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achi學園集團在日本全國總共有17所專門學校
分別位於東京、大阪、名古屋、九州



姊妹校

Adachi學園集團除了商業學校
以外，另外在東京設有四所專
門學校，分別為
◇東京設計師學院(設計、漫
畫等)
◇東京視覺藝術學校(攝影、
舞蹈等)
◇東京觀光專門學校(旅遊、
服務等)
◇東京Cool Japan(動漫、遊戲)



學校資訊

東京商業專門學校

地址：〒151-0053 東京都渋谷区代々木1-56
電話：0120-65-6006
網站：https://www.tsb-yyg.ac.jp/

交通方式：
◇JR山手線、中央、總武線、代代木車站北口出來右轉 徒步20秒
◇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代代木車站A3出口出來右邊 徒步20秒
◇JR各線/小田急線/京王線、新宿車站南口出來沿著

Southern Terrace直走5分鐘

https://www.tsb-yyg.ac.jp/


學生人數

日本人(76%)

留學生(24%)

校內有7成以上是日本學生，能提供大
量留學生與日本學生接觸的機會，以培
養未來進入日本社會時所需要的日語能
力，並藉由交流深入了解日本文化。



留學生人數

中國(37%)

韓國(17%)

台灣(14%)

越南(11%)

其他(21%)

中國(37%) 韓國(17%) 台灣(14%) 越南(11%) 其他(21%)



學科介紹

花藝商務

時尚商務體育商務寵物商務

IT商務經營辦公室商務



寵物商務

• 學習犬類、貓類身體構造或梳毛、修甲等寵
物美容所需要的知識。

動物美容課程

• 學習如何與狗達成溝通，並學習訓練其作出
訓練師指定動作等知識。

犬類訓練專家課程

• 學習寵物內科、外科、眼科等疾病知識，並
訓練在寵物醫院時所會使用到的接客技巧或
會計業務等營業知識。

寵物看護課程



體育商務

• 學習體運廠商或運動職業團隊
的市場戰略，藉由企劃、開發
販賣等課程了解市場的運作。

體育市場專業

• 學習經營管理體育設施，並加
強吸收體育指導時所需要的知
識。

健康運動商務管理專業



經營

• 學習管理人、物、金錢、情報等經營所需知識。

商務管理專業

• 學習市場流通及吸引顧客購買之手法等知識。

流通、市場專業

• 國際商務課程：學習與海外貿易時所需之法律、貿易知
識，並加強英語溝通能力，以日本學生為主。

• 國際溝通課程：學習與海外貿易時所需之法律、貿易知
識，除加強英語溝通能力以外，也輔助強加日語能力，
是為留學生所設之課程。

國際商務專業

• 財務會計課程：學習財務經理等與數字相關的經營知識。

• 學習不動產或建築買賣時所需溝通能力等知識。

會計財務專業



IT商務

• 學習系統開發等工程師所需之
技術，並培養能將其實際運用
在工作上之能力。

編程、情報處理專業

• 學習手機APP開發，並且除了功
能性以外也同時學習版面設計
等技巧。

手機APP專業



辦公室商務

• 除了電腦能力及商業禮儀以外，也培養實
際能將商業執照所學運用在工作上之人才。

商務許可專業

• 加強學習電腦能力，並且培養想像力、溝
通能力等能夠對應多方工作的能力。

商務電腦專業

• 培養商業禮儀、接待技巧、開會發表等秘
書所需之能力。

秘書專業



時尚商務

• 學習依照品牌來決定使用何種商
品等知識，並且培養向客人提案
服飾搭配時所需的溝通能力。

時尚造型師專業

• 學習服飾品牌等知識以培養時尚
界所需之美感，並加強服飾店所
需之市場調查、企劃等能力。

服飾店員工專業



• 學習花藝綜合知識，培養婚禮、飯店、慶
祝場合、喪禮等花藝搭配的知識及技術。

花藝搭配專業

• 加強培養婚禮場合花藝所需知識。

婚禮花藝專業

• 培養花店所需之商業溝通能力，以及東方
西方花藝差別等能力。

花店專業

花藝商務



學費及獎學金

東京商業專門學校

一
年
級

一般 1,247,000円
分期(兩次) 837,000日圓

410,000日圓

留學生
獎學金 1,047,000円

分期(兩次) 637,000日圓

410,000日圓

二
年
級

一般 1,284,000円
分期(兩次) 778,000日圓

506,000日圓

留學生
獎學金 1,184,000円

分期(兩次) 678,000日圓

506,000日圓

◇留學生獎學金條件：
須為成績及出席率優秀之學生，
並提出日語系老師或留學代辦
負責人之推薦書。
◇報名費：繳交報名資料須額
外繳交20000日圓報名費，但
只要參加過任何一場現場或線
上說明會即可免除報名費。



體驗課程

學校提供入學前體驗課程的機會，除了可以先
了解各個學科實際的課程內容以外，只要參加
過體驗課程，原先入學時需要繳交的20000日
圓的報名費也可以全額減免，目
前也開放線上體驗課程，即使不
能到校也歡迎線上體驗學校的課
程!!右邊的QR碼為線上預約網站。



課表範例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9:20~10:50 企業經營理
論

商品策畫 業界、業種
研究

零售業類型

11:00~12:30 販賣營運管
理

企業經營理
論

店家營運程
序

企業經營理
論

市場調查

13:30~15:00 會計簿記 創業論(選) 簿記演習 簿記會計 商業溝通能
力

15:10~16:40 會計簿記 留學生日語
課(選)

16:50~18:20 禮儀

此表為經營學科之範例，實際課程可能有更動。



女生宿舍

房租：4人房 25,000日圓/月
2人房 43,000日圓/月
1人房 83,000日圓/月

共益費3000日圓/月 (含水電)
訂金：25000日圓

地址：世田谷区経堂3-7-22
交通：小田急線「經堂站」徒步8分鐘

構造：2層樓 10間房間
入住人數：共40人

※男生宿舍目前正在興建



就業輔助

◇校內每週都有就業輔導課程，從日
文面試指導到關於選公司的大小事都

由老師親自指導。
◇每年冬天在東京、大阪、名古屋、
九州舉辦大型就業活動「業界EXPO」，
此活動只有Adachi學園學生才能參加，
東京場次每年都有超過500間以上的
公司來到現場，學生可以直接與企業
交流，直接從這個活動中獲取往後就

業的機會。



入學輔助制度

Adachi學園集團設有輔
助留學生入學事項的國
際部，有任何入學上的
問題都可以直接聯絡我
們，國際部內也有台灣
員工，提供中文服務，
歡迎隨時聯絡諮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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