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殖大学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

实践历史悠久硕果累累的
高品质日语教育

希望在日本学习，将来活跃于祖国、日本及世界各地的同学们，

拓殖大学别科开设于1972年，是为留学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等进行所需日语培训的教育机构。

拥有47年历史，成功培育了约4,700名毕业生。

欢迎您来这里学习掌握留学所需的日语！

拓殖大学

欢迎前来！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特色

分为“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基础课程为1年。

根据志愿院校等另设有进阶课程※，

可以6个月为单位延长学习时间。

POINT

1

按日语能力等级分班，根据日语熟练程度予以指导，

还提供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研究生院等志愿院校的升学指导。

POINT

3

学费分2期（前期、后期）缴纳。

POINT

2

设有升入拓殖大学的插班、推荐入学制度。

POINT

4
最近的车站是茗荷谷站，

距新宿、涩谷、秋叶原约20分钟，

与拓殖大学商学部、政经学部在同一校区。

POI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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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学制为1年的基础课程，可根据志愿院校追加进阶课程。

课程说明※

2020 ▶▶ 2021 ▶▶

2022 ▶▶

春季入学

春季入学

秋季入学

秋季入学

年间活动

（全年）

年间活动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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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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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课程（1年）

春季开学典礼

基础课程（1年）

（图示）

（暑假）

（2年课程入学合格 学费交纳 签证更新）

（1.5年课程入学合格 学费交纳 签证更新）

（大学祭） （寒假） （春假）

（1.5年课程入学合格 学费交纳 签证更新）

（2年课程入学合格 学费交纳 签证更新）

分班考试

升学说明会 春季修学旅行

升学说明会

传统艺能鉴赏会

秋季学期统一考试

春季学期统一考试 期末考试

日语能力测试 秋季开学典礼

分班考试

升学说明会

秋季修学旅行

升学说明会 演讲比赛

升学说明会

圣诞聚会

期末考试

公布毕业生 毕业典礼

告别聚会

分为“春季入学”和“秋季

入学”，学制为1年的基础

课程。根据志愿院校等因

素，另设有延长6个月或12

个月的进阶课程，以进一

步提高日语能力。

需审查、认证学业成绩。

满足您对“更多知识！”
的渴望

面试

面试 面试

日语能力测试

延长6个月
（1.5年课程） 延长6个月（2年课程）

基础课程（1年）
延长6个月（1.5年课程）

延长6个月（2年课程）

14



拓殖大学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

日　语

英　语

日本概况
为了让在日本的生活更有意义，学习日本的社会、生活、文化等。

参加春季、秋季研修旅行和传统艺能鉴赏会。

必修科目是全体学生均要学完的科目，需取得全部学分方可毕业。

必修科目（2019年度 例）

配合志愿院校的入学考试而选择学习的科目。

选修科目（2019年度 例）

按日语能力等级分班，进行进阶学习。

日语等级说明

学习作为留学生在日本进行学业所需的日语。

综合掌握“写作、阅读理解、会话、听解”四大技能，为参加大学和研究生院授课做好准备。

1 书写

1 语法

2 句型

3 初级

6 会话3 阅读理解

2 阅读理解

4 作文 5 听解

7 练习

从以下科目中挑选符合自身发展目标的科目学习。

①日语（入门、初级、中级、初中级汉字、中级会话、广泛阅读）
②日语能力测试对策（N1-N4）
③日语（拓殖大学特别升学、研究生院升学以及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升学／ EJU）

以英语语法、阅读理解为中心，为参加大学授课做好准备。

对应班级水准，致力于提升“写作、阅读、会话、听解”能力。

兼顾日本留学考试“数学课程1（文科）” “数学课程2（理科）”应试的科目。数学（文科、理科）

兼顾日本留学考试“理科”应试的科目。化学／物理／生物

是掌握日语基础能力的科目。初级日语

为提高大学或大学院应试所需TOEIC ／ TOEFL得分的科目。TOEIC对策／ TOEFL对策

兼顾日本留学考试“综合科目”应试的科目。现代社会／地理、历史

能理解日语基础知识，聆听指示、拜托别人、简单应答等。基　础

掌握日语基础知识，能在有限的日常场合（购物、点餐、问路、约见等）进行交流。初　级

日语能力几乎等同于母语水平，可流利应对学术级别的讨论、演示和工作上的交涉。超　级

熟练掌握讲课和工作等多种场合所用的日语，甚至可应对抽象话题。

掌握升入大学和研究生院所需的 N1 等级相当的日语。
高　级

理解讲课和工作等多种场合所用的日语，大部分话题都可应对。

掌握进入专门学校和大学至少需要的 N2 等级相当的日语。中高级

可理解日常场合所用的日语表达方式和词汇，并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应对身边的话题。

此外，作为迈向中级学习的过渡阶段，还会加强汉字基础，强化词汇能力。初中级

大致掌握日常场合所用的 N3 等级相当的日语表达方式和词汇。
能与母语者交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中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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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有日语课程。

课程表（2019年度 例）

● 面向升入拓殖大学、拓殖大学北海道短期大学的推荐入学考试制度 

（设有推荐标准）

● 升入拓殖大学本科的插班入学考试制度（需审查认证在祖国取得的学分）

● 升入拓殖大学、拓殖大学北海道短期大学时，可减免一部分入学金

毕业典礼

学费包括入学金与授课费。1年分2期（前期、后期）缴纳。

学　费

为支援学生的学习，设置了奖学金制度。有关申请资格等敬请咨询。

奖学金

通过升学指导，进入各大学、研究生院、专业领域。

升学院校

近年主要升学院校（近5年）
● 研究生院…拓殖大学、应庆义塾大学、学习院大学、关西学院大学、法政大

学、日本大学、国际教养大学、埼玉大学、首都大学东京、筑波大学、东京大

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理科大学、东京电机大学、一桥大学、武藏野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明治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信息大学院大

学 等

● 大学…拓殖大学、带广畜产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首都大学东京、多摩美术

大学、千叶大学、中央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海洋大学、东

京工业大学、东京理科大学、名古屋大学、长冈造形大学、琉球大学、日本

大学、一桥大学、明治大学 等

●短期大学…拓殖大学北海道短期大学 

●专科学校…各种专科学校（旅游、烹饪等）

升入拓殖大学等

升学说明会

课时
星期

授课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区分 科目名称 区分 科目名称 区分 科目名称 区分 科目名称 区分 科目名称 区分 科目名称

第1节课
 9：00 ～ 9：45
（休息 5 分钟）

9：50 ～ 10：35

必修

日语

必修

日语

必修

日语

必修

日本概况

必修

日语

选修

理科数学

第2节课
10：40～11：25

（休息 5 分钟）

11：30 ～ 12：15
日语 日语 日语 班会 日语

物理
文科数学

第3节课
12：50～13：35

（休息 5 分钟）

13：40 ～ 14：25

选择必修
日语练习

日语
英语（语法）

选择必修
日语练习

日语
日语

英语（阅读理解）
必修 初级英语

第4节课
14：35～15：20

（休息 5 分钟）

15：25 ～ 16：10
日语

日语
英语（语法）

选修 生物 日语
日语

英语（阅读理解）

第5节课
16：20～17：05

（休息 5 分钟）

17：10 ～ 17：55
选修

化学
现代社会

选修
地理・历史
TOEIC 对策

选修 升学就业指导 选修
TOEFL 对策
初级日语

时　期 入学金 学　费 总　计

春季入学
125,000 日元

前期 252,500 日元

后期 252,500 日元
630,000 日元（一年）

秋季入学

拓殖大学别科奖学金 150,000日元 8 名左右

拓殖大学别科 日语能力测试表彰

最优秀奖 30,000日元   1 名

优秀奖 20,000日元 2 名

努力奖 10,000日元 7 名

公益财团法人 高山国际教育财团奖学金 月额 60,000日元 1 ～ 2 名

※或有所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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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大学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

大学毕业后，我工作了一年，之后在去澳大利亚、日本参加打工

度假时，喜欢上了日本，并决定前往日本留学。拓殖大学别科是

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介绍的。我非常喜欢日本电影，希望在别科学

好日语，考入东京艺术大学，学习掌握电影相关的专业知识。在

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如愿考入了东京艺术大学。希望将来我能

从事电影发行方面的工作。

中国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莱山第一中学（高中）

毕业

拓殖大学 国际学部国际学科

贺　靖

我在高中时读的理科，尤其喜欢物理。日本在物理研发领域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在这里学习是我的心愿。印度尼西亚一位毕业于

拓殖大学的老师推荐我来到了别科。入学后，我获得了高山国际

教育财团的奖学金。在别科老师们的细心指导下，我学习了日语

等课程，并成功考入了大学。现就读于拓殖大学工学部机械系统

工程专业，未来我想通过所习得

的技术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教育，

为使其成为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做出贡献。

台湾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毕业

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 

影视研究科

影视专业 制作学科

方　翎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SMA TRENSAINS 

TEBUIRENG（高中）毕业

拓殖大学 工学部 

机械系统工程专业

MUHAMMAD 
SANSURI RASYID

在别科学习的同学们 MESSAGE

春季·秋季研修旅行、传统艺能鉴赏会

春季2天1夜、秋季当天往返的接触日本文化的研修旅行。或观赏日本

的世界遗产，或体验手打荞麦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午餐时间还可以尽

享BBQ的乐趣，加深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此外，还设有鉴赏日本艺能・

歌舞伎、相扑，前往江户时代博物馆等的授课内容。

演讲比赛

为了展示日语学习的成果，来自各个班级的代表将就不同的主题展开演

讲。评选出特别优秀奖、优秀奖、评审员特别奖、努力奖等，是为一年

画上圆满句号的主要活动。

还有这样的　　　　和　　　！
授课

竞赛

获得了2018年的别科

奖学金。

在2017年的演讲比赛

中获得了优秀奖。

参加了在文京留学生

宿舍举办的樱花祭。

日光的修学旅行

非常开心。

我想与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交流，在网上查询之后，感觉拓殖大学

别科是最佳之选。在别科，我得到了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悉心教导，

每次讲解都直到我理解为止。学校还会经常举行修学旅行、演讲

比赛等接触日本文化的活动。每周四都会举行班会，可以与大学

生交流。除了日语之外，选修科目也很丰富，而且这些科目对日

语能力测试也有不小的帮助。我

获得了别科奖学金，并通过了拓

殖大学国际学部的推荐入学考

试。未来，我希望能从事与运动

国际化相关的工作。

我非常喜欢看日本的电视剧、电影和动漫，但总是离不开泰文字

幕。我想如果不看字幕就能听懂该多好，因此决定学习日语。拓

殖大学别科是我通过JASSO STUDY IN JAPAN FAIR知道的，和学

长的谈话以及网上查询的结果让我感觉这是一所好大学，就选择

了这里。学校会根据升学课程分班，也会提供升学指导。我获得

了高山国际教育财团的奖学金，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别科毕业后，

希望能进入拓殖大学研究生院语

言教育研究科进一步深造日语。

泰国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TY毕业

拓殖大学 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

1.5年课程在读

LERDLAMNAOCHAI 
SI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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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別科 日本語教育課程の施設／ Takushoku University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Facilities／
大学别科 日语教育课程的设施／大學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的設施／대학 및 별과 일본어교육과정 시설／

Cơ sở vật chất trong trường Đại học và Khoa đào tạo tiếng Nhật／

■別科学舎
■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Building
■别科校舍
■別科校舍
■별과 학사
■ Khu học xá Khoa đào tạo tiếng Nhật
■

■拓殖大学文京キャンパス
■ Takushoku University Bunkyo Campus
■拓殖大学文京校区
■拓殖大學文京校區
■타쿠쇼쿠대학 분쿄 캠퍼스
■ Khuôn viên Bunkyo thuộc Đại học Takushoku
■

■文京留学生寮（女子寮） ※定員58名
■ Bunkyo International Student Dormitory (Women-Only) *Capacity: 58 students
■文京留学生宿舍（女生宿舍） ※定员58名

■文京留學生宿舍（女生宿舍） ※可容納58人

■분쿄 유학생 기숙사（여자 기숙사） ※정원 58명

■ Ký túc xá du học sinh Bunkyo (Ký túc xá nữ) *Có sức chứa 58 người
■  

■図書館
■ Library
■图书馆
■圖書館
■도서관
■ Thư viện
■

■学生食堂
■ Cafeteria
■学生食堂
■學生食堂
■학생식당
■ Nhà ăn sinh viên
■

■医務室
■Medical Office
■医务室
■醫務室
■양호실
■ Phòng y t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