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mmer school Enrollment Guidelines 申請方法  

 

申請方法: 

 

報名表填寫完成後請傳真或E-

mail至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 

 

申請完成後的付款相關事宜(學

費、或是請旅行社代訂機票與住

宿之費用)將由旅行社派專人與

您連絡。 

 

 

※也可直接至OIS官網報名(但

無法支援中文輸入)。 

請注意：OIS校方不提供機票與

住宿的相關代訂，請自行處

理。  

各項所需物品待決定後會以郵件方式通知或在本校

官方網站上公布。敬請留意。 

We will update on our homepage by middle of 

July for the lists of things to bring. 

 聯絡方式 

  

台灣近畿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KNT  TAIWAN  CO.,  LTD.  

http://www.knt-taiwan.com   

  

您的感動×笑容×信賴＝KNT最大的喜悅!  

 

Post:10666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93號6樓之1 

TEL:02-2721-4733  

FAX:  02-8771-7552   

日本語專線:02-8771-3024 

E-mail: info@knt-taiwan.com 

來信或來電請指名林郁真小姐、邱詩恵小姐、 

        或曾憲司先生為您服務 

服務時間：(星期一~五)9:30-17:30 

Tuition & Fees  課程費用 (Japanese yen / 日元)   

 

One session 

只參加一期課程  

Two sessions 

參加2期課程  

Three sessions  

參加三期課程  

樂遊課程 學齡課程 樂遊課程 學齡課程 樂遊課程 學齡課程 

Non OIS Student 

OIS以外的學生 
40,500 47,500 62,300 72,800 80,500 94,500 

內含費用 

included 

教學費、活動費用、教材費 

Tuition, Activities, Materials, 

不包含在內費用 

Not included 

以上費用不含當地住宿費用、機票費用、接送機交通費、 

每日的住宿地點和學校間的往返交通費  

Air fare, Accommodation Fee, Commuting fee  

其他  

Others 

・午餐費(委託業者送餐) 

   幼兒園1,825日元/週    3,650日圓/ 2週   5,475日圓/3週 

   小學生、中學生2,175日元/週  4,350日圓/2週   6,525日圓/3週 

・交通車的費用依下車地點不同，收費金額不同。 

・兄弟姊妹2人以上參加，第2人的學費可享20% 折扣。 

・If you order the catering lunch, the amount below will be added to the tuition fee per session. 

 1,825 yen for kindergarten / 2,175 yen for elementary and Jr. HS 

・If you use the school bus, the amount will be added to the tuition. The commuting fee is depends on the bus stop. 

・Second child enrolled in OIS Summer program will receive sibling discount of tuition fees. 

Cancellation Charges  有關取消入學等費用  

課程開始7天至3天前… 收取全課程費用之20% 

7 - 3 days prior to  the session starts.… 

                            20% of the course fee 

 

課程開始3天～前一天 …收取全課程費用之50% 

3 - 1days prior to the session starts.… 

                            50% of the course fee 

 

課程開始當天起～… 收取課程全額費用（無法退費）  

On the day the session starts.… 

                           100% of the course fee 
 

如遇颱風天臨時停課、課程中止…  

                                             停課當天之費用無法退還 
The program will be canceled because of a typhoon.… 

                           100% of the course fee 

2017年 T-シャツデザイン 

參加者可獲得

一件 OIS暑期

班的 T-shirt 

OKINAW INTERNATIONAL SCHOOL 

PYP Campus  

〒900-0023 日本国沖縄県那覇市楚辺2-34-22 

2-34-22 Sobe, Naha, Okinawa, Japan 900-0023 
 
 

Middle School Campus 

〒900-0025 日本国沖縄県那覇市壺川2-13-26-4F/5F 

2-13-26 Tsubogawa, Naha, Okinawa, Japan 900-0025 

 
 
 
 

OIS is an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world 

School , accredited to 

provide the Primary Year 

Program（Since 2011) and  

Middle year Program(Since 

2015) 

 

歡迎您來參加全英語暑期學校！ 

希望利用暑假期間「增強孩子的英語能力」，幾乎是所有非英語系國家家長們的願望。 

學習是生活的本質。如果只學習英語，卻沒有能實際活用的環境，學習的成果可能不盡

理想。 

OIS暑期學校，是以透過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來提升英語能力而設計的課程。透過親身

體驗（主動學習）進而提高英語理解力。讓您的寶貝來獲得國際文憑課程(IB)認證的高

品質暑期學校邊玩邊學，提昇小朋友的英文能力吧!  
校長    知念 正人 

IB World School 

Schedule 暑期學校課程表 

 ・1st session（第一期課程）: 

 Jul. 23 －27 (7月23日至7月27日) 

  ・2nd session（第二期課程）:  

 Jul. 30－Aug. 3 (7月30日至8月3日) 

  ・3rd session（第三期課程）: 

 Aug. 6 － 10 (8月6日至10日) 

Welcome to OIS Summer School 2018! 

It’s a common wish of parents that their child/ren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during sum-

mer vacation. 

The essence of learning is in daily life. Even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the value 

is reduced by half  without English environment. 

We provide the excellent academic and fun programs that it can enhance children’s English 

skills through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We hope many children to join our summer school to learn and enjoy  together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School!        
Principal  Chinen, Masato 

http://www.knt-taiwan.com/
mailto:info@knt-taiwan.com


Fun Program 

7:30 ~ 8:45  
Please come to school by 8:45 a.m.   

請在上午8：45以前到學校。  

8:45 ~ 9:00  
Going to the classroom.     

進入課教室，開始準備今日課程說明。  

9:00 ~ 9:30  
Circle time 

團體活動時間。自我介紹及身體暖身。  

9:30 ~ 11:30  
Fun activities/ Outdoor activities   

每週不同主題的課程。  

11:30 ~ 13:00  
Lunch time / Free time 

午餐時間 / 自由時間  

13:00 ~ 14:00   
Fun activities   

趣味活動時間  

14:00 ~ 15:00  
Dismissal   

放學回家 /自由時間  

Daily Schedule 每日課程時間分配  

     

課程1（7月23日至7月27日）  

基礎數學和科學的遊戲 

在自然中、街道中尋找和數學或科學相關的

現象，嘗試用英語來思考， 探索數字和科

學的奇蹟 。 

Do you like math? Do you like science?   

Let’s enjoy this summer time exploring num-

bers and wonders of science!  

For 2 years old～6 years old  

招生對象 ：2歲至5歲兒童（學齡前兒童）  

夏天是孩子們精力最充沛的季節。配合英語音樂和節奏擺動身體並且邊聽邊

看、在歡笑聲中自然融入說英語的環境。說謝謝或驚訝的時候說不定會自然的

用英語說出來喔！ 

工藝美術。用大自然裡有的顏色和材料，發揮

想像力來創造美術作品。  

Use nature’s materials to the fullest and make 

your imagination come true.  

課程2（7月30日至8月3日）  

音樂與舞蹈  

收集大自然和周遭的聲音，讓孩子以此為背景

音樂用身體律動來表達他們的感受。 

Feel the nature, get the rhythm and move your 

body through dance and music.  

課程3（8月6日至8月10日） 

參加過OIS暑期學校的學生及家長分享經驗： 

・不用去強迫2個孩子讀書，他們邊玩邊學好像很快樂。(2016.家長M) 

・每週都有不同主題、各式各樣的課程設計、每一項都很有趣。(2016.學生N) 

・編故事的課程很有趣。(2016.學生N) 

・能以「週」為單位，選擇自己可以參加的時間，這一點很方便。(2016.家長T) 

・我的小孩說：全部都很棒！唱歌跳舞特別有趣，回到家裡也常唱唱跳跳。英語似乎沒有那麼難了。(2017.家長T) 

・學校課程教授有關沖繩民謠，這點非常好。(2017.家長S) 

・和平常上課的內容不同老師也不一樣，孩子說：每天都好有趣!托暑期學校的福能快樂的學習英語，回到家裡說話時也常無 

 意中英語脫口而出；孩子對課程內容很感興趣連教學的內容都一一再說給父母親聽。小孩平常因為害怕學校的老師所以上 

 課都提不起勁，連學了什麼都不太記得，但是參加暑期學校後結果完全不同。我覺得讓孩子參加暑期學校是正確的選擇。 

 (2017.家長S) 

・透過舉辦成果發表會，父母能察覺出孩子的成長。孩子們能透過歌唱和舞蹈、動手作等活動，快樂地學習。(2017.家長K) 

・Both of our boys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your school was great to accept 2 year olds on an unaccompanied basis.  

 That was the difference maker to select your school versus others. That said, the teachers were all friendly and helped  

  us understand how  

Academic Program 

7:30 ~ 8:45 
Please come to school by 8:45 a.m.   

請在上午8：45以前到學校。  

8:45 ~ 9:00 
Going to the classroom.  

進入教室準備開始今日課程。  

9:00 ~ 12:00 
Class   

上課  

12:00 ~ 13:00 
Lunch time / Free time 

午餐時間/自由時間  

13:00 ~ 14:00 
Class   

上課 

14:00 ~ 15:00 
Dismissal   

放學回家  

Daily Schedule 每日課程時間分配 

For Grade 1～Grade 9  

招生對象：小學一年級 到 國中三年級 

     

學術課程的重點是分週加強英語說、讀、寫的能力。初學者也能適應並從中發

現樂趣，高年級學生亦能提高英語能力並且活用為溝通的工具。英語能力越來

越好! 

課程1（7月23日至7月27日）  

閱讀~閱讀和角色扮演～ 

大家都可以成為書中故事的角色之一。嘗試

用英語閱讀及英語演說，享受閱讀和表演帶

來的樂趣。  

Enjoy reading  and performing. 

課程2（7月30日至8月3日）  

寫作。用筆表達。 

在戶外所看到的、收集到的資訊，以照片和

文字表達出來。 

Collect  items  from  nature  and  interpret 

through writing.  

課程3（8月6日至8月10日）  

溝通~探索與討論 ~ 

小學1-2級： 

想一想你從大自然裏學到什麼。 

To talk and inquire about nature  

小學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 

利用電腦、平板等設備調查，學習有關自然界的

知識 Nature through the lens of ICT. 

參加過OIS暑期學校的學生及家長分享經驗： 

・不用去強迫2個孩子讀書，他們邊玩邊學好像很快樂。(2016.家長M) 

・每週都有不同主題、各式各樣的課程設計、每一項都很有趣。(2016.學生N) 

・編故事的課程很有趣。(2016.學生N) 

・能以「週」為單位，選擇自己可以參加的時間，這一點很方便。(2016.家長T) 

・我的小孩說：全部都很棒！唱歌跳舞特別有趣，回到家裡也常唱唱跳跳。英語似乎沒有那麼難了。(2017.家長T) 

・學校課程教授有關沖繩民謠，這點非常好。(2017.家長S) 

・和平常上課的內容不同老師也不一樣，孩子說：每天都好有趣!托暑期學校的福能快樂的學習英語，回到家裡說話時也常無 

 意中英語脫口而出；孩子對課程內容很感興趣連教學的內容都一一再說給父母親聽。小孩平常因為害怕學校的老師所以上 

 課都提不起勁，連學了什麼都不太記得，但是參加暑期學校後結果完全不同。我覺得讓孩子參加暑期學校是正確的選擇。 

 (2017.家長S) 

・透過舉辦成果發表會，父母能察覺出孩子的成長。孩子們能透過歌唱和舞蹈、動手作等活動，快樂地學習。(2017.家長K) 

・Both of our boys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your school was great to accept 2 year olds on an unaccompanied basis.  

 That was the difference maker to select your school versus others. That said, the teachers were all friendly and helped  

  us understand 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