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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山手線「新大久保站」下車          走路９分鐘

2020/7/15

頁

1

2

（招募重要事項)
招生簡章(台灣)

項目

入學申請文件

學費

東京入國管理局認定『適正校』(優良校）『取次申請校』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認定校 

ミツミネキャリアアカデミー日本語コース

Mitsumine Career Academy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

(可代辦申請簽證更新、打工許可證等)

遠藤、伊藤、近藤、彭。

81-3-5332-9332

http://www.mcaschool.jp

西武新宿線「西武新宿站」北口下車    走路12分鐘

JR新宿站西口                        走路20分鐘

JR中央·總武線「東中野站」東口下車　走路12分鐘

擔當者

：

電　　話

E-Mail

交　　通

東京都新宿區北新宿4－1－1 第三山廣大樓 　接待處在４Ｆ

info@mcaschool.jp

三峰日本語學校／三峰學院　日本語學科
郵遞區號

地　　址
JR中央·總武線「大久保站」北口下車　走路４分鐘

169-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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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3個月內拍的(縦4㎝×横3㎝)照片 。學校會剪切(4㎝×3㎝)。

＊請到照相館拍照。千萬不可使用自用數位相機拍的照片。
*此照片用於日本「在留卡」。因此請務必提交3個月內拍的,無修正過的照片。
＊請提交影印本。提交部分為本人照片欄、所有出入日本的記錄

  日本入管局蓋章之處即可。其他則不需要。

若有舊護照上有日本出入境紀錄，請提交舊護照影印本。

萬一遺失舊護照或忘記出入境日期者請到「入出境(國)管理局」開立證明書。

*請盡量使用電子版。網頁(http：//www.mcaschool.jp→中文繁體）下載密碼「mca」

＊有中斷或空白期間的履歷表無法提交，凡是打工、上補習班等都要列明。

＊曾經去過日本者必須寫明出入國記錄記載欄。

＊萬一填寫的入境次數（日期）及實際入境次數（日期）

不一致，將無法取得簽證。請留意。

＊先填寫「入學願書NO.２履歷欄」再寫就學理由書。按照「願書NO.２」列明;

　①在高中、大學等的主修科目。   　 ②留日的動機及目的。

  →所學是否與日本、日文等有關係    ③畢業後至今的工作內容。

　④日語學校畢業後的計劃。       　 ⑤回國後的就業計劃等等。
＊最高學歷的畢業證書或證明書。必須提交正本。入國管理局的審查結束後會退還原件。

＊沒有畢業而肄業等的學生請提交「結業(肄業)證明書」及前一個學歷的「畢業證書」。

＊申請10月份而尚未畢業者，先提交「在讀證明書」。萬一不能提交，請提交「學生證影印件」。

　領取「畢業證書」原件後請立刻提交。

＊大學、大專的應屇畢業生(當年６月或７月畢業）須提交高中畢業證書原件。

＊最高(終)學歷全年的成績證明書正本。中文或英文版。最好是中文版。
＊肄業等的學生，提交前一個學歷的「成績證明書」及最高學歷的在學期間的「成績證明書」。

＊【日本語能力認定書】及【日本語能力試驗合否結果通知書】持有者請提交影本。

＊【日本留學試驗 成績通知單】持有者請提交影本。

＊若無如上證明的學生，請儘量提交「日語學習證明書」。

※畢業5年以上的學生必須提交其中以上資料。

* 戶籍謄本 ＊全戶的戶籍謄本。

＊【兵役證明】當過兵的學生請提交「退伍令」等當兵、免役證明。

*【健康診斷書】若有長期住院、或者長期接受醫生治療的經歷，請向學校提交由
醫院或者主治醫生開具的證明書。必須要證明身體以及精神狀況良好，不會對留
學產生影響。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使用本校規定之表格。請務必由經濟保證人簽名。

　父母(父親或母親)之外人接受保證人的話,請詳細填寫其理由。

＊原則上保證人或保證人配偶或學生名義開的證明書。

＊存款最低餘額:2年課程:320萬日圓　  １年課程：160萬日圓

＊有些存款證明無法受理。例如:1．公司名義 2．影印件 3．無發行日期

※ 資金來源證明書 ＊畢業超過5年的學生須提交約3年的存摺影本或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正本。

3 戶籍謄本 ＊申請者及保證人不同戶籍時，請也提交保證人的戶籍謄本。

＊負責人(經營者)提交「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登記表」等。

  負責人以外的則提交「在職證明書」。

＊必須要有到職日期、負責人簽名(或蓋章)、公司印、地址、電話等。
　最好有列出工資。（月薪及年薪)。現單位工作不到３年時請提交以前公司的「經歷證明書」。

* 納稅證明書 ＊請儘量提交「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或「扣繳憑單」。原則上要近３年的記錄。

就學理由書 *

畢業證書4

5

(長期課程)    入學申請文件 (台灣) 

*對於學校畢業(或退學)後已超過5年以上者，並且短期（90日）簽證取得後居留日本時間超過1個月以
上兩次者（含多次入境者），東京入管局會嚴格審查。因此留學動機、理由、目的、本校畢業後的具體計
劃等，請填寫清楚。另外要填寫當時的居留地地址、電話、活動內容、費用來源或費用來源者的關係說明
等詳細說明資料。並且經濟方面的材料，也請務必準備齊全。
＊除了畢業證書等原件之外，所有的提交文件（包括照片）必須是入管提交截止日期倒數三個月內發行的
證明書才有效。

申請者提交文件

照片（７張）1

護照（影印本）2

入學願書

成績證明書

4
「在職證明書」或
「公司登記表」「公
司章程」等

存款餘額證明書2

經濟保證人提交的文件

經費支弁書1

3

其他*

日本語學習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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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單位:日圓 日文

A.申請時 ★短期課程 打工渡假 A.申請
しんせい

時
じ

＊報名(審查)費 ＊選考料
せんこうりょう

B．入學時 B.入学
にゅうがく

時
じ

入學金 ￥20,000 入学金
にゅうがくきん

入學金獎學金 無 入学
にゅうがく

時
 じ

特典
とくてん

*健保保證金 国保
こくほ

保証金
ほしょうきん

學 費 1年3個月 １年 9個月 半年 ３個月 ３個月 学
がく

 費
ひ

授課費 ￥702,500 ￥568,000 ￥430,500 ￥290,000 ￥148,000 授業
じゅぎょう

料
りょう

其他費用 ￥115,000 ￥92,000 ￥69,000 ￥46,000 ￥23,000 その他
た

學費合計 ￥817,500 ￥660,000 ￥499,500 ￥336,000 ￥171,000 ￥144,000 合
ごう

  計
けい

課程 短期 打工渡假 課程
項目 (學費:1年3個月) (學費1年) (學費:9個月) (學費:半年) (學費:3個月) (學費:3個月) 項目

報名(審查)費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選考
せんこう

料
りょう

入學金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0 入学金
にゅうがくきん

健保保證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国保
こくほ

保証金
ほしょうきん

學費(繳齊) ￥817,500 ￥660,000 ￥499,500 ￥336,000 ￥171,000 ￥144,000 学
がく

  費
ひ

合計 ￥897,500 ￥740,000 ￥579,500 ￥416,000 ￥171,000 ￥144,000 合計
ごうけい

（注 意 事 項）

●收款人地址: 4-1-1,KITASHINJUKU, SHINJUKU-KU,TOKYO,JAPAN

 1.住本校宿舍的學生，匯款時請再加上宿舍所有費用後一同匯款。-->請參閱「宿舍詳細一覽」

 2.已繳納過報名費、入學金的學生，請扣除其費用後的餘額匯款。

 4.打工渡假的學生→半年的學費為144,000×2=288,000日圓。

<MCA·三峰日本語學校·匯款指定銀行>
三井住友銀行 新宿西口支店

 3.短期+長期課程的學生-->可先繳納3個月學費，長期課程學費可於簽證(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批准後再繳納。

（日本國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１－７－１） ●帳    號  : 3383427       
●SWIFTCODE  ： ＳＭＢＣＪＰＪＴ ●戶  名    : Mitsumine Career Academy Inc. 

●存款種類  : ORDINARY ACCOUNT　　　　   

入學時繳納金額

 5.繳納後的學費，可以三個月為單位退還學費。

長期

   請留意，但報名長期課程學生所繳納的前半年學費則不予退還。

 2.長期課程(留學簽證)學生的初期或赴日後繳納的學費，需以半年以上為單位。

 4.健保(國民健康保險)保證金：赴日後須參加國民健康保險。在領取該證後退還其保證金。

持有N3～N5合格證書或EJU日語成績200分以上者￥30,000(減免4萬)

持有N1～N2合格證書或EJU日語成績300分以上者 0圓(全免)
*注：JLPT合格證書和EJU成績單，均爲證書或成績單發行日算起，5年内有效。

 3.其他費用包含設備費、教材費、課外活動（校外教學）費。

 6.報名短期課程者，若持有「家屬滯在」等一年以上簽證者，則可永久入學金減免。

2020/1

（注 意 事 項）

 1.上述金額已包含10%的消費稅。

￥144,000

￥70,000→￥50,000(減免2萬日圓)

￥10,000

￥20,000

升學‧一般課程(長期課程＜留學簽證>)

學    費
202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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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項目　◎開學　○課程結束日

  2020年 4 月 1 日 星期 三  迎接新生(接機;限於住學校宿舍及合作宿舍學生)

4 月 6 日 星期 一  第一批註冊及分班考試（上午9:00~）入學典禮及新生指導(下午1:30~16:30)

4 月 8 日 星期 三  冬季學期3月份補課 

4 月 30 日 星期 四  冬季學期3月份補課結束

5 月 1 日 星期 五  第二批註冊及分班考試（上午9:00~）入學典禮及新生指導(下午1:30~16:30)

  5月2日（星期六）～5月6日（星期三） 黃金週放假

◎ 5 月 7 日 星期 四  開學

 校外教學

6 月  期末考試

6 月 21 日 星期 日  第一回日本留學試驗(EJU)

○ 6 月 26 日 星期 五  課程結束

6 月 30 日 星期 二  迎接新生(接機;限於住學校宿舍及合作宿舍學生)

7 月 1 日 星期 三  註冊及分班考試（上午9:00~）入學典禮及新生指導(下午1:30~16:30)

◎ 7 月 2 日 星期 四  開學

7 月 5 日 星期 日  第一回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7 月 11 日 星期 六  在日畢業生聚餐會

7 月 23 日 星期 四  海之日(今年度日本國定假日)

7 月 24 日 星期 五  體育日(今年度日本國定假日‧東京奧運會開幕)

  8月8日（星期六）～8月16日（星期日） 暑假

8 月 28 日 星期 五  校外教學

9 月  期末考試

○ 9 月 29 日 星期 二  課程結束

10 月 5 日 星期 一  迎接新生(接機;限於住學校宿舍及合作宿舍學生)

10 月 6 日 星期 二  註冊及分班考試（上午9:00~）入學典禮及新生指導(下午1:30~16:30)

◎ 10 月 8 日 星期 四  開學

11 月 8 日 星期 日  第二回日本留學試驗(EJU)

11 月 13 日 星期 五  校外教學

12 月 6 日 星期 日  第二回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12 月  期末考試

○ 12 月 22 日 星期 二  課程結束

2021年 1 月 6 日 星期 三  迎接新生(接機;限於住學校宿舍及合作宿舍學生)

1 月 7 日 星期 四  註冊及分班考試（上午9:00~）入學典禮及新生指導(下午1:30~16:30)

◎ 1 月 12 日 星期 二  開學

           2月～3月  校外教學（每班）

           3月上旬  結業·畢業考試（2021年3月結業·畢業者）

3 月 6 日 星期 六  結業·畢業典禮及歡送會（2021年3月結業·畢業者）

3 月  期末考試

 ○ 3 月 24 日 星期 三  課程結束

【接機】：當日下午２時左右。(如不能在指定日期入境,請務必提前與仲介機構或學校取得聯繫)

　　　　　　　　2020年度 課程表 (2020年3月11日 改定版) 　 2020/03

*港台學生專用

月 日  星期

授課時間
：３７天

四
月
‧
春
季
學
期

未定

 0【復課】
0 新生也
0 可參加

最終授課日的約一週之前

　　6月27日（星期六）～7月1日（星期三）放假

授課時間
：１６天

　　３月25日（星期四）～4月6日（星期二）春假

授課時間
：５０天

　　9月30日（星期三）～10月7日（星期三）放假

十
月
‧
秋
季
學
期 　　12月23日（星期三）～1月11日（星期一為國定假日）寒假　

一
月
‧
冬
季
學
期

七
月
‧
夏
季
學
期

授課時間
：５２天

最終授課日的約一週之前

最終授課日的約一週之前

最終授課日的約一週之前

授課時間
：５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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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11 

三峰學校獎勵(獎學金)制度 
 

1、ＭＣＡ三峰學校獎學金 

每三個月一次選獎學生。在學期間內發給每個月30,000日圓的獎學金 

（總共６個月）。合計180,000日圓。 

 

2、就學生「學習獎勵費」給付制度(國內最終學歷成績等) 

【獎學金內容】 
一年後升學的學生內，以學業成績優秀及品性優良而且家境狀況清寒的學生為對象。 

４月到第二年３月每個月可以領取30,000日圓的獎學金 合計360,000日圓。 

本校的推薦名額約為5～6名 (每年不一樣)☆☆2009年度14名  

 

3、文部科學省日本教育部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費」(日本留學生考試成績) 

【獎學金內容】 

進入大學院、大學本科等後的第一年度４月到明年３月每個月 

可以領取48,000日圓的獎學金 合計576,000日圓。(2015年度) 

 

4、李秀賢就學生獎學金制度 

【獎學金內容】 

每一年一次被選。每個月可以領取20,000日圓的獎學金。 領取期間為5個月。 

 

５、全 勤 獎   
每學期表揚沒缺席的學生。上課最後一天老師將「圖書券」贈送給學生。(可購買文具) 

 

６、出 席 率 

從入學到畢業的上課時間內出席率是100%或大約100%的學生，在畢業典禮或課程結束的最

後一天上課時間被表揚(含短期課程學生)。 

 

學習期間 １年 １年３個月 １年半 １年９個月 ２年 

學習獎勵金 1萬日圓 2萬日圓 3萬日圓 4萬日圓 5萬日圓 

 

7 、 EJU或 JLPT（日語能力考試合格者，日本留學考試高分者）                   

日本語能力考試 日本留學生考試 

N1合格者 5000 日圓 350分以上者 10000 日圓 

N2合格者 4000 日圓 300分以上者 7000 日圓 

N3合格者 3000 日圓 250分以上者 5000 日圓 

  200分以上者 3000 日圓 

 

領取條件（2020學年度）： 

1. 總出席率（時間數）在 90%以上。 

2. 上課態度良好。 

3. 在 MCA就讀滿壹年（4個學期）以上，且合格發表時也在籍。 

4. 於學期末最後一天上課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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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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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佐ヶ谷①号寮 阿佐ヶ谷②号寮 高円寺北寮 高円寺南寮 上石神井寮 桜上水寮
阿佐谷 亞土宿舍 阿佐谷阿爾瑪宿舍 高圓寺之杜宿舍 高圓寺kararu宿舍 上石神井宿舍 櫻上水宿舍

Asagaya Ado Asagaya Aruma Koenji no mori Cararu koenji Kamishakuji Sakurajosui

16人 5人 8人 14-15人 8人 22-33人

〒166-0001 〒166-0001 〒166-0002 〒166-0003 〒167-0023 〒168-0073
東京都杉並区阿佐ヶ谷北
2-7-8レオネクスト亜土

東京都杉並区阿佐ヶ谷北
2-7-8レオネクスト アルマ

東京都杉並区高円寺北4-21-11　クレ
イノ高円寺の杜（もり）

東京都杉並区高円寺南
4-34-14CARARU高円寺

東京都杉並区上井草
4-22-8ラシーヌ上井草

東京都杉並区下高井戸4-17-3
レオパレス「それーゆ」

東京都杉並區
阿佐谷北2-7-8
LEONEXT亞土

東京都杉並區
阿佐谷北2-7-8
LEONEXT ARUMA

東京都杉並區
高圓寺北4-21-11

CLEINO 高圓寺之杜

東京都杉並區
高圓寺南4-34-14
CARARU 高圓寺

東京都杉並區
阿上井草4-22-8
RACINE 上井草

東京都杉並區
下高井戶4-17-3

 LEOPALACE SOLEIL

2-7-8, LEONEXT ADO,
ASAGAYA KITA,

SUGINAMI-KU,TOKYO

2-7-8, LEONEXT ARUMA,
ASAGAYA KITA,

SUGINAMI-KU,TOKYO

4-21-11, CLEINO
KOENJINOMORI, KOENJI

KITA,SUGINAMI-KU,TOKYO

4-34-14, CARARU KOENJI,
KOENJI MINAMI,

SUGINAMI-KU,TOKYO

4-22-8, RACINE
KAMIIGUSA,KAMIIGUSA,
SUGINAMI-KU,TOKYO

4-17-3, LEO-PALACE
SOREIL, SHIMOTAKAIDO
SUGINAMI-KU,TOKYO

約21分鐘 約15分鐘 約37分鐘 約45分鐘(約30分鐘)

徒步9分→電車8分→徒步4分 徒步3分→電車8分→徒步4分 徒步10分→電車15分→徒步12分
徒步6分→電車16分→徒步20分
(徒步6分→電車20分→徒步4分)

JR中央・総武線各停
「高円寺」北口→
「大久保」北口

ＪＲ中央・総武線各停
「高円寺」（南口）→
「大久保」（北口）

西武新宿線各停
「上石神井」→「西武新宿」北口

京王線「桜上水」→「新宿」西口
(JR總武線「新宿」→「大久保」)

￥4,940 ￥4,940 ￥9,100 ￥5,890(￥9,840)

獨立套房(8間)高級公寓 獨立套房(2間)高級公寓 獨立套房(4間)高級公寓 獨立套房(7間)高級公寓 (設有小閣樓)獨立套房(3間) (設有小閣樓)獨立套房(11間)

雙人房 雙人房 雙人房(2樓) 雙人房(201,301) 雙人房(2樓) 雙人房(2樓)

￥53,000(每人) ￥51,000(每人) ￥51,000(每人) ￥52,000(每人) ￥47,000(每人) ￥49,000(每人)

雙人房(1樓) 雙人房(101,203,302) 雙人房(1樓) 雙人房(1樓)

￥49,000(每人) ￥50,000(每人) ￥45,000(每人) ￥47,000(每人)

三人房 雙人房(202) 三人房(2樓)

￥37,000(每人) ￥49,000(每人) ￥33,000(每人)

雙/三人房(102) 三人房(1樓)

￥55,000/37,000(每人) ￥30,000(每人)

各個房間
各個房間(高圓寺共用)

網路(免費) 有線、無線 Wi-Fi 有線、無線 Wi-Fi
浴室(有浴缸) 衛浴分開

廁所 免治馬桶

爐灶 電磁爐 電磁爐

洗衣機
烘乾機

洗衣機
洗衣機

浴室烘乾機

其他 壁櫃、電熱水壺
書架、電熱水壺或電熱水
瓶、電風扇(小閣樓專
用)、書桌

房租
(每月,每人)

注
意
事
項

①上述金額已包含10%的消費稅。
②宿舍的使用期限，3個月（１學期）。可續約到畢業。
③房間內「嚴禁吸煙」。
④房間的分配由學校決定。原則上在開學前兩週決定。
⑤入寮金，不予退還。
✵FSA搬入MCA宿舍時入寮金為10,000日圓。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還。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還。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還。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還。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還。

⑦光熱費(水電、瓦斯費)
9,000日圓/月(3人型6,000日圓/月)
⑧單人房(使用)只有在房間空出時才可安排。
簽約3個月。原則上新生無法使用。
(櫻上水寮、高圓寺南,北寮78,000日圓/月)
⑨【寢具】寢具費：3個月 ￥6,000。3個月後
可決定是否續租。
   但無法分期繳費。 冬季和夏季將更換被
子。
   「整套被子」:1．蓋被 2．薄被(毛毯) 3．
墊被  4．枕頭 5．1～4項的被套。
⑩網路Wi-Fi使用費:免費

⑩接機(Pick up)
   原則上機場接機僅限學校指定的日期(原則上
是分班考試的前一天或前二天)。請務必向留學
中心確認。上述情況以外時,原則上只在新宿車
站迎接。
   ✵｢接機費用｣免費。但如有在清早或深夜以及
學校指定日以外的接機,將按照實際費用收取,接
機時有可能會需要等待的情況發生。
⑫若上述宿舍沒有空房時，學校會安排或介紹學
校合作的學生宿舍等(大約同樣價格的)。敬請諒
解。
⑥保證金(押金）以宿舍規則為準，於退寮時退
還

入寮(住)手續 續住手續 退房手續

①決定入住後請立刻與留學中心聯絡。
②填寫「入寮申請書」
③學校安排宿舍後，請將入寮金、保證金(押金)、 房租
等與學費一同匯入學校帳戶。
＊請儘可能提交接機申請表。

＊續住期限以3個月（1學期）為單位。
①入住一個月後學校會確認是否續住。
②續住者→提交「續住誓約書」
③繳交下學期(3個月)的宿舍費及被子費。

①退房的一個月前必須提交「退寮申請書」。
②原則上退房後立刻將鑰匙退還給學校。
③學校將保證金(押金／按金)退還給學生。
*不遵守宿舍規則時無法退還「保證金」。

設
 
 
備

電視機、冷暖氣、床(上下舖)、書桌、椅子、檯燈、窗簾、曬衣竿、電源延長線

衣櫃、衣架、衣服收納箱、電飯鍋、冰箱、微波爐、吸塵器、平底鍋、菜板、菜刀、鍋子、垃圾桶

(有線)無線 Wi-Fi

衛浴分開
衛浴(同間)

免治馬桶

電磁爐

洗衣機、浴室烘乾機

電熱水壺、自動感應門鎖、防盜攝影、書架、陽台

房租
(每月,每人)

房租
(每月,每人)

保證金
(押金/按金） ￥20,000
水電·瓦斯費
(一個月)  ￥9,000（雙人房）~ ￥6,000(三人房)/一個人

★租整套被子費
(三個月) ￥6,000(使用期間為3個月。3個月後可決定是否續租。)

型侏

房間A

房租
(每月,每人)

房租
(每月,每人)

搭乘站→下車站
(換車站→下車站)

JR中央・総武線各停
「阿佐谷」北口→「大久保」北口

電車月票費 ￥4,940

入寮金 ￥30,000

約24分鐘

徒步9分→電車11分→徒步4分

　　2020年度特別版 Ｍ Ｃ Ａ 寮(宿舍)
宿舍名稱(日文)

宿舍名稱(中文)

羅馬字

可收納人數(90
至102名)

秘廖來艶 男女共用

郵遞區號

地址（日文)

地址（中文)

地址（英文)

【交通】宿舍→車站
→JR總武線「大久保

站」北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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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寮費 ¥159,000 ¥159,000 ¥53,000 寮費 ¥147,000 ¥147,000 ¥49,000 寮費 ¥111,000 ¥111,000 ¥37,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18,000 ¥18,000 ¥6,00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合計 ¥242,000 ¥186,000 ¥62,000 合計 ¥230,000 ¥174,000 ¥58,000 合計 ¥185,000 ¥129,000 ¥43,000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寮費 ¥153,000 ¥153,000 ¥51,000 寮費 ¥141,000 ¥141,000 ¥47,000 寮費 ¥99,000 ¥99,000 ¥33,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18,000 ¥18,000 ¥6,00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合計 ¥236,000 ¥180,000 ¥60,000 合計 ¥224,000 ¥168,000 ¥56,000 合計 ¥173,000 ¥117,000 ¥39,000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寮費 ¥156,000 ¥156,000 ¥52,000 寮費 ¥135,000 ¥135,000 ¥45,000 寮費 ¥90,000 ¥90,000 ¥30,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18,000 ¥18,000 ¥6,00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合計 ¥239,000 ¥183,000 ¥61,000 合計 ¥218,000 ¥162,000 ¥54,000 合計 ¥164,000 ¥108,000 ¥36,000

３か月 １か月 ３か月 １か月

入寮金 ¥30,000 入寮金 ¥30,000

保証金 ¥20,000 保証金 ¥20,000

寮費 ¥150,000 ¥150,000 ¥50,000 寮費 ¥165,000 ¥165,000 ¥55,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光熱費 ¥27,000 ¥27,000 ¥9,00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布団レンタル代

(3か月)
¥6,000 0 0

合計 ¥233,000 ¥177,000 ¥59,000 合計 ¥248,000 ¥192,000 ¥64,000

高円寺南（101.203.302室） 高円寺南（102室２人使用時）

５万円/月 ５万５千円/月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５万２千円/月 ２人部屋（4万５千円/月） ３人使用時（３万円/月）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継続初回
入寮時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高円寺南（201.301室） 上石神井寮１F 桜上水１F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５万１千円/月 ２人部屋（4万７千円/月） ３人使用時（３万３千円/月）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初回
入寮時

継続

　　　阿佐ヶ谷２号/高円寺北２F
　　　　 (アルマ)

桜上水１F/上石神井寮２F 桜上水２F

５万３千円/月 ２人部屋（4万９千円/月） ３人使用時（３万７千円/月）

           　　　　　 MCA寮（宿舎）寮費合計一覧表

初回入寮時及び継続時の合計金額 
初回寮費お支払い時は、必ず３か月の寮費と光熱費〈9,000円/２人部屋、6,000円/３人部屋〉、布団レンタル代〈6,000円/３か月〉をお支払いく
ださい。寮継続時は寮費と光熱費の分割でのお支払いも対応しております。布団レンタルについては継続か解約かをお選びいただけます
が、分割でのお支払いはお断りしております。ご了承ください。<以下の金額には10％の消費税が含まれております>

２人部屋（光熱費9,000円/月） ３人部屋（３人使用時）
（光熱費6,000円/月）

阿佐ヶ谷１号
〈亜土〉

高円寺北１F
高円寺南（202室） 桜上水２F

阿佐ヶ谷２号
〈アルマ〉

高円寺南（1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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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院 *大学 *大学院 *大学

16 2 9 3

2 0 54 11

9 1 12 2

9 1 2 3

0 1 5 6

2 1 13 10

8 1 2 3

3 1 1 0

0 1 2 3

3 1 3 4

2 5 11 21

5 8 8 22

10 4 19 40

12 3 4 38

3 1 0 7

0 2 2 6

1 0 3 1

9 12 0 11

9 4 1 11

1 3 1 13

1 1 0 11

2 1 2 0

年度（Year)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専門学校/Specialized
training college 104 114 158 155 142

短期大学/Junior ｃollege 0 1 1 1 2 年度(year)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大学/University 42 62 44 28 34 人数(Number) 63 64 64 52 59

*大学院/Graduate School 23 23 33 24 40

合計/Total 169 200 236 208 218

京都大学

東京大学

筑波大学

東北大学

大阪大学

東京工業大学

一橋大学

東京外国語大学

お茶の水女子大

神戸大学

北海道大学

名古屋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電気通信大学

千葉大学

横浜国立大学

信州大学

熊本大学

群馬大学

東京学芸大学

埼玉大学

Gunma University Bunka Fashion Graduate University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Kokugakuin University

Shinshu University  Daito Bunka University

Kumamoto University  Reitaku University

文化ファッション大学院大学

麗澤大学

大東文化大学

国学院大学

Osaka City University Senshu University

Osaka prefectural University Musashi University

Saitama University  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東京農業大学

武蔵大学

専修大学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Nihon University

Chiba University  Toyo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 Communications Komazawa University駒沢大学

東洋大学

日本大学

Hokkaido University Ritsumeikan University

Ochanomizu University Chuo University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osei University

立命館大学

法政大学

中央大学

Tｓukuba University Gakushuin University

Nagoya University Tama Art University

Kobe University Aoyamagakuin University青山学院大学

多摩美術大学

学習院大学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oshisha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Rikkyo University

Tohoku University Meiji University

同志社大学

明治大学

立教大学

The University ot Tokyo Keio University

Kyoto University Waseda University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ochi University上智大学

早稲田大学

慶応義塾大学

2020/8/31

主要大学（院）進学者数(累計)*研究生、科目等履修生も含む
Major Universities  (Graduate Schools) Number of students who further studied  *Include research students, students who enrolled in classes

国公立/ national, prefectural and other public universities（colleges） 私立/private university（colleges） 
School name School name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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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大特點  

1.國際化學校，在三峰學校可體驗到世界各國的不同文化，具有學習日語的良好環境。 

 在校生分別來自世界各國（地區）台灣、香港、中國、韓國、越南、俄羅斯等國家（地區）的

學生。 

 

2.學費定價合理,半年的學費為33萬6千日圓! (包含設施費、教材費、課外活動費) 

（半年後可三個月分期付款）課外活動(3個月舉辦一次:迪斯尼、野外烤肉、富士急樂園等) 

持有打工渡假（工作假期 WH）簽證的學生學費:14萬４千日圓(3個月)(可讀一年) 

 

3.學校立地東京都心,位于新宿交通方便! 找工作很方便! 
最近的車站是大久保車站。從車站到學校徒步僅為5分鐘,離繁華的新宿坐電車只需2分鐘。 

學校的環境非常好,在6樓休息大廳,可以遙望富士山。（4樓的佈告欄上經常會更新打工信息） 

(打工)定期更新打工信息,邀請企業在校內召開打工面試會。 
 

4.有完善的多種獎學金(最高一年可拿到360,000日圓)制度!(單位:日圓) 

①就學生學習獎勵費 (國內最終學歷成績等)(36萬)  

②學習獎勵費(日本留學生考試成績)(57萬6千 2015年度)  ③三峰學校獎學金(18萬)  

④李秀賢顯彰獎學金(10萬)  ⑤出席率獎(最高５萬)  ⑥全勤獎(最高價值8千的圖書券)等 

⑦日語能力考試合格者(5000日圓～3000日圓)  ⑧日本留學考試高分者(1萬日圓～3000日圓) 
 

5.設立於1988年,至今已有32年的歷史。1年4期招生(1月、4月、7月、10月) 

32年來逐步發展壯大,現在的定員人數為700人。 

 

6.升學率100%<日語能力考試N1(一級)、N2(二級)合格率高>  
有專業老師對不同升學選擇的學生進行針對性指導。(一對一升學指導)  
2017學年度升學實績(部分) :東京大學、一橋大學大學院、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等 

 

7.推薦入學(保送入學等)制度。到目前為止與56所學校建立了合作關係。 

獲得推薦入學的學生可以享有入學金、授業料減免等待遇。 

 

8.設有大學本科進學課程(全日制)。*費用合理 

上午:日語(4小時)。 下午:英語、數學、綜合科目等(2小時)。 

大學院(研究所)進學課程(半日制) 
從研究計畫書的寫法、尋找合適的研究課題到如何和教授聯絡、並進行面試練習等等從全體到細節都有全方位指導。 

 

9.星期五設有漫畫研究課程等選修科目。(根據學生需求會調整科目) 

①商業會話課程   ②加強會話能力課程   ③能力考試輔導課程   ④留學生考試輔導課程 

 

10.備有設備齊全的男女宿舍(房租3萬6千日圓起)。入住即可用Wi-Fi 
精挑細選! 都是環境良好、生活方便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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