−����年成績
名

早稲田大學�名、上智大學�名、明治大學�名、同志社大學�名、關西學院大學�名、
關西大學��名、立命館大學��名、其他私立大學��名
※����−����年成績

課程介紹

日 本 語 學 科

N1

2016年〜2018年

過去3年間

名

名

早 稲 田 大 學 � 名、立 教 大 學 � 名、中 央 大 學 � 名、關 西 大 學 � � 名、關 西 學 院 大 學 � � 名、
同志社大 學 � � 名、立 命 館 大 學 � � 名、其 他 私 立 大 � � � 名
※����−����年成績

183

123

今年

N2

名

2016年〜2018年

368

名

過去3年間

名

※上述為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留學生課程之合計升學率。

大學升學課程•研究所升學課程•升學準備課程

入學時期：４月・１０月 學習時間：１年、１．５年、２年

這個學程不是想以前的日本語教育法一樣、去背舊的單字、語彙、文法、而是從各種現實生活中會遇到的情況中訓練會話能力變成「做得
到」
、特別重視文法、單字、語彙並做為基礎學習之後然後能夠實際派上用場。初級到中級先訓練日文基礎能力、上級之後針對升學及實用
的溝通能力這部分更加的去掌握這些日文能力。

○重點

國際COMMUNICATION學科／�年制

針對已在日本國內學習日文者以及通過日語檢定考試N�～N�級者的課程。對國公立大學、研究所以及明星私立大學、研究所和專門學校進
行入學應試指導。

○重點

文科·理科均可對應

①大學升學課程

選修科目除了英文以外、理科的學生們、理科（物理、化學、生物）及理科數學、文科的學生
們、可以選擇綜合科目及文科數學等。這些選修科目也都是跟日本語學科一樣、是由專門

①掌握可運用在實際情況的日本語能力

②實踐四種技能（讀、寫、說、聽）的基礎教育。
③大學、專門學校等等的升學指導

短期課程

合格人

2016年〜2018年

名

名 古 屋 大 學 � 名、和 歌 山 大 學 � 名、滋 賀 大 學 � 名、島 根 大 學 � 名、大 阪 教 育 大 學 � 名、
京都工藝 纖 維 大 學 � 名、其 他
※����−����年成績

長期課程

合格人

71
51 129

2016年〜2018年

名

國公立大學

研究所
數

的老師來負責教授的。
②研究所升學（限文科）也全面支援

與大學不一樣的是、在研究所要求的是自己去決定研究主題還有積極性。考試所必要的
日本語能力、英語的指導等等、研究計畫的書寫方式、與教授的連絡等等的所有需要的事

入學時期：1 月・４月・６月・１０月 學習時間：３個月、６個月

情都給予協助、並進行個別指導。
③N�程度的學生支援

參加�個月（授課天數��天）或�個月（授課天數��天）課程的短期生可與長期生一起上課。

○重點

日本語學校以中級程度畢業的學生、進行了�年後能夠進入專門學校的N�以上的日本語水平教育。

①因為所參加的課程無需取得留學簽證、入學手續相對簡單。
②如果您希望繼續學習、可以申請長期課程。

ECC COLLEGE GROUP 所以才做的到的多樣的未來選擇
STEP①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特色①

立足於日本升學、就職、朝著目標
提昇日語能力。

ECC升學課程
內部升學

特色②

日本留學試驗（EJU）及日本語能力
試驗（JLPT）針對性課程

特色③

出路指導專員幫學生進行升學或
就職輔導

決定志願學校

ECC國際外語日本語學科曾幫助過眾多學
生進路國公立大學、知名私立大學以及研
究所

研究所／大學／升學準備

內部升學

STEP③

升學輔導

日本的研究所

獲得學位：碩士、博士

升學輔導

ECC國際外語日本語學科曾幫助過眾多學生進路國公
立大學、知名私立大學以及研究所
升學輔導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ECC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獲得學位稱號

實現夢想

二年以上：專門士
四年：高度專門士

日本的大學

獲得學位：學士

進入研究所就讀

大學三年級編入 ( 插大 )
就職輔導
在專門學校學得專業技術並獲得就職輔導

在日本或自己的國家就職

掌握日語能力

STEP②

就職相關幫助

※課程與授課內容等、有可能因應情況進行部分訂正、追加或變更。 可以應考專門士就能考的大學三年級轉入考試。
（沒有開放為了考試的課程與指導）

文部科學省認定

學校情報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COMPUTER專門學校 ●

ＴＩＰＮＥＳＳ健身房
課程

本學園與ＴＩＰＮＥＳＳ健身房（關西地區��連鎖店鋪）合作、打造鍛鍊體力保持身體健康的環境。有專業教練指導如何進
行肌肉訓練有氧運動、以及運動器材的使用。還有舞蹈室和游泳池、當然衛浴設備亦十分完善。

本學園在校生備有特別價格套餐。
關西地區
TIPNESS

��連鎖店
均可利用!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校園位在大阪梅田

大阪為僅次於東京的日本第二大城市、是西日本的中心。購物、休閒與文化設施及教育機構等設置完善。雖屬大城市、但物價較東京低廉、生
活開銷負擔較低。特別是飲食方面、以「便宜又美味」的印象聞名、這些都是大阪的魅力所在。此外、鄰近都市有日本發祥之地的奈良、千年之

古都京都等。從日常生活中就能體驗接觸日本的傳統文化。以JR大阪站、地下鐵梅田站為中心、學校��分鐘徒步圈內即有�個鄰近車站、通
勤或就職活動自不在話下、假日時造訪鄰近的京都、奈良也十分便利。

與本學園

合作！

有氧運動區域

桑拿房

健身房

游泳池

●不同分店設施多少有迴異之處、照片均拍攝自梅田店。

ECCアーティスト美容専門学校3号館

京都
神戸 KYOTO
KOBE

奈良

大阪

東京

ECC国際外語専門学校3号館

TOKYO

NARA

OSAKA

JR線大阪站

我想請問獎學金
Ｑ．
的制度是？
Ａ．

提供日本學生支持機構的獎學金。本校以成績、學習態
度、出席率等在校內進行選拔。除上述之外還有本學園獨

自的獎學金方案,歡迎詢問詳情。

Ｑ．
可以使用學生
月票嗎？

Ａ．

本校是大阪府認可的專門學校、所以學生們在利用大眾
運輸工具時可享有�成～�成的優惠。

Ｑ．
有舉辦

學校說明會嗎？
Ａ．

在日本國內、有舉辦能體驗課程的學校說明會和個別說
明會、在海外也有舉辦說明會。
詳情請洽ECC留學生中心。

校

園

常見的詢問
步行��分鐘

電車約��分鐘

道頓堀

電車約��分鐘

電車約��分鐘

神戶三宮

可以打工嗎？
Ｑ．

Ａ．

想要打工的留學生、必須要具備學校認可的基準、資格外
活動的許可是�週可打工��個小時。

（暑假或學校長期的休假時、�天可打工�小時）

Ｑ．
可以在

日本就業嗎？
Ａ．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因為就職簽證規定、故不被允許在
日本就業。COMPUTER專門學校及國際外語專門學校的

話根據學歷及工作經驗也會影響到日本當地工作簽證的

發行、故希望在日本就職的學生在入學前請提早與我們
詢問。

京都

電車約��分鐘

奈良

新幹線約�小時��分鐘

電車約��分鐘

關西機場

東京

請問有學費
Ｑ．

減免制度嗎？
Ａ．

學習專業知識·技術的課程有本學園獨有的留學生學費
減免制度。對留學生的合格者全員、比起日本學生的學費
在�年間可省下最多���萬圓日幣。以學習日語為中心的

課程（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及大學升學課程）已

直接調整為留學生設定的特別價格。

學習專業知識・技術的課程
第�年

※包含入學金

第�年

■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留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日本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留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日本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 ECC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留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日本學生的學費）
（���萬圓日幣）
（���萬圓日幣）

以學習日本語為中心的課程
■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年間）學費

��萬圓日幣（包含入學金�萬圓日幣）

※以上為����年�月入學學生的學費。

文部科學省認定

學校法人 山口學園（大阪府認可） ●

畢業生心聲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COMPUTER專門學校 ●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LeakLab·Japan股份有限公司
貿易部

下定決心做了之後、請不要半途而廢。
雖然總是有很多困難、辛苦的事、但是
放棄並沒有解決問題。覺得辛苦的時
候、請像朋友或是老師進行商量吧。不
放棄繼續堅持下去的這種想法是為了
達成目標的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ARTIST美容專門學校 ●

國際外語專門學校日本語學科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太洋工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KISELEVA EVGENIYA
（俄羅斯）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學程 日本商業專業
����年畢業

（以前就讀於大阪YMCA學院日本語學校）

剛開始就業活動的時候、常
常感到很多不安。

但是、首先從想做什麼、能夠
做什麼開始思考起、對自己
有自信然後努力吧

VN.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SEVAKA PAVIDA
（泰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學程 日本商業專業
����年畢業

愛上自己所選擇的人生方向

吧。朝著自己所愛的人生前
進吧。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If I work hard enough,

日本的就職活動是世界各地

我建議每個同學在開始就職

首先要決定的事情是、在母
國就職、還是在日本就職。若

there will be things I can
do tomorrow that I can t
do today.

如果夠努力、有些事情儘管今
天做不利、明天也能做到。

TEI股份有限公司

于 芸萌
（中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旅遊學程國家資格專業
����年畢業

（以前就讀於神戶東洋日本語學院）

都看不到的活動。即使辛苦
也保持熱情、不只是日文本

身、也對自己的成長有幫助。
所以、失敗的時候不要沮喪、
加油吧。

TAIYO MANUFACTURING
Co.,Ltd. 綜合職

BENETTI ILARIA
（義大利）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旅遊學程國家資格專業����年畢業
（以前就讀於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活動時、不要只是等著學校
給予的資源以及情報、靠著
自己越早開始越早努力積極

行動、絕對可以獲得更多的
機會。

SARANPRACHA
BOONYAWAREE（泰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課程日本商業專攻 ����年畢業
（來自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與學科）

是確定了要在日本就職的

話、就全力朝著日本就職努
力。經常保持開朗元氣的每
一天。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請找出對自己最合適的方法。為了
能夠了解自我的需求、不論是老師、

趁著年輕、就是要多累積經
驗。留學時、請多製造許多留

國際外語提供專門知識與就職

失落、難過的時候、更需要忍
耐以及努力、加油。

同學、任何周邊的人雖然都很認真
親切的給予幫助、但是最後還是得

靠著自己的努力來得到自己想要的
成果。

FREEPLUS Inc.
海外營業職

BHARKSUWANA AUDY
CHUPONGS（美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課程日本商業專攻
����年畢業

學生才能得到的寶貴經驗吧。

（來自關西外語專門學校）

SURBORWORN
RATSARUN（泰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課程日本商業專攻
����年畢業
（來自關西外語專門學校）

許多與在地的英文老師學習英
文的機會、只要你想嘗試、英文

絕對可以進步！加油！

ISABEL WONGさん
（美國）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好人品為你在前進的路上披

明确你真正想要的、然后去
做。

就職活動就是越早開始可以

請好好的努力。只要努力一
定能成功。首先請什麼都別

張 藝さん
（中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馬 碩

（中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旅遊專業課程 ����年畢業

旅遊專供 ����年畢業

（來自HUMAN ACADEMY
日本語學校大阪校）

（來自修曼日本語學校大阪校）

萬不能有、只要肯去嘗試看
看、人生就會幫你開啟需多
機會的大門。

GEROSA PERLA
（義大利）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畏懼努力挑戰看看！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最重要的是絕對不放棄的精

留學生擁有很多強項、好好
利用那些強項努力朝夢想前

徹底了解日本就業活動流程

日本的就職活動、自我介紹
以 及 面 試 等 都 非 常 的 辛 苦。

神。只要不放棄一定能夠成
功就職。請好好加油!

吴 智远
（中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進吧!

國際商務課程 ����年畢業

TOMMY HILFIGER
服飾販賣

杜 昆樺
（臺灣）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務課程 ����年畢業

（來自ECC日本語學院名古屋校）

後再開始展開行動比較有效

率！在設定好目標後努力加
油吧！

（來自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大阪日本語教育中心）

日本國內教育服務公司
綜合職

PUENGPITIPRONCHAI
PAWONWAN（泰國）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綜合英語專科 ����年畢業

但是想在日本就職就請千萬
別放棄。

（來自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學校的課程、當然很重要但
是、有私人的時間的時候、對
於正在學的事或是有興趣的

對於想做的事情抱持著熱情

猶豫不決的時候、先做了再
說。反正又不會少塊肉。

就職就是「先準備的人先贏!!」提早

TangoGameWorks
（ZeniMax·Asia股份有限公司）

事自己去關心、研究、維持這
個習慣是很重要的。

CAPCOM股份有限公司
2D遊戲設計師

AZEVEDO BUCEK
RODRIGO（巴西）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遊戲開発專家學程 遊戲CG専攻
����年畢業
（以前就讀於修曼學院日本語院大阪校）

的話、夢想絕對會實現的。
日文及繪圖也是一樣的道理。
只要能夠傾注妳的熱情一心

一意去做的話、絕對會有成
果的。

HEXADRIVE股份有限公司
遊戲設計師

LIENBACHER LENA
（澳洲）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周 鴻捐
（中國）

�DCG設計課程 ����年畢業
（來自HUMAN ACADEMY
日本語學校大阪校）

準備、提早行動絕對不會讓你錯失
良機。外加平時認真的學習積攢、一
定能夠讓你找到你需要的機會。只
趁面試時表現自我良好的一面、也
容易被看穿。趁早準備、多點笑臉。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利用在就職活動開始以前提

雖然在日本與學校和專門學

雖然就職活動對於外國人來

因為東京將在����年舉辦世

CAPCOM股份有限公司
動作設計師

升作品的品質。品質的重要
遠超過份量。

Media.Vision CO., LTD.
設計師

王

瀟

（中國）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DCG研究課程 ����年畢業
（來自關西語言學校）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己改變的作品、然後去感動
世界上的所有人。總之、千萬

別放棄夢想。擁有不氣餒的
精神是最重要的。
Never give your dreams up.

但是若能度過這些難關一定
能夠成功在日本就業。加油

NEURON·AGE Co.,Ltd
動作設計師

郭 帛霖
（中國）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遊戲CG開發課程 ����年畢業
（來自北九州YMCA學院）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Hit-Point Co.,Ltd
遊戲設計員（�D）

想要創作許多像是曾經讓自

校 時 遇 到 了 很 多 困 難 的 事、

Systena Corporation
系統工程師

WINNIE MUIS
（印尼）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遊戲CG課程 ����年畢業

（來自大阪文化國際學校）

如果不踏出第一步、求職活
動是無法展開的。發現了想
做的工作、就勇往直前的挑
戰吧！求職活動並沒有想像
的可怕喔！

Oracle Gold 試驗、基本情報技術者
試驗合格（國家考試）

說是很困難的、但我認為只
要有夢想就絕對不會有問題。
別遇到挫折就氣餒好好加油
吧!

（荷蘭）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系統工程師課程
����年畢業

（臺灣）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綜合英語專科 ����年畢業

（來自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劉 亦真
（中國）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IT開發研究課程 程式設計專攻
����年畢業
（來自MERIC日本語學校）

日本國內大企業
網頁設計師

劉 忻叡
（臺灣）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遊戲CG課程 ����年畢業

界奧運、這對外國人來說是
在日本就職的好時機。

（來自大阪國際教育學院）

陳 嘉愉
（香港）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Web設計專攻 ����年畢業
（來自關西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教育部日本語學科）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真的不放棄去努力的話、不
只是夢想什麼都會實現的。

夢想不是用想的就會成功的、
而是自己用雙手去抓住的。

CAPCOM股份有限公司
�D遊戲設計師

Rijkes Paul

楊 至臻

Kanden System Solutions
Co.,Inc. 系統程式設計師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CG設計學程遊戲角色專業
����年畢業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來自J國際學院）

（ARC大阪日語學校）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日本國內製造商
綜合職

CHEYSOMBATTI
LALITTEE（泰國）
國際商務課程 ����年畢業

旅遊課程 ����年畢業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日本國內貿易公司
總務管理

HTET HTET PHYO
AUNG（緬甸）

Alinco CO., LTD.
海外事業人員

ITSUWA SHOJI KAISHA,
INC. 綜合職

得到越好的機會。
「因為是外
國人所辦不到。」這種想法千

（來自美力克日本語學校）

（來自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日本語學科）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荊斬棘、勤奮努力能夠幫助
你到達理想的彼岸。

國際商業課程 日本商業專攻
����年畢業

國際商業課程貿易國際物流專攻 ����年畢業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TOBU TOP TOURS
外務、綜合職

（越南）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國際商業課程 國際商業專攻
����畢業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H.I.S. Co., Ltd.
（綜合大型旅行企業）

LE THI LIEN

國內大型運輸公司

ITSUWA SHOJI KAISHA,
INC. 綜合職

對策等、讓想要在日本工作為前
提的學生準備豐富的資源。以及

國際商業學程 日本商業專業
����年畢業

白鴿食品工業公司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Hankyu Hanshin Hotels
Company, Limited 營業部門

（越南）

ECC國際外語專門學校
（大阪國際教育學院）

（以前就讀於ARC大阪日本語學校）

在日本找到工作了
並就職！
JAT'S關西股份有限公司

DINH VAN KIEN

明治安田System·
technology股份有限公司

DEKHIL LAMIS
（突尼西亞）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遊戲開発專家學程
遊戲CG専業
（日本語中心出身）

夢想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黃 一峰
（台灣）

ECC COMPUTER專門學校
系統工程師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