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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平成31年度)MERIC日本語學校年間行事曆
春季

夏季

學期

4月

(Ⅰ)

學期

7月

5日 (五) 新生入學式・分班考試

4日 (四) 新生入學式・分班考試

8日 (一) 分班發表

5日 (五) 分班發表

9日 (二) 春季學期開學

7日 (日) 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

16日 (二) EJU留試輔導課程開始～6/14

8日 (一) 夏季學期開學

25日 (四) 學生集會

9日 (二) EJU留試輔導課程開始～9/27

27日 (六) 黃金周連假開始

12日 (五) 避難演習
15日 (一) 海の日

5月

暫定

(國定假日)

18日 (四) 上級班升學面談開始

6日 (一) 黃金周連假結束

26日 (五) MERIC校內升學說明會

7日 (二) 第1回升學指導週
8日 (三) ～文化教室(華道)～

8月

10日 (五) 上級班EJU模擬考試

9日

(五) 學生集會

10日 (六) 暑期連休開始

6月

16日 (五) 連假課外補課

3日 (一) 胸部X光體檢

18日 (日) 暑期連休結束

5日 (三) 中・上級班JLPT模擬考試

19日 (一) 第2回升學指導週

7日 (五) 校外教學(初・中級班)

20日 (二) 中級班升學面談開始

14日 (五) EJU留試輔導課程結束

21日 (三) 中國・台灣・印尼領事館來校新生說明會 暫定

16日 (日) 第35回日本留学試験(EJU)

22日 (四) 韓國・越南領事館來校新生說明會

18日 (二) 文楽欣賞(上級班)

31日 (六) 保齡球大賽

24日 (一) 學期末考試週
26日 (三) JLPT能試輔導課程開始～7/2
27日 (四) 學期末班會
28日 (五) 春季學期末休假開始

9月
5日 (四) 胸部X光體檢
12日 (四) 演講比賽(初級班)
16日 (一) 敬老の日

(國定假日)

23日 (一) 秋分の日

(國定假日)

24日 (二) 學期末考試週～9/26
27日 (五) 學期末班會
28日 (六) 夏季學期末休假開始
29日 (日) 第９・10回MERIC畢業生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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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學期

冬季

10月

(Ⅱ)

學期

2020年 1月

7日 (一) 新生入學式・分班考試

6日 (一) 事務所新年度開工

8日 (二) 分班發表

8日 (三) 新生入學式・分班考試

9日 (三) 秋季學期開學

9日 (四) 分班發表

14日 (一) 体育の日

(國定假日)

10日 (五) 冬季學期開學

15日 (二) EJU留試輔導課程開始～11/8

13日 (一) 成人の日 (國定假日)

22日 (二) 天皇繼位式（國定假日）

21日 (二) EJU留試輔導課程開始～3/27

30日 (三) 學生集會

23日 (四) 百人一首大賽
24日 (五) 百人一首大賽

11月

25日 (六) 舊曆年初一

1日 (五) 胸部X光體檢
3日 (日) 文化の日（國定假日）

2月

4日 (一) 補假

11日 (二) 建国記念日（國定假日）

6日 (三) ～文化教室（茶道）～

23日 (日) 天皇誕生日（國定假日）

7日 (四) 中・上級班JLPT模擬考試

24日 (一) 補假

8日 (五) EJU留試輔導課程結束

26日 (三) 演講比賽（上・初級班）

10日 (日) 第36回日本語留学試験(EJU)

27日 (四) 演講比賽（上・初級班）

12日 (二) 校外教學（初・中級班）
23日 (六) 勤労感謝の日（國定假日）
25日 (一) JLPT能試輔導課程開始～11/29

3月
4日 (三) 畢業考試開始
10日 (二) 畢業旅行

12日

12日 (四) 畢業典禮

1日 (日) 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

20日 (五) 春分の日 （國定假日）

20日 (五) 學期末考試週～12/24

24日 (二) 學期末考試週～3/26

25日 (三) 學生集會・MERIC party

27日 (五) 學期末班會

26日 (四) 寒假連休開始

28日 (六) 冬季學期末休假開始

27日 (五) 事務所年度最終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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