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長 青山鉄壮

青山日本語学院

Aoyama Japanese Language Academy

您好！青山日本语学院欢迎您！

青山日本语学院为世界各地学生搭建沟通的桥梁，与中国，越南，缅甸等亚洲各国，链接世界各个国家。在世界范

围内培育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日本语教学，并通过日本语教学实现国际交流，为建立国际友好关系和共同发展做出

贡献。

宿舍

1人1房 2人1房 4人1房 6人1房

公寓

一室 ¥40,000 ￥20,000

一室一厨 ¥42,000 ¥21,000 ¥18,000

一室 ¥40,000 ¥20,000

两室一厨 ¥18,00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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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日本語学院

Aoyama Japanese Language Academy

〒371-0805 
日本国群馬県前橋市南町3-24-1

Postal code:371-0805     

3-24-1,Minami-cho, Maebashi-shi, Gunma-ken, 

Japan

Tel:027-288-0613,027-289-6937  

Fax:027-288-0614,027-289-6947

E-mail : aoyama-jls@tbz.t-com.ne.jp

http://tetsusou88.wixsite.com/aoyama从前桥站步行2分钟

青山日本语学院在专注学生须具备升学的日本语能力教学的同时，也

非常注重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日本文化，适应日本生活。学院会定期

举办郊游、运动会、演讲比赛、交流会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让学

生与更多的日本人进行交流，更好地融入日本文化，在日本充实地度

过美好的留学时光，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青山日本语学院位于群马县前桥市，以培养来日留

学生进入日本大学，大学院等综合学习能力为教育

目标，致力于学生以高分通过日本语能力N1，N2

考试。同时开设形式多样的升学辅导课程，除正常

课程以外，为学生提供针对“日本留学试验”的特别

辅导、以及“日本语能力试验”1级的强化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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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马县政府和利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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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大学：群马大学
（教育学院、社会信息学院、

医学院、科学技术学院）

你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青山日本语学院的特长

１.学习・升学指导

为了能利用所学日语实现梦想和目标，我们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升学·就职支援。

根据学生入学后的升学调查，为学生提供相关升学学校的信息及有效合理建议，针对每位

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应试对策等升学准备方面进教学辅导，并注重升学后所须具备的学

术性日语能力的培养。

①根据日语水平分班教学。

②设置大学指南等升学资料室，指导根据网络检索大学的情报。

③进行日本留学考试・面试・论文对策指导等，实施大学入学考试对策。

④对于日语以外的考试科目给予支援，指导。

☆群马县有以下大学和职业学校。

群马县，有世界遗产的富冈制丝厂。这是一家建于1872年的工厂，大约150年前，
随着法国技术的引进。群马县一直接受外国技术和文化并开发它。特别是在前桥
市，国际学生学习的日语语言学校很多，深受当地人欢迎。我们也开始在群马县
的前桥市学习日语，每个人都会以微笑欢迎外国人。

日光（世界遗产）

榛名山 滑雪胜地

水和绿色故乡 群马·前桥

轻井泽

尾瀬湿原赤城山

草津温泉

群马县内有许多著名的观光景

点。春天的时候，我会在赤城

山的千本桜观赏樱花。在夏天，

在尾瀬的湿地健行。榛名山秋

季红叶。在冬季，您可以享受

万座温泉滑雪场等遍布各地的

滑雪场。

。

职业学校：

东日本新娘・酒店・旅游学院
东日本设计・计算机职业学校

（美术、媒体、课程包括游戏程序员）

也有许多温泉，如草津，伊香保和水上。在群

马县附近的长野县，有以避暑胜地闻名的轻井

泽，栃木县有世界遗产的日光。

富冈制丝厂（世界遗产）

私立大学：上武大学
（护理学院，商业信息学院)

共爱学园前桥国际大学
（国际社会学院）

关东学园大学
（经济学院)

公立大学：高崎经济大学
（经济学院、区域政策学院）



年度计划

4月 入学仪式 赏花

七夕节 盂兰盆会舞

新年参拜毕业典礼

上午上课

09：00～09：45

09：50～10：35

10：45～11：30

11：35～12：20

下午上课

13：00～13：45

13：50～14：35

14：45～15：30

15：35～16：20

学科课程和上课时间・上课内容

１.学科课程

①升学课程2年 （4月入学、后年3月毕业）

总课时： 1600小时

申请资格：针对日语能力考试N5以上的学生

②升学课程 1年6个月 （10月入学、后年3月毕业）

总课时： 1200个小时

申请资格：针对日语能力考试N4以上的学生

课程时间表(class schedule)

２.上課內容

中级 目标是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3～N2

・能够读报纸和杂志并能理解其内容。

・能用比较接近自然的发音速度进行会话和能够理解听

懂新闻及谈话内容概要等。

・关于各类的话题，能以文章的形式写出来，添加标点

符号，归结段落，学习逻辑性文章的写法。

高级 目标是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1

・能够阅读报纸社论，评论等逻辑性较强，抽象度较高的文章，

理解文章的构成及内容。

・能够阅读有关深层次内容的读物，理解上下文及具体表达意图。

・能够听懂一般语速的会话，新闻，及讲座内容并能理解具体内

容的逻辑构成，掌握大意。

10月 入学仪式 运动会

国际交流派对 烹饪制作

4月 
·入学仪式（4月学生）。 课程开始 

·赏花（新学生欢迎会）  

5月 ·健康检查 

6月 
 ·日本留学考试（第 2年） 

·上一学期的中级考试 

7月 

 ·日语能力考试 

七夕节 

·前桥市日本文化节 

8月 
 ·夏季节日（翩翩起舞） 

·暑假（4周） 

9月 ・上学期考试 

            

10月 

·入学仪式（10月学生）。 课程开始 

·体育赛事（新生欢迎派对） 

·大学/职业学校的入学考试开始了（第 2年） 

11月 
·日本留学考试（第 2年） 

·健康检查 

12月 

 ·日语能力考试 

・晚期中考试 

·前桥市国际派对 

·寒假（2周） 

1月 ・新年到参拜、新年的写作 

2月 
 ・烹饪课 

·演讲比赛 

3月 
·晚期期末考试 

・毕业典礼 

 

初级 目标是掌握日语基础语法和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5～N4

・掌握基础的句型・语法。

・能够阅读和理解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及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汉字。

・能够听懂语速缓慢的课堂用语以及日常生活用于中的简单会话。

・能够阅读和理解有关日常生活话题的文章。



2.生活指导

为了让学生尽快地适应日本的生活，

学院会向学生详细介绍日本的各种生

活习惯。从日常的吃、住、行及打工

等方面，由学院教师和生活指导员为

学生提供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咨询。

３.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交流

学院将不定期安排学生与当地日本

人进行文化交流，将课堂上所学日语，

学以致用。

①举行国际交流派对

②制作各国料理

③组织短期旅游等户外活动

群马县政府

中曽根康弘

任总理职位:1976年 - 1978年

任总理职位: 2007年 - 2008年任总理职位:1998年 - 2000年

任总理职位: 1982年 - 1987年

大型购物中心

利根川

福田赳夫

小渕恵三 福田康夫

我们学校所在的群马县前桥

市位于东京西北约100公里的

地方。如果你座新干线列车的

话，到达东京大约需要一个半

小时。在群马北面有群峰连绵

的山脉，南面是日本最大的关

东平原开放。利根川河流经整

个城市，充满了水和绿色植物。

从山上吹来清爽的风，空气新

鲜，水质鲜美。

群马县前桥市

群马县的物价在日本最便宜（2015年内务部

调查）。如本校宿舍共用两人一房，租金约为2

万日元。食物支出可控制在每月2、3万日元范围。

群马県是一个山秀水绿、温泉资源豊富的地域。

学费·设施

从屋顶看到的前桥站区域

短期課程 ※文本费用包含在学费中. ※租金包括电费，煤气和水费.

2周 ¥37,950 ¥94,600 ¥132,550 

3周 ¥51,425 ¥114,620 ¥166,045 

1个月（4周） ¥64,900 ¥134,640 ¥199,540

3个月（12周） ¥172,700 ¥293,920 ¥466,620 

眼镜桥

伊香保溫泉

购物区，大型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商业设施

集中丰富，是一个生活便利轻松优雅的城市。

另有许多制造工厂如汽车机械，水产及食品加

工,纺织及建筑等领域都有外国人及留学生工作。

第一教室 (2楼) 图书室（3楼) 自习室（4楼）

阳台（6楼）厕所:男（2,4,6楼）女（3,5楼）

群马可谓伟人倍出、具有悠久歴史,文化的宝地、亦可称是人材辈出充満経済活力
的地域。日本歴代首相中勇有4名首相出生于群马县。在战后时期(1945年以后)，
总理人数最多的地区是群马县。

学费

升学班 2年 ¥1,386,000
(第一年 ¥720,500、第二年 ¥665,500)

升学班 1年6个月 ¥1,056,000
(第一年 ¥720,500、第二年 ¥335,500)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76%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7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98%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00%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2%E5%B9%B4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987%E5%B9%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