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擁有歷史和實績的
優質日語教育

希望在日本學習，將來在自己的祖國、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活躍的學生們， 

拓殖大學別科開設於1972年，是磨練留學日本大學、大學研究院等之必要的日語能力的教育機關。

本校擁有49年歷史，迄今累計有約4800名學生結業。

誠意歡迎您在這裡學習掌握留學之必要的日語。

拓殖大學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JR山
手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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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京校區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的特色

歡迎前來

分為「春季入學」、「秋季入學」,基礎課程為期1年,
並根據學員升學選擇等,設有延長學習期間(以6個月為1個單元)的進階課程。
﹝最長2年﹞※請參照下一頁「課程說明」1

POINT

學費每年分2次（4月、9月）繳納。另外特別設有別科獎學金。
根據別科成績等對申請獎學金的學生進行筆試及面試徵選後，

向入選學生發放獎學金。2
POINT

不僅依照日語能力分別編班，配合學習熟練度指導，

還結合日本留學考試對策及英文資格考試對策等需求 
（國立、公立、私立大學或大學研究院考試）進行升學指導。3

POINT

可使用拓殖大學設備。除圖書館、電腦室、學生食堂、醫務室外，

在校園附近還設有留學生宿舍（女生宿舍）。4
POINT

可與本科生（別科學生助理）定期交流。

別科學生助理將為您支援在日學習生活。5
POINT

設有升入拓殖大學的插班入學、推薦入學考試、

別科推薦入學的學費減免制度。6
POINT

距離學校最近的車站為為東京Metro地鐵丸之內線 
茗荷谷站（步行約3分鐘），距離池袋約5分鐘， 
距離新宿、澀谷、秋葉原約20分鐘，與拓殖大學商學部、 
政經學部在同一校區。學校建築歷史悠久，曾作為以東洋風外

觀為特色的舊外務省研修所使用。

7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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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大學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分為「春季入學」和「秋季入學」的為期1年的基礎課程，並可以根據升學選擇追加進階課程。

課程說明

2022 2023

2024

春季入學

秋季入學

每年活動

（1年期間）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基礎課程（1年）

春季開學典禮

基礎課程（1年）

（印像圖）

（暑假） （大學祭） （寒假） （春假）

（1.5年課程入學考合格 繳納學費 簽證更新）

分班考試

升學說明會 春季課外研修

升學說明會

傳統藝能鑑賞會

秋季學期統一考試

春季學期統一考試 期末考試

日語能力試驗 秋季開學典禮

分班考試

升學說明會

秋季研修旅行

結業證書授予典禮（春季學期）

升學說明會 演講比賽

升學說明會

聖誕節聚會

期末考試

結業學員名單公佈 畢業典禮

告別聚會

面試

面試七夕會 面接

日語能力試驗

春季入學

秋季入學

每年活動

（1年期間）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2年課程入學考合格 繳納學費 簽證更新）

（1.5年課程入學考合格 繳納學費 簽證更新） （2年課程入學考合格 繳納學費 簽證更新）

延長6個月
（1.5年課程） 延長6個月（2年課程）

基礎課程（1年）
延長6個月（1.5年課程）

延長6個月（2年課程）

分為「春季入學」和「秋季入學」

的為期 1年的基礎課程，可根
據升學選擇，以進一步提高日

語能力為目標，提供延長 6個
月或 12個月的進階課程。
進階課程需要進行學業成績的

審查、認定。

滿足您對

“更多知
識！”的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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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必修科目外，還需從選擇性必修科目中修得3科目以上的學分才能畢業。

必修科目

日　語

結合日文等級分班，學習作為留學生在日學習所需的日語。 
課程充滿特色，可培養就讀大學或研究院課程所需的學術日語能力及實踐溝通能力。還會根據等級採取日本留學考試對策。

1 綜合 2 聽解、聽讀解 3 讀解 4 會話 5 作文

日本概要 透過上課及各式活動（課外研修、研修旅行、傳統藝能鑒賞等）學習在日本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識（文化、生活、社會等）。

班級研討會 為了理解及適應日本社會及學生生活，加入別科學生助理的主動學習型課程。

選擇性必修科目

日語練習

Ⅰ∼Ⅳ級

從下列科目中選擇適合自己志願學校的科目進行學習：

1 文字及詞彙能力集中練習 2 日本語能力考試對策練習（言語知識、讀解、聽解）

3 拓殖大學升學對策 4 大學研究院升學對策 5 按不同升學方式進行日語集中練習 等

必修科目、選擇性必修科目

透過日語能力分班進行進階學習。＊A2∼ C1為JF日語教育標準的等級基準。

日語等級的說明

配合志願學校的入學考試選擇學習的科目。

以班導師為中心，按照學生的志願進行細緻的升學指導。對希望報考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學生進行升學指導，提供適當資訊，全力支援學

生。對希望報考拓殖大學的學生也有內部推薦制度。希望升入其他大學的學生，可透過針對日本留學考試的豐富課程進行學習。而對希

望報考研究院的學生，從研究計畫書的寫法到口試對策均會認真指導。

選修科目

升學指導

英語練習Ⅰ級、Ⅱ級
Ⅰ級課程以提高TOEIC Reading & TOEFL Essay Writing的主要文法能力等英語能力為目標。
Ⅱ級課程以提高TOEIC Listening & TOEFL Speaking的聽力（Aural）/口說（Oral）英語瞬間反應能力為目標。

初級英語 以可以在本科必修英語課程中獲得學分的等級為目標的科目。

數學（文科、理科） 兼顧日本留學考試「數學課程 1( 文科 )」「數學課程 2( 理科 )」應試的科目。

化學/物理/生物 兼顧日本留學考試「理科」的應試科目。

綜合科目Ⅰ級、Ⅱ級
日本留學考試「綜合科目」的應試科目。

I級為公民科目、Ⅱ級為地理、歷史科目。

※2022年度計劃，部分可能變更。

上　級
目標是培養報考研究院或大學所需日語能力，相當於日語能力試驗N1等級。
能夠理解專業領域或抽象話題，明確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意見。

（C1等級以上）

中上級
目標是培養報考大學或專門學校所需日語能力，相當於日語能力試驗N2等級。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各種場合所使用的日語，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意見。

（相當於 B2等級）

中　級
目標是培養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語能力，相當於日語能力試驗N3等級。
能理解身邊個人話題的歸納內容，表達意思。

（相當於 B1等級）

初中級
目標是培養在普通日常生活中進行對話的基礎日語能力。

能理解身邊個人話題的簡單說明，用簡短的語言進行表達。

（相當於A2等級）

初　級
目標是培養能夠對身邊發生的事進行簡單回答的基礎日語能力。

能夠理解並應用常用日常表達及基本表達。

（未達A2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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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大學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課時
星期

授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區分 科目名稱 區分 科目名稱 區分 科目名稱 區分 科目名稱 區分 科目名稱 區分 科目名稱

第1堂課
9:20∼

11:05

必修

日語

綜合1
必修

日語

綜合2
必修

日語

綜合3
必修

日本概要

必修

日語

讀解2
選修 理科數學

第2堂課
11:15∼

13:00

日語

聽解、聽讀解１

日語

讀解1

日語

聽解、聽讀解2
班級研討會 日語作文 選修

物理 

文科數學

第3堂課
13:50∼

15:35
日語會話

選擇 

性必修

日語練習Ⅰ

日語練習Ⅱ
選修 生物

選擇 

性必修

日語練習Ⅲ

日語練習Ⅳ

選擇 

性必修

日語練習Ⅴ

日語練習Ⅵ

第4堂課
15:45∼

17:30
選修

綜合科目Ⅰ

化學
選修

綜合科目Ⅱ

英語練習Ⅰ
選修 初級英語 選修 英語練習Ⅱ

※科目的星期及時間段等可能變更。

週一至週五，每天都有日語授課。

授課時間表（例）

學　費

獎學金等

升學學校

時　期 入學金 學　費 合　計

春季入學
125,000日圓

前期 252,500日圓

後期 252,500日圓
630,000日圓（一年）

秋季入學

學費包括入學金和授課費。1年分2次繳納（前期・後期）。

拓殖大學別科獎學金 150,000日圓 8 名左右

拓殖大學別科 日語能力試驗表彰

最優秀獎 30,000日圓   1 名

優秀獎 20,000日圓   2 名

努力獎 10,000日圓   7 名

公益財團法人 高山國際教育財團獎學金 月額 60,000日圓 1 ∼ 2名

※或有變更。

為支援學生的學習，特設立獎學金制度和表彰制度。有關申請資格等，敬請洽詢。

● 拓殖大學、拓殖大學北海道短期大學的推薦入學考試制度（有推薦基準）

● 拓殖大學學部的插班入學考試制度（會審查在自己祖國所取得的學分）

● 如升學進入拓殖大學、拓殖大學北海道短期大學，可減免入學金的一部分

畢業典禮後的班會

透過升學指導，進入各種大學、大學研究院、專業領域。

近年主要的升學學校（近5年）
● 大學研究院⋯拓殖大學、愛知縣藝術大學、關西學院大學、京都情報大學
院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國士館大學、首都大學東京、城西國際大學、洗

足學園音樂大學、東京藝術大學、東京工科大學、東京理科大學、東北大學、

日本大學、日本經濟大學、一橋大學、法政大學、室蘭工業大學、目白大學、

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 等

● 大學⋯拓殖大學、大阪電氣通信大學、帶廣畜產大學、學習院大學、群馬
大學、慶應義塾大學、芝浦工業大學、城西國際大學、上智大學、駿河台

大學、高崎經濟大學、東海大學、東京大學、東京電機大學、東京理科大學、

東洋大學、日本大學、武藏野大學、武藏

野美術大學、明治大學、目白大學、流通

經濟大學、琉球大學 等

●短期大學⋯拓殖大學北海道短期大學 

●專門學校⋯ 各種專門學校（觀光、烹飪等）

拓殖大學等的升學制度

升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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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課外研修、秋季研修旅行

每年均會舉辦兩場接觸日本文化的研修活動，春季為一日遊，秋季為二

日遊。去年因COVID-19影響而未能舉辦。可以觀賞日本的世界遺產、

體驗蕎麥麵製作等各種活動。還可以透過午餐的燒烤而加深交流。日本

概要課也可能走出校園前往江戶時代等博物館授課。

演講比賽

為了匯報日語學習成果，學校會舉辦演講比賽，由各班代表就各種主題

進行發表。該演講比賽是一年一度的主要活動，比賽設最優秀獎、優秀獎、

審查員特別獎、努力獎。

在別科學習的學員們
message

　　在大學社團遇到過各種各樣的留學生，受此影響我决定前往日本留學。之所以選擇拓殖

大學別科日語教育課程，是因為曾在別科學習的大學時代前輩向我介紹的。在別科，不僅有

老師教我們日語，還可瞭解日本概要和升學準備，還會對我們生活上的事情和困難提供幫助。

能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學們相遇真是太棒了。另外，在校舍附近的留學生宿舍透過努力學習，

並在別科的推薦下我獲得了民間團體獎學金。

儲 楚 （CHU CHU）
出生地 中國 畢業學校 上海交通大學 升學學校 京都大學研究院　經濟學研究科

如願考入了志願學校。

　　我從以前開始就對日本文化感興趣，所以决定選擇日本挑戰留學。我之所以知道拓殖大

學別科日語教育課程，是因為父親的熟人推薦的。別科的老師們會很親切地回答學生們的問

題，很清楚學生們感到困難的事情並提供幫助。別科不僅僅是學習，還會舉辦研修旅行和派

對等活動，所以有很多體驗日本文化的機會。因為也可以使用拓殖大學的設施，所以我透過

努力學習，獲得了別科的日語能力試驗最優秀獎。

徐 旼奭（SEO MINSUK）
出生地 韓國　 畢業學校 浦項高中　 升學學校 明治大學　綜合數理學部

獲得日語能力試驗別科最優

秀獎。

獲得日語能力試驗別科最優

　　我從小學開始經常和父母一起去日本，因為對日本很有感情，所以决定前往日本留學。

之所以選擇拓殖大學別科日語教育課程，是因為有升學到別科的朋友推薦。拓殖大學的學生

每週會來一次別科擔任授課助理。透過和日本學生的交流，我的日語進步很快，也更瞭解了

日本文化。另外，別科學費比日語學校便宜，上課時間也長，可以根據個人情况選擇課程非

常不錯。

程 嘉鑫（CHENG JIAXIN）
出生地 中國　 畢業學校 瀋陽航空航天大學　 升學學校 早稻田大學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科

在演講比賽上獲得最優

秀獎。

在演講比賽上獲得最優

　　我從小時候開始就非常喜歡日本動漫和日本文化，來日本之前就開始學習日語。在印尼

教我日語的老師告訴了我拓殖大學的別科，我自己也查了一下後决定入讀。在別科有日語能

力試驗對策班和大學升學班等各種課程可以選擇。另外老師們對每個學生都很關心，自己想

說的話也可以輕鬆說出來。透過別科的推薦制度，我升入拓殖大學商學部。在大學學習國際

商務，將來想在日本的公司工作。

RIFKY MUHAMMAD HAFIDZ
出生地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畢業學校 南丹格朗第7國立高等學校　 升學學校 拓殖大學 商學部國際商務學科

在疫情期間我在別科努力

學習。

在疫情期間我在別科努力

還提供此類
　　　和　

　　!
授課 競賽

22

拓殖大学ガイドブック2022_P18-22_繁体字.indd   22拓殖大学ガイドブック2022_P18-22_繁体字.indd   22 2021/08/06   10:30:572021/08/06   10:3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