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课期间】
9月29日（水） ～ 10月13日(水)

【针对学生】

【课程内容】

该课程是爱媛大学独设的为期1周的集中讲座。[语言技能]板块以掌握听、说等最基础的生活必需用语为目的。[生活技能]板块提
供在松山市生活所需要具备的最基础的生活支援讯息。日语能力有一定基础者，可只参加[生活技能]课程。City Excursion课程调
整中。

2021年度上学期为了使无法渡日的留学生也能参加，实施网上授课。
已在松山入住，但家里无法使用网上授课者，请提前与学生交流组联系。
【听讲方法】
-Language Skills
・周一至周五 第二课时 (10:20-11:50 日本时间):通过 Zoom网上授课
・周一至周五　第六课时 (18:00-19:30 日本时间):通过 Zoom网上授课。
※听讲时间，根据居住所在地由大学决定。

-Life Skills:
通过Zoom进行网上授课
9月29日　（水）16:20-17:50 （日本时间）
10月6日　（水）16:20-17:50  （日本时间）
10月13日　 （水）16:20-17:50 （日本时间）

◆报名方法◆
下部链接「様式2　サバイバルコース」填写所需内容，发送至学生交流组电子信箱，发送邮件时务必同时添加CC指导教官信箱。

听讲报名表直接提交学生交流组时，需要事先请指导教官在报明表上签字或盖章。
◆报名期限：１０月８日（金）　kokuryu@stu.ehime-u.ac.jp
（城北校区　愛大博物馆２层　　学生交流组　TEL:089-927-8105）

爱媛大学　针对留学生的日语教育项目　2021年度下学期　课程时间表

爱媛大学鼓励全体在校留学生学习日语，为此特设综合性的日语教育课程。日语教育课程除国际连携机构开讲的课程以外，还开
设有共通教育科目的日语课程及日本事情等科目。（注）实地开讲的课程根据新冠疫情的动向，有变更为网上授课的可能。

１－１．在日基本生活指南课程

1.国际教育支援中心提供的课程（无学分）

新入学留学生等
   　（如果名额充裕，外国人客员研究员，外国人专任教员，配偶也可以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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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期间】 10月11日(月) ～ 2月17日(木)

【针对学生】爱媛大学的外国人留学生（预备教育课程听讲者除外）

（如果名额充裕，外国人客员研究员以及外国人专任教员等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

【注意点】

各班级的具体内容可参照P 4。

◆分班考试◆

　　日期・地点　①9月28日（火）14:00-17:00 (至16:00为止可以进入考场）　城北校区爱大博物馆２层　#202　学习支援室１

②10月1日（金）13:00-16:00　(至15:00为止可以进入考场）　城北校区爱大博物馆２层　#202　学习支援室１

→如果以上指定日期无法接受考试，请与国际连携课联系(089-927-8105)。

【授课期间】

10月14日(木) ～ 2月17日

【针对学生】爱媛大学的外国人留学生（预备教育课程听讲者除外）

（如果名额充裕，外国人客员研究员以及外国人专任教员等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

●樽味校区

◆报名方法◆
以下链接中的「様式１　定期コース・予備教育コース」填写所需内容，发送至学生交流组电子信箱，发送邮件时务必同时添加CC
指导教官信箱。听讲报名表直接提交学生交流组时，需要事先请指导教官在报明表上签字或盖章。

我校在籍者的配偶报名时，提交「様式3　配偶者用」于以下电子信箱，或直接提交于学生交流组。
kokuryu@stu.ehime-u.ac.jp　（城北校区　爱大博物馆２层　TEL:089-927-8105）

　１－２．定期课程
●城北校区

※预定为实地开讲的课程，也会根据新冠疫情的动向变更
为网上授课。

　　留学生可以同时参加两个不同级别的班级，但是所选两个班级的等级必须是连贯的。而学生如未修完较之所选课程低一级的课
程，则需要参加分班水平测试。
　 办理申请手续后，可颁发由国际连携课受理的听讲证明书。详情请咨询国际连携课学生交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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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预备教育课程（城北校区）

【授课期间】 另行通知。

【针对学生】

【课程内容】

Ｚｏｏｍ

◆报名方法◆

预备教育课程报名者请与学生交流组联系。　kokuryu@stu.ehime-u.ac.jp

（城北校区　爱大博物馆２层　TEL:089-927-8105）

　２．●「爱媛大学及企业培养的高级外国人才培训项目」课程

爱媛大学　留学生日语教育课程　2021年度 下学期

http://web.isc.ehime-u.ac.jp/c_jpclass.html 

３．共通教育科目
  Academic Japanese及日本事情课程

课程时间表，科目一览，报名申请表，可以由以下或QR码显示的国
际连携推进机构的网页进行确认

填写各学部分发的履修登记表格，获取指导老师的同意签名后，提交各学部窗口。

本项目为希望在日本就职的留学生和希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日本学生而提供的职场培训教育。以下科目通过学习以爱媛县为起点投
资海外或积极雇佣外国人材的企业，来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为目的。
科目名称：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共同学习地区经营战略入门
【针对学生】本科生・大学院生・特别听讲生（日语水平中级以上者）

　Academic Japanese （1.2.3.4）以及日本事情（A1,A2,B1,B2）为针对本科生发行学分课程。本科学生以外希望选修者，需仔细
阅读授课内容后到所属学部窗口咨询。另外，Academic Japanese为共通教育科目的基础科目「英语」课程，日本事情为教养科目
课程（分别为主题探求型及学术分类型）。

检索课程详细内容URL
　　https://campus.ehime-u.ac.jp/Portal/Public/Syllabus/SearchMain.aspx?

◆报名方法◆

◆报名方法◆

请咨询「促进留学生就职项目推进室」（爱媛大学博物馆２层，电话号码089-927-8309）。

10月14日（木）～

　公费外国人留学生（研究留学生・教员研修留学生）之中被认为有必要接受日语 预备教育的学生，及其他国际交
流教育支援中心长认为合适者。

在日基本生活指南课程结束后，继续进行日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主要目的为掌握日常会话。除此之外，还会学习平
假名入门，片假名入门以及日语汉字A2，Studies on Japanese Culture，预备课程也包括在内。由于本课程具有
一定的连贯性，所以要求同学必须参加全部课程。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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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後期　国際教育支援センター開講　定期コース授業一覧

城北キャンパス

授 業 名
授業日時

（曜日・時限）
日本語レベル 授　業　内　容 注意

センター入門日本語２ 10月18日(月) ~ 2月17日(木) 月３ 受講者決定後
日语初学者，无法听讲预
备课程或日语A2的学生

使用教材“まるごと入門（Ａ１）りかい”进行授课。达到能听懂日常会话，并能进行简单的
表达。通过学习增强对日本社会的理解。课程以外，使用　MARUGOTO Plus（网上教
材）　进行预习・复习。

センター日本語Ａ２ 10月15日(金) ~ 2月17日(木) 水2、金2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02（学習支

援室１）
日语初学者

通过教材“Irodori Japanesee(Introduction・Beginner 1)”,进行日语初级教学。初级前半
部分诣在综合提高听，说，读，写4项技能。无法读写平假名·片假名者，须同时听讲“平
假名入门”，“片假名入门”课程。是否已掌握平假名，片假名，会由负责老师进行确认
考试。

センター日本語Ｂ2 10月15日(金) ~ 2月17日(木) 水1、金1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02（学習支

援室１）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A的学
生

通过教材“Irodori Japanese(Beginner 1・Beginner 2)”,进行日语初级教学。初级后半部分
诣在综合提高听，说，读，写4项技能。

＊

センター日本語口頭表現Ｃ2 10月15日(金) ~ 2月17日(木) 金2 教育学部1号館 #102
前一学期学期修完日语B
的学生

通过以日本与自己国家的社会・文化等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为题进行简短的演说，并
围绕课堂上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以各种形式发表来提高日语听说能力。

＊

センター日本語読解作文Ｃ2 10月20日(水) ~ 2月17日(木) 水5 教育学部1号館 #102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B的学
生

以初级阶段(日语B)时学过的内容为基础，掌握简单的日语文章的读写技巧。 ＊

センター日本語口頭表現Ｄ2 10月12日(火) ~ 2月17日(木) 火2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11（学習支

援室2）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C日语
会话的学生

以提高日语口语能力为目标，根据主题进行日语讨论，同时掌握如何将自己的想法·立
场等通过对话的方式传递给对方。

＊

センター日本語読解作文Ｄ2 10月11日(月) ~ 2月17日(木) 月2 愛大ミューズ1階
Active

Learning
Space２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C读
解，作文的学生

学习阅读的窍门，提高阅读能力。另外为了可以向他人简单明了的传达自己的意思而
学习书写报告时的规则，文型以及表达方式。

＊

センター日本語口頭表現Ｅ2 10月14日(木) ~ 2月17日(木) 木6 愛大ミューズ3階 #M33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D日语
会话的学生

通过与日本人进行场面会话练习，来提高场面日语表现能力。 ＊

センター日本語読解作文Ｅ2 10月15日(金) ~ 2月17日(木) 金9：00-10：30 愛大ミューズ3階 #M33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D读解
作文课程的学生

为了让学员掌握日语表达的共通的基础方法，而将表现分为「通信，向导，传达」「记
录，报告」「意见，主张」三个部分，将日语表现按照不同类别或不同形式来掌握。

＊

センター日本語総合Ｅ2 10月13日(水) ~ 2月17日(木) 水3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02（学習支

援室１）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D日语
会话或者D读解作文课程
的学生

掌握并应用在日本社会中的各种职场，语境所使用的商务用语。并积极挑战[BJT商务
日语能力测试]。

＊

希望选修标有＊符号的课程者，如未修完此科目下一级课程者，需参加分班考试。

授業期間（予定）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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センター日本語漢字A2 10月15日(金) ~ - Online
汉字初学者（限于《平假
名入门》《片假名入门》结
业者）

参加者需掌握日语A级的词汇，句型等知识。听讲该课程的学生必须要购买教材。报名
者需出席【平假名入门】10月15日的第一节课。

センター日本語漢字B2表記 10月12日(火) ~ 2月17日(木) 火4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02（学習支

援室１）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汉字A
或者预备教育的学生以及
相当于以上水平的学生

按照每个学生的水平挑选使用教材，以书写方法和词汇的练习为中心学习汉字。

センター日本語漢字B2語彙 10月14日(木) ~ 2月17日(木) 木3 教育学部1号館 #102
前一学期修完日语汉字A
或者预备教育的学生以及
相当于以上水平的学生

按照每个学生的水平挑选使用教材，以汉字的使用方法为中心授课。

ひらがな入門 10月14日（木） ~ - Online
面对平假名初学者以及在
学中的学生

根据学习进度分发印刷资料，学习平假名的读，写法。报名者必须参加10月15日的第
一节课。

カタカナ入門 10月14日（木） ~ - Online
面对片假名初学者以及在
学中的学生（限于《平假
名入门》结业者）

根据学习进度分发印刷资料，学习片假名的读，写法。报名者必须参加【平假名入门】
10月15日的第一节课，进行考试，合格者方可参加本科目。

Studies on Japanese Culture 10月20日(水) ~ 2月17日(木) 水15：30～17：00 愛大ミューズ2階
＃211（学習支

援室２）
全体留学生以及日本籍学
生

用英语进行有关日本文化，历史，社会的广泛介绍。除讲义外，还有实地参观，自由讨
论等授课形式，会发放有关资料以作教材。

樽味キャンパス

授 業 名
授業日時

（曜日・時限）
日本語レベル 授　業　内　容 注意

樽味　日本語基礎１ 10月14日(木) ~ 2月17日(木) 木2 農学部本館5階 国際交流室
修完基本生活指南课程
者，日语初学者或正在学
习者

学习基础日语。根据情况穿插平假名·片假名课程。

樽味　日本語基礎２ 10月14日(木) ~ 2月17日(木) 木1 農学部本館5階 国際交流室

上一学期修完樽味日语基
础的学生，或具备同等日
语能力者。可以同时听讲
基础1的课程。

复习日语基础性的语法项目，并进一步加深学习。以“听说”为重点，同时也会学习“读
写”方面的内容。

◆分班考试教室和日期◆ ◆关于报名◆

 城北校区  爱大博物馆2层　#202 报名截止： 10月8日（金）

→上述任何一个时间段内均无法参加测试者，请与国际连携课联系。

请报名者根据自己的在籍身份选择报名表并提交。报名表可以在国际连携课领取。
也可在网上下载。http://web.isc.ehime-u.ac.jp/c_jpclass.html

报名处:国际连携课学生交流组（城北校区爱大博物馆2层 089-927-8105 ）
kokuryu@stu.ehime-u.ac.jp

日期　①9月29日（火）14:00-17:00
（参加考试入室的最终截止时间　16:00）
　时间　城北校区  爱大博物馆2层　#202
　　地点　②10月1日（金）13:00-16:00
（参加考试入室的最终截止时间　15:00）

授業期間（予定）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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