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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兩所學校皆位於繁華的新宿區內， 

且位於最為便利的ＪＲ山手線－新大久保車站， 

距離新宿車站只需一站（約２分鐘）， 

十分便利。 

５分鐘 
７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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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40% 

台灣 

20% 

俄羅斯 

15% 

韓國 

15% 

其他 

10% 

目前在校生總共約200人左右， 

各自來自不同國家， 

包含俄羅斯，韓國，中國，台灣, 

馬來西亞，印尼，泰国，菲律賓， 

越南，蒙古，南非，義大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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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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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入學典禮到畢業典禮， 
讓您體驗到日本學校教育的完整流程。 

• 提供完善的環境設備如：電腦教室、圖書室、
休息室、茶水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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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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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各式各樣的學習 
（大學以及專門學校升學、就職、 
   遊學、日本文化體驗等） 

升學導向 
（大學以及專門學校升學） 
 

入學
時間 

四月、七月、十月、一月 四月、十月 

學程 

長
期 

兩年課程   ［四月入學］（¥ 1,512,000)、 
一年九個月課程［七月入學］（¥ 1,333,000)、 
一年六個月課程［十月入學］（¥ 1,147,400)、 
一年三個月課程［一月入學］（¥    963,000)、 
一年課程   ［四月入學］（¥    781,000) 

兩年   ［四月入學］（¥ 1,512,000)、 
一年六個月［十月入學］ （¥ 1,147,400) 

短
期 

三個月課程（¥165,000)、 
一個月課程（¥  85,000)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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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差異 

專業代辦請洽「櫻橋外語學院」TEL：06-2210701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42號



7 

從 日 文 課 堂 中 ， 
可以學到日本文化傳統，
日常生活等課堂以外的 
各式各樣的知識 。 

課堂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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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位學生筆記型電腦， 
於上課時使用 

課堂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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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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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滑雪體驗課程 

來日本當然要體驗 
道地日本文化巡禮 

課堂風景 

浴衣・和服體驗課程 

書道・茶道體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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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式各樣的課程體驗中尋找出 
您未來的興趣與志向 

課堂風景 專門技能體驗 

美容美髮課程 漫畫設計課程 

西式・日式料理・甜點等料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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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BBQ 

運動大會 運動大會 

校外活動中，不僅體驗日本各地風情， 
更重要的是，在旅程之中學習如何與夥伴們互助合作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 11 

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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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支援 餐費支援 

・總公司旗下的「ゆめいろ咖啡廳」有提供早餐以及午餐，每餐均為￥３００*。 

・在費用和營養方面支援容易營養不良的獨自生活的學生。 
 

                                   ＊結帳之際須出示學生證，如不出示將以原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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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支援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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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８棟宿舍，皆為學校徒步圈３～１５分鐘內。 

・在房租高昂的新宿區中，可以以便宜的學生價格入住。 

※宿舍內容敬請參照學生宿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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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支援 獎學金制度 

・學校獎學金制度： 

 各校每三個月會評選出１名，成績以及出席率優秀的同學。 

 該生將能獲得￥100,000的獎學金。 

 

・支援獎學金制度： 

 學校每六個月會提供給學生，總公司相關部門的打工機會。 

學校獎學金制度 支援獎學金制度 

專業代辦請洽「櫻橋外語學院」TEL：06-2210701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42號



生活支援 未來支援 

不僅對希望升學的同學，對希望就職的同學也會提供介紹企業等支援的活動 

就學博覽會 就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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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073  
東京都新宿区百人町2-20-17-3F   
TEL 03-5925-1620 
FAX 03-5925-1920 
 
2-20-17-3F Hyakunincho, Shinjuku-ku, 
Tokyo, Japan, 〒169-0073  
TEL +81-3-5925-1620 
FAX +81-3-5925-1920 

〒169-0072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16-25   
TEL 03-3209-0160 
FAX 03-3209-0170 
 
2-16-25 Okubo, Shinjuku-ku, 
Tokyo, Japan, 〒169-0072  
TEL +81-3-3209-0160 
FAX +81-3-3209-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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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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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目錄   

・Amity Hall Ⅱ  ………………   P.03~P.04 
 

・ＣＡＬＭ大久保 …………………P.05~P.10 
 

・新大久保湧水苑 …………………P.11~P.12 
 

・昭栄大廈    …………………P.13~P.14 
 

・Dream House ………………   P.15~P.16 
 

・LA House   …………………P.17~P.18 
 

・Friend House …………………P.19~P.20 
 

・新大久保國際文化會館………… P.21~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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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陽台,空調, 
  衛浴(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共用設備 
 投幣式洗衣機(4台),投幣式烘衣機(4台)  
 廚房<瓦斯爐(2台),微波爐(1台),桌椅(各1張)> 

廚房 廚房 投幣式洗衣機 
投幣式烘衣機 

1人房 1人房 衛浴設備 

AMITY HALL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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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1-13-2 
      アミティーホールⅡ 
 
◎入住人數：21名 
      －1人房(21間)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8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1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1人房(102号～107号) 
  2F：1人房(201号,204号～209号) 
  3F：1人房(301号～3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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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1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102～105, 201,  
   204～207, 301～306 

   106～107, 
   208～209, 307～308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60,000  63,000 

房租 
(3個月) 180,000 189,000 

合計 240,000 252,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60,000  63,000 

房間樣式 1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102～105, 201,  
   204～207, 301～306 

   106～107, 
   208～209, 307～308 

1個月 

入住費  15,000  15,000 

房租 
(1個月)  60,000  63,000 

合計  75,000  78,000 

3個月 

入住費  15,000  15,000 

房租 
(3個月) 180,000 189,000 

合計 195,000 204,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烘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200 日幣 
  4. 烘衣費用：   1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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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Y HALL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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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各層房間設備 
  2F：家庭式套房(1套) 
      －房間(2間),衛浴(1套),廚房(1間),洗衣機(1台) 
       *房間設備(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衛浴設備(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廚房設備(瓦斯爐/微波爐/冰箱) 
 

  3F：家庭式套房(2套) 
    －301号：房間(4人1間),衛浴(1套),廚房(1間),洗衣機(1台) 
    －303号：房間(2人1間),衛浴(1套),廚房(1間),洗衣機(1台) 
       *房間設備(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衛浴設備(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廚房設備(瓦斯爐/微波爐/冰箱) 
 

  4F：－1人房(401号) 
        －2人房(402号、403号) 
        *4F房間以及共用設備參照下頁簡介 
 

  5F：－1人房(501号、503号) 
        －2人房(502号) 
        *5F房間以及共用設備參照下頁簡介 
 

☆ＣＡＬＭ大久保Ｂ棟各層房間設備 
  3F：家庭式套房(1套) 
    －301号：房間(2人1間),衛浴(1套),廚房(1間),洗衣機(1台) 
       *房間設備(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衛浴設備(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廚房設備(瓦斯爐/微波爐/冰箱) 

ＣＡＬＭ大久保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23-6 
            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Ｂ棟 
 
◎入住人數：19名 
       －房型參照右側各層簡介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3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0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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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４Ｆ共用設備 
   
  淋浴(2間),廁所(1間),洗手台(2個),洗衣機(2台)  
 廚房<瓦斯爐(1台),微波爐(1台),冰箱(2台)> 
 
 
 
 
 
 
 
 
 
 
 
 
 
 
 
☆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５Ｆ共用設備 
  廁所(1間) 

☆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４Ｆ・５Ｆ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1人房 1人房 收納 

2人房 2人房 

電梯 廚房 投幣式洗衣機 

衛浴設備 衛浴設備 ４・５Ｆ間的樓梯 

ＣＡＬＭ大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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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２Ｆ 
  長期生(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間) 家庭式套房(2間) 

房間號碼 203号A 203号B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51,000  50,000 

房租 
(3個月) 153,000 150,000 

合計 204,000 200,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51,000  50,000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間) 家庭式套房(2間) 

房間號碼 203号A    203号B 

1個月 

入住費  15,000  15,000 

房租 
(1個月)  51,000  50,000 

合計  66,000  65,000 

3個月 

入住費  15,000  15,000 

房租 
(3個月) 153,000 150,000 

合計 168,000 165,000 

  短期生(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３Ｆ 
  長期生(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4人1間)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301 303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2,000  45,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135,000 

合計 168,000 180,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2,000  45,000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4人1間)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301 303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2,000  45,000 

合計  54,000  57,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135,000 

合計 138,000 147,000 

  短期生(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ＣＡＬＭ大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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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４Ｆ 
  長期生(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1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401 402～403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9,000  44,000 

房租 
(3個月) 147,000 132,000 

合計 196,000 176,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9,000  44,000 

房間樣式 1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401 402～403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9,000  44,000 

合計  61,000  56,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47,000 132,000 

合計 159,000 144,000 

  短期生(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ＣＡＬＭ大久保Ａ棟５Ｆ 
  長期生(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1人房 2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501 502 503 

簽訂契約
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7,000  45,000 41,000 

房租 
(3個月) 141,000 135,000 123,000 

合計 188,000 180,000 164,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7,000  45,000  41,000 

房間樣式 1人房 2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501 502 503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7,000  45,000  41,000 

合計  59,000  57,000  53,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41,000 135,000 123,000 

合計 153,000 147,000 135,000 

  短期生(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ＣＡＬＭ大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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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Ｍ大久保Ｂ棟３Ｆ 
  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301 

簽訂契約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5,000 

房租 
(3個月) 135,000 

合計 180,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5,000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301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房租 
(1個月)  45,000 

合計  57,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房租 
(3個月) 135,000 

合計 147,000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ＣＡＬＭ大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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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CALM大久保A棟4F・5F)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ＣＡＬＭ大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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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空調, 
 衛浴(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共用設備 
   1F：洗衣機(2台),廚房<電磁爐(1台),微波爐(2台),冰箱(4台)>,廁所 
   2F：洗衣機(2台),廚房<電磁爐(1台),微波爐(2台),冰箱(3台)> 

密碼鎖 鞋櫃(1F) 廁所(1F) 

1人房 2人房 衛浴設備 

抽菸區(1F) 廚房(1F) 廚房(2F) 

新大久保湧水苑 
◎住址：  東京都新宿區百人町1-16-10 
         新大久保湧水苑 
 
◎入住人數：28名 
     －1人房(16間) 
     －2人房( 6間)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15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3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2人房(101号～106号) 
  1F：1人房(107号～110号) 
  2F：1人房(201号～212号) 11 

專業代辦請洽「櫻橋外語學院」TEL：06-2210701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42號



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2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101～106 
107～110 
201～212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33,000  65,000 

房租 
(3個月)  99,000 195,000 

合計 132,000 260,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33,000  65,000 

房間樣式 2人房 1人房 

房間號碼 101～106 
107～110 
201～212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5,000 

房租 
(1個月)  33,000  63,000 

合計  45,000  78,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5,000 

房租 
(3個月)  99,000 195,000 

合計 132,000 210,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僅有1F指定抽菸區可)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新大久保湧水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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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廚房(瓦斯爐/微波爐/冰箱), 
 衛浴(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共用設備 
 1F：投幣式洗衣機(3台) 

密碼鎖 鑰匙鎖 2人房 

廚房 衛浴 廁所 

投幣式洗衣機 

昭栄大廈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28-7 
      昭栄マンション 
◎入住人數：39名 
     －家庭式套房<2人1間>(18套) 
     －家庭式套房<3人1間>( 1套)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5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0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2人房(101号～106号) 
  2F：2人房(201号,203号,204号,206号) 
  3F：2人房(303号～304号), 3人房(401号) 
  4F：2人房(402号～404号) 
  5F：2人房(501号～503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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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家庭式套房(3人1間)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101～106,  
201,203,204,206, 
303～304,401～404,501 

502～503 

簽訂契約之
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5,000  43,000 

房租 
(3個月) 135,000 129,000 

合計 180,000 172,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5,000  43,000 

房間樣式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家庭式套房(3人1間) 

家庭式套房(2人1間) 

房間號碼 
101～106,  
201,203,204,206, 
303～304,401～404,501 

502～503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5,000  43,000 

合計  57,000  55,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35,000 129,000 

合計 147,000 141,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昭栄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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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 
  空調,陽台(201号,301号) 
 
 
 
 
 
☆共用設備 
 1F：衛浴(廁所/洗臉台/淋浴/浴缸),  
      投幣式洗衣機(1台) 
 
 
 
 
 
  2F：廚房<瓦斯爐(1台)/微波爐(1台)/冰箱(1台)>,  
      廁所(1間)> 
 

Dream House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16-32 
       大久保ドリームハウス 
 
◎入住人數：8名  (只限女性) 
     －2人房(4間)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2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2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2人房(101号) 
  2F：2人房(201号) 
  3F：2人房(301号, 302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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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101 201 301 302 

簽訂契約
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1,000  43,000  44,000  42,000 

房租 
(3個月) 123,000 129,000 132,000 126,000 

合計 164,000 172,000 176,000 168,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1,000  43,000  44,000  42,000 

房間樣式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101 201 301 302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1,000  43,000  44,000  42,000 

合計  53,000  55,000  56,000  54,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23,000 129,000 132,000 126,000 

合計 135,000 141,000 144,000 148,000 

Dre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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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共用設備 
 B1F：衛浴(洗臉台/淋浴/浴缸) 
 
 
 
 
   1F：廚房<瓦斯爐/微波爐/冰箱>,廁所(1間)> 
 
 
 
 
   2F：共用空間<冰箱/空調>,廁所(1間) 
 

LA House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16-9 
       大久保LAハウス 
 
◎入住人數：8名  (只限女性) 
     －2人房(4間)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2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3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2人房(101号, 102号) 
  2F：2人房(201号, 202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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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101～102 201 202 

簽訂契約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2,000  43,000  44,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129,000 132,000 

合計 168,000 172,000 176,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2,000  43,000  44,000 

房間樣式 2人房 2人房 2人房 

房間號碼 101～102 201 202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42,000  43,000  44,000 

合計  54,000  55,000  56,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129,000 132,000 

合計 138,000 141,000 144,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LA House 

18 

專業代辦請洽「櫻橋外語學院」TEL：06-2210701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42號



☆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網路,空調 
  
 
 
 
 
☆共用設備 
 1F：衛浴(洗臉台/淋浴),廁所(1間) 
      廚房<瓦斯爐(1台)/微波爐(1台)/冰箱(1台)>    
       
 
 
 
 
   2F：洗衣機(1台) 
 

Friend House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大久保2-21-11 
       フレンドハウス 
 
◎入住人數：4名       (只限女性) 
     －2人房     (1間) 
     －家庭式雅房(1套)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3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11分鐘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1F：2人房     (101号) 
  2F：家庭式雅房(201号, 202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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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2人房 家庭式雅房(2間) 

房間號碼 101 201～202 

簽訂契約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33,000  45,000 

房租 
(3個月)  99,000 135,000 

合計 132,000 180,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33,000  45,000 

房間樣式 2人房 家庭式雅房(2間) 

房間號碼 101 201～202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1個月)  33,000  45,000 

合計  45,000  57,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12,000 

房租 
(3個月)  99,000 135,000 

合計 111,000 147,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Frien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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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設備 
 桌椅,書櫃,收納,電視,網路,空調 
  
 
 
 
 
 
☆共用設備 
 4F：衛浴(廁所/洗臉台/淋浴),投幣式洗衣機(1台) 
 
 
 
 
 
 
  4F：廚房<瓦斯爐(1台)/微波爐(1台)/冰箱(1台)> 
 
 
 
 
    

走道 2人房 

廁所 洗臉台 淋浴 

廚房 

新大久保國際文化會館 

◎住址：  東京都新宿区百人町2-20-17 
      新大久保国際文化ビル4F 
 
◎入住人數：10名  (只限男性) 
     － 2人房(5間) 
 
   友語言學院徒步約15分鐘 
   友國際文化學院徒步約30秒 
 
◎每月房租包含網路、水電、瓦斯費用 
 
 
 
 
 
 
 
 
 
◎各層房間： 
  4F：2人房(405号～4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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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課程(6個月以上)        單位:日幣 

房間樣式 2人房 

房間號碼 405～409 

簽訂契約之際 
(6個月以上) 

入住費  42,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合計 168,000 

每月房租 
房租 

(第4個月起)  42,000 

房間樣式 2人房 

房間號碼 405～409 

1個月 

入住費  12,000 

房租 
(1個月)  42,000 

合計  54,000 

3個月 

入住費  12,000 

房租 
(3個月) 126,000 

合計 138,000 

・每個月的房租包含網路、瓦斯、水電費用。  
 
・入住費將於您退居之際退還， 
  扣去房間清掃費、火災保險費(入住費的50%)。 
  但須在退居或搬家前十天以前告知校方。 
  若無通知恕不予退還。  
 
・如於月中退居，請在十天以前通知校方， 
  學校將以日數計算租金。  
 
・如不遵守宿舍規定時，將請您退居。 
  屆時租金等費用將一律不予退還。 
  
・長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前三個月宿舍費用。 
  <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短期課程：簽訂契約時請一次繳齊宿舍費用。 
 一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一個月份> 
  三個月課程的學生：<入住費+房租三個月份> 
 
・額外費用：棉被費用, 洗衣費用 
 1. 租賃棉被：12,500 日幣 (僅限3個月以内) 
 2. 購買棉被：12,500 日幣 
  3. 洗衣費用：   100 日幣 
 
※注意事項: 
 1. 親友不可留宿。 
 2. 全館禁菸。 
  3.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丟棄房間以及共用空間的設施。 
 4. 如毀損房間及共用空間的設施，則須照價賠償。 

短期課程(3個月以内)         單位:日幣 

新大久保國際文化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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