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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學習

詳情在此 →

◆上課時間：上午班9：10-12：50　下午班13：20-17：00
◆課程表：

初級、初中級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教科書〈できる日本語〉初級、〈できる日本語〉初中級

中級、上級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復習・漢字

教科書〈できる日本語〉中級、〈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1 選修課程：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日本留學試驗對策・日本文化等
*2 大學入學考試備戰講座（另收費）：英語（2次/週、14次/3個月、14,000日圓）

綜合科目・數學・化學・物理・生物
（1次/週、7次/3個月、7,000日圓）

選修課程 *1

大學入學考試備戰講座（另收費）*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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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對策

◆校內升學說明會

每年5月舉行升學說明會。提供學校的選擇方法、準備方法和資金計劃
等相關信息。

◆一對一升學諮詢

針對學生個人情況，由班導師和升學負責人配合進行。

◆模擬面試

由班導師進行面試練習後，由多位教師開展模擬面試。

www.eastwest.ac.jp

◆研究所升學指導

本校有多位研究所畢業的講師。將進行包括如何選擇研究所、聯繫教授、

制訂研究計劃、模擬面試在內的一對一指導。



基本資訊
◆設立：1986年5月 ◆設立者：學校法人國際青年交流學園 ◆定員：426名（2部制）
◆設施：教室12間、圖書室、保健室、PC室、校內Wi-Fi

學校活動
透過舉辦與各個大學的交流授課以及參與在地活動，與大學生展開體育交流等方

式，提供大量與日本人接觸的機會。透過與日本人的交流，學習「自然的日語」，

加深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理解。

每週二日本志工會來學校與學生自由交流。

不僅在校內，在校外也會舉行賞櫻、橫濱散步、

溫泉旅行等豐富多彩的活動。

每週二聚會，一邊愉快地聊天一邊製作手工藝品。

在年末派對上介紹日本料理。

新生歡迎派對 學校周邊賞櫻散步 校外學習（BBQ）

防災演習 東京散步 七夕體驗

盂蘭盆舞 寄宿家庭（靜岡縣） 寄宿家庭（北海道）

登富士山 演講比賽 抬神轎

4月 5月
校外學習（巴士旅行） 俳句比賽 年末派對

搗麻糬大會 「單口相聲」鑑賞會 「能劇」鑑賞會

《できる日本語》系列是由EASTWEST日本語學校教材編輯小組和兩家語言類專門出版社（株

式會社ALC・株式會社凡人社）共同研發而成。是根據OPI的概念，以掌握「傳遞個人資訊・
個人想法的能力」以及「互相交流・互相交談的日語能力」為目的，以培養溝通能力為目標的
教科書。不僅在日本國內，國外採用本教科書的學校也與日俱增。

課程特點

《できる日本語》介紹

※ 與日本人的交流

風之會 撫子會

滑雪・滑雪板教室 校外教學（以班級為單位） 作文比賽

以本校開發的口語教育課程，學

好「實用日語」為目標。在課堂

上不是所謂的「自由交談」，而是

基於紥實的口語教育理論（以

*OPI為基礎的口語教育）進行授
課。

在以學好「實用日語」為目標的同

時，也致力於各種考試對策、升學・
就業的指導。除了班級授課，也可

以透過選修日語能力試驗(JLPT)
對策課程或日本留學試驗(EJU)對
策課程做考試對策。此外，在正規

授課以外也可以參加大學入學必考

科目的輔導講座。

7月

8月 9月

10月

1月

3月

2月

12月

EAST WEST
學校法人 国際青年交流學園

日本語學校

學好「實用日語」 以萬全的對策準備各種考試 *何謂OPI

OPI（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是透過對某種事情以何種方式完成到

何種程度的任務執行能力進行提問，

來衡量對某種外語的熟練程度的一種

測試。EASTWEST日本語學校應用

OPI的概念，不是教師一味地灌輸，

而是開展著眼於引導學生達成任務的

能力授課，其中也包括口語以外的技

能授課。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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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できる日本語〉中級、〈上級で学ぶ日本語〉

*1 選修課程：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日本留學試驗對策・日本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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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對策

◆校內升學說明會

每年5月舉行升學說明會。提供學校的選擇方法、準備方法和資金計劃
等相關信息。

◆一對一升學諮詢

針對學生個人情況，由班導師和升學負責人配合進行。

◆模擬面試

由班導師進行面試練習後，由多位教師開展模擬面試。

www.eastwest.ac.jp

◆研究所升學指導

本校有多位研究所畢業的講師。將進行包括如何選擇研究所、聯繫教授、

制訂研究計劃、模擬面試在內的一對一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