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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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等之必要的日語能力的教育機關。

本校擁有47年歷史，迄今累計有約4,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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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前來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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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1

依照日語能力分別編班。配合學習熟練度指導，

還實施國立、公立、私立大學或大學研究院等的升學選擇指導。

POINT

3

學費每年分2次（前期、後期）繳納。

POINT

2

設有升入拓殖大學的插班入學、推薦入學制度。

POINT

4
離學校最近的車站茗荷谷站，

距新宿、澀谷、秋葉原約20分鐘，

與拓殖大學商學部、政經學部在相同校區。

POI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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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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 2021 ▶▶

2022 ▶▶

春季入學

春季入學

秋季入學

秋季入學

每年活動

（1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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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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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課程（1年）

春季開學典禮

基礎課程（1年）

（印像圖）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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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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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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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研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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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班考试

升學說明會

秋季研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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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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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

面試 面試

日語能力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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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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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語

必修科目是全員都要履修的科目，必須要取得全部的單位學分才能畢業。

必修科目（2019年度 例）

配合志願學校的入學考試選擇學習的科目。

選修科目（2019年度 例）

透過日語能力分班進行進階學習。

日語等級的說明

學習作為留學生在日本研讀所需的日語。

綜合性掌握「寫作、閱讀、會話、聽解」的四大技能，為參加大學、研究生院的授課而準備。

1 書寫

1 文法

2 句型

3 初級

6 會話3 閱讀

2 讀解

4 作文 5 聽解

7 練習

從以下的科目選取適合自己升學的科目來學習。

①日語（入門、初級、中級、初中級漢字、中級會話、廣泛閱讀）
②日語能力試驗對策（N1-N4）
③日語（拓大特別升學、大學研究院升學及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升學／ EJU）

英　語

日本概要
為了讓在日本的生活更有意義，學習日本的社會、生活、文化等。

參加春季、秋季研修旅行、傳統藝能鑑賞會。

以英文語法、閱讀為中心，為參加大學授課而準備。

對應班級水準，致力於提升「書寫、閱讀、會話、聽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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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文科、理科）

兼顧日本留學考試「理科」應試的科目。化學 / 物理 / 生物

掌握日語基礎能力的課程。初級日語

為提高大學或大學研究院應試所需TOEIC/TOEFL得分的科目。TOEIC對策 / TOEFL對策

兼顧日本留學考試「綜合科目」應試的科目。現代社會 / 地理、歷史

學習日語的基礎知識，可以理解指示、委託等，能夠做出最簡單的回复。基　礎

學習日語的基礎知識，能夠在日常生活的有限範圍內（購物、點餐、詢問地點、約會等）進行應答。初　級

具有與日語母語者幾乎同等水平的日語能力，可以進行學術討論、發表、工作談判。超　級

掌握能夠在演講、工作等各種場面中使用的日語，並能應對抽象性話題。

面對需要進入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的學員，掌握相當於 N1 等級的日語能力。
上　級

理解在演講、工作等各種場面中使用的日語，擴大可以應對的話題範圍。

是面向需要進入專科學校、大學學習學員的最低標準，掌握相當於 N2 等級的日語能力。
中上級

能夠理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語表達、詞彙，可以在無準備的情況下對應身邊發生的話題。

此外，為中級學習做準備，加強漢字能力的基礎和詞彙量。初中級

掌握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日語表達、詞彙，相當於 N3 等級。
可以與日語母語者交流，能夠表達個人意見、想法。

中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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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殖大學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週一至週五，每天都有日語授課。

授課時間表（2019年度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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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包括入學金和授課費。1年分2次繳納（前期・後期）。

學　費

為支援學生的學習，特設立獎學金制度。有關申請資格等，敬請洽詢。

獎學金

透過升學指導，進入各種大學、研究生院、專業領域。

升學學校

近年主要的升學學校（近5年）
● 大學研究院…拓殖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學習院大學、關西學院大學、法

政大學、日本大學、國際教養大學、埼玉大學、首都大學東京、築波大學、

東京大學、東京藝術大學、東京理科大學、東京電機大學、一橋大學、武

藏野大學、室蘭工業大學、明治大學、橫濱國立大學、早稻田大學、京都

情報大學院大學 等

● 大學…拓殖大學、帶廣畜產大學、慶應義塾大學、首都大學東京、多摩美

術大學、千葉大學、中央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東京海洋大

學、東京工業大學、東京理科大學、名古屋大學、長岡造形大學、琉球大

學、日本大學、一橋大學、明治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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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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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9：45
（5 分鐘休息）

9：50 ～ 10：35

必修

日語

必修

日語

必修

日語

必修

日本概要

必修

日語

選修

理科數學

第2堂課
10：40 ～ 11：25

（5 分鐘休息）

11：30 ～ 12：15
日語 日語 日語 班會 日語

物理
文科數學

第3堂課
12：50 ～ 13：35

（5 分鐘休息）

13：40 ～ 14：25

選取必修
日語練習

日語
英語（文法）

選取必修
日語練習

日語
日語

英語（讀解）
必修 初級英語

第4堂課
14：35 ～ 15：20

（5 分鐘休息）

15：25 ～ 16：10
日語

日語
英語（文法）

選修 生物 日語
日語

英語（讀解）

第5堂課
16：20 ～ 17：05

（5 分鐘休息）

17：10 ～ 17：55
選修

化學
現代社會

選修
地理、歷史
TOEIC 對策

選修 升學就職輔導 選修
TOEFL 對策
初級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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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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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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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我工作了一年，然後去澳洲和日本參加打工度假時，

感到非常喜歡日本，並決定留學日本。我母親的朋友介紹我選擇

了拓殖大學別科。我喜歡日本電影，希望在別科好好學日語，考

入東京藝術大學，學習掌握電影相關的專業知識。後來，我在老

師的悉心指導下考上了東京藝術大學。我將來想從事電影發行方

面的工作。

中國人民共和國

山東省萊山第一中學（高中）

畢業

拓殖大學 國際學部國際學科

賀　靖

我在高中時就讀理科，特別喜歡物理。為了能在研究開發領域領

先世界的日本學習，在印度尼西亞的一位拓殖大學畢業的老師推

薦下就讀了別科。入學後，我獲得了高山國際教育財團的獎學金，

在別科的老師們的細心指導下，我學習了日語等科目並升讀大學。

現就讀於拓殖大學工學部機械系統工程系，未來我想透過技術方

面發展印度尼西亞的教育，為使

其成為日本這樣的已開發國家做

出貢獻。

台灣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

東京藝術大學 影視研究科

影視專業 製作學科

方　翎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SMA TRENSAINS 

TEBUIRENG（高中）畢業

拓殖大學 工學部 

機械系統工程系

MUHAMMAD 
SANSURI RASYID

在別科學習的學員們们 MESSAGE

春季、秋季研修旅行、傳統藝能鑑賞會

體驗日本文化的研修旅行，包括春季二日遊、秋季一日遊。可以觀賞日

本的世界遺產、體驗蕎麥麵製作等各種活動。午餐是燒烤，透過各種活

動加深交流。此外還設有鑑賞日本藝能、歌舞伎鑑賞、相撲、前往江戶

時代博物館等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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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提供此類　　　　和　　　！
授課

競賽

獲得了2018年的別科

獎學金。

2017年演講比賽獲得了

優秀獎。

參加了在文京留學生

宿舍舉行的櫻花祭。

日光的研修旅行很有趣。

我想與眾多日本人交流，就在網路上查詢，感覺拓殖大學別科是

最好的選擇。在別科，我得到了認真負責的悉心教導，老師們一

直細心講解到我能很好地理解為止。學校還會經常舉行研修旅行、

演講比賽等介紹日本文化的活動。每週四都會舉行班會，還可以

與大學生交流。除了日語之外，還有許多選修科目，這些科目對

日語能力試驗很有幫助。我獲得

了別科獎學金，通過了拓殖大學

國際學部的推薦入學考試。未來，

我希望從事與運動國際化相關的

工作。

我非常喜歡日本的電視劇、電影和動畫，但總是要看著泰文字幕。

當時非常希望能不看字幕就能聽懂日本的節目，因此我決定學習

日語。在參加了JASSO STUDT IN JAPAN FAIR後得知了拓殖大學

別科，並聽從了前輩的建議，且在網路上搜尋，感覺這是一所好

大學，就來這裡上學了。學校有根據升學課程分班，也可以獲得

升學指導。我獲得了高山國際教

育財團的獎學金，每天都過得很

充實。別科畢業後，希望能進入

拓殖大學研究生院語言教育研究

科進一步深造日語。

泰國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TY畢業

拓殖大學  別科 日語教育課程

1.5年課程在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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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