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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进入著名大学的留学生的特殊进阶课程！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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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是为留学生提供升入日本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院所必须的“日语”和“英语”
两种语言科目的指导课程以及日本留学考试各科目指导课程、个别二次考试各科目课程的综合培训学校。

　　希望升入日本大学本科的同学，首先需要按照文理科分别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综合科目”，因为绝大
部分大学选拔学生的第一道关卡都是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第二步则是每个大学个别二次考试的“小论文”及“面试”。

　　希望升入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首先需要掌握高级日语也就是相当于 N� 的语言能力，其次需要选择最适合的大学研
究室、指导老师，并将自己大学本科阶段所学习的知识与希望进入的硕士研究室的课题相结合完成研究计划书，最后才能参加
硕士入学考试，MJI 会在学习日语、择校择研究室、完成研究计划书等各个阶段进行指导。

　　【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将会由熟知留学生升学体系的专家老师，对您的志愿和将来的梦想进行分析，
并提出最适合学生的升学计划，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指导，助力学生实现梦想。

 MIJ-� MIJ-�

最短 ��� 天实现上级日语精通（JJLM）何为【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JCAEMCE  JAPANESE  LANGUAGE  METHOD
　　本学习方法是由【一般财团法人日中亚细亚教育医疗文化
交流机构】开发的，为在以亚洲各国汉字圈学生为对象实施的

【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试】中合格的的学生提供的半年日语学
习计划。

　　在【MJI】最多半年就能学成高级日语

　　为了攻克顶尖大学，需要尽早达到高级日语水平。
　　在【MJI】，有着针对汉字圈学生的 � 个月短期特训日语课程⸺

“JJLM”。
　　该课程由精通指导外国人留学生日语教学的日本人教师执教。

　　报名顶尖大学时不可或缺的【TOEFL iBT®】辅导

　　在申请旧帝国大学和私立名门大学时，【TOEFL iBT®】成绩通常
被作为重要的审核标准之一
　　与“日语由日本人教师负责”一样，在【MJI】，TOEFL 指导由
英语系外籍教师负责。
　　在英语国家外教专业的“听说读写”� 方面的强化得分训练下，
实现短时间内的学习效率最大化。

　　【日本留学考试（EJU）】 和【大学个别二次考试】全面辅导

　　通向获得顶尖大学合格的第一步。不论是【日本留学考试（EJU）】
还是之后的【大学个别二次考试】，都由对各个科目的出题倾向了如
指掌的日本人精英教师全程陪同指导。

　　课程教材由【MJI】教师严格甄选，结合历年题的使用，参考各
位同学在母校时所学的知识，确定高效的学习指导方针。

　　提供精准的升学指导
　　日本的大学升学体系与其它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只有熟知
各日本大学留学生招生规则的升学指导老师，才能结合考生的升学
志愿和个人梦想，甄选出最适合考生的学校，并帮助学生制定考试
及学习日程，以及进行相关的入学申请手续辅导。

　　报考硕士课程的考生也可安心选择

　　上述负责升学指导的老师，同样也熟悉报考硕士的流程，从考
生调查研究方向着手，推荐最符合考生本人的研究室。
　　报考硕士课程时，“日语”和“英语”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并
且一部分硕士课程也会要求考生报考【日本留学考试（EJU）】。
     【MJI】的老师也会尽心尽责地为学生提供关于“研究计划书”的
写作辅导。

　　可在海外教学点接受同样课程
　　本短期日语课程目前也可在上海、香港、台北等地上课。
　　进 入【MJI】前 就 在 各 个 地 区 的 授 课 点 上 课，在 升 入

【MJI】后直接进行大学备考，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日本留学考试】
及【TOEFL iBT®】上。如有希望采用此方法的学生，请与各地
的咨询老师联系。

　　合格记录 ���� 年度～ ���� 年度 
旧帝国大学 ：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
国公立大学 ：北见工业大学、山形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埼玉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东京都立大学、
 横浜国立大学、横浜市立大学、金泽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信州大学、广岛大学、高知大学、尾道市立大学　他
私 立 大 学 ：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上智大学、中央大学、芝浦工业大学、日本大学、驹泽大学、武藏野大学、神奈川大学、近畿大学　他

　　在接受大学入学考试辅导课程前，首先必须取得【日语能力考试】N� 水平的日语能力。所以，为了能够取得顶尖大学的合格，
必须要尽早掌握“日语”。
　　在日语学校，一般只有上午或下午半天才上课，通过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确实可以达到高级日语水平。但是在 MJI 的学习
氛围良好的环境中，为了配合目标远大、力取顶尖大学的在读生，设置了“一天四节课，每节课 �� 分钟，半年共计 ��� 课时”
的特训课程。
　　即使是进入 MJI 时只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通过这 � 个月的短期集训，也能成功掌握上级日语能力。
　　而对于 �� 月入学的学生来说，到翌年 � 月为止习得高级日语，在 � 月之后开始日本留学考试对策课程，也能实现攻克顶
尖大学的愿望。

　　这套教学方法将学习效率最大化，且仅适合以认真学习为目的的汉字圈学生。从初级到上级，把常用语法与单词融入到各
类场景中，灵活运用独自开发的任务型教学方法，加上有效的“学习、预习、复习和单元测试”，最终在半年内实现掌握“日语
能力考试 N� 水平”的日语能力。

MJI 的特点 全面的日语学习方案【JJLM】

「JJLM」听课者的声音
　　���� 年 � 月在台北参加
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试”。
通过这个考试获得了“千叶大
学工学部”初次合格资格。考
试时的理科科目对我来说没
多障碍，但问题是日语能力。
日语完全从零开始，在获得初
次合格后的 � 个月里，在一天
四节课，一节课 �� 分钟的集
中课程中努力学习，回家后保
持复习和预习的习惯。当时完
全不能会话的我也在 � 个月
后达到了 N� 水平。在“JJLM
课程”中每天通过不同的场景
训练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我觉
得是目前为止我所经历过的
最有效的语言学习课程。

　　���� 年 � 月我在吉隆坡
参加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
试”，并获得了“武藏野大学全
球系全球商务专业”的初次合
格 资 格。作 为 一 个 马 来 西 亚
人，从小就掌握马来语、英语
以及由于本身是马来西亚华
人身份，所以精通普通话和粤
语。然 而 对 日 语 确 实 一 窍 不
通。但是不到两个月时间，在

“任务型教学法”的熏陶下自
然而然的会了听说读写。

����年�月
千叶大学工学部
综合工学科共生应用化学入学
����年�月JPUE一次合格

鄭 宇恆 ／台北

���� 年 � 月
武藏野大学国际学科入学
���� 年 �� 月 JPUE 一次合格

Elston Lee ／马来西亚

����年�月
芝浦工业大学系统理工学部
生命科学科（生命科学课程）入学
����年��月JPUE一次合格

朱 羚蔚／中国 　　���� 年 �� 月在上海参
加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
试”，并获得了“芝浦工业大学
系统理工学部”的初次合格。
参加考试时的我虽然已经有
一些日语基础，但仅限于用来
应 对 考 试。以 前 仅 在“语 法

“和”读解“上进行了增强，而
在实际上课中发现自己在“听
说写”三个方面的能力较差，
起初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辛苦。
除了平日上课以外，回到家后
配合视频课程和辅助教材消
化新单词和新语法。在学校的
时候通过和老师还有同学的
日语交流，运用学过的知识不
断训练。多亏了那时的努力，
在来日本前掌握了可以在大
学听讲的真正的日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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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是为留学生提供升入日本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院所必须的“日语”和“英语”
两种语言科目的指导课程以及日本留学考试各科目指导课程、个别二次考试各科目课程的综合培训学校。

　　希望升入日本大学本科的同学，首先需要按照文理科分别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综合科目”，因为绝大
部分大学选拔学生的第一道关卡都是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第二步则是每个大学个别二次考试的“小论文”及“面试”。

　　希望升入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首先需要掌握高级日语也就是相当于 N� 的语言能力，其次需要选择最适合的大学研
究室、指导老师，并将自己大学本科阶段所学习的知识与希望进入的硕士研究室的课题相结合完成研究计划书，最后才能参加
硕士入学考试，MJI 会在学习日语、择校择研究室、完成研究计划书等各个阶段进行指导。

　　【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将会由熟知留学生升学体系的专家老师，对您的志愿和将来的梦想进行分析，
并提出最适合学生的升学计划，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指导，助力学生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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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 ��� 天实现上级日语精通（JJLM）何为【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MJI)
Musashino University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JCAEMCE  JAPANESE  LANGUAGE  METHOD
　　本学习方法是由【一般财团法人日中亚细亚教育医疗文化
交流机构】开发的，为在以亚洲各国汉字圈学生为对象实施的

【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试】中合格的的学生提供的半年日语学
习计划。

　　在【MJI】最多半年就能学成高级日语

　　为了攻克顶尖大学，需要尽早达到高级日语水平。
　　在【MJI】，有着针对汉字圈学生的 � 个月短期特训日语课程⸺

“JJLM”。
　　该课程由精通指导外国人留学生日语教学的日本人教师执教。

　　报名顶尖大学时不可或缺的【TOEFL iBT®】辅导

　　在申请旧帝国大学和私立名门大学时，【TOEFL iBT®】成绩通常
被作为重要的审核标准之一
　　与“日语由日本人教师负责”一样，在【MJI】，TOEFL 指导由
英语系外籍教师负责。
　　在英语国家外教专业的“听说读写”� 方面的强化得分训练下，
实现短时间内的学习效率最大化。

　　【日本留学考试（EJU）】 和【大学个别二次考试】全面辅导

　　通向获得顶尖大学合格的第一步。不论是【日本留学考试（EJU）】
还是之后的【大学个别二次考试】，都由对各个科目的出题倾向了如
指掌的日本人精英教师全程陪同指导。

　　课程教材由【MJI】教师严格甄选，结合历年题的使用，参考各
位同学在母校时所学的知识，确定高效的学习指导方针。

　　提供精准的升学指导
　　日本的大学升学体系与其它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只有熟知
各日本大学留学生招生规则的升学指导老师，才能结合考生的升学
志愿和个人梦想，甄选出最适合考生的学校，并帮助学生制定考试
及学习日程，以及进行相关的入学申请手续辅导。

　　报考硕士课程的考生也可安心选择

　　上述负责升学指导的老师，同样也熟悉报考硕士的流程，从考
生调查研究方向着手，推荐最符合考生本人的研究室。
　　报考硕士课程时，“日语”和“英语”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并
且一部分硕士课程也会要求考生报考【日本留学考试（EJU）】。
     【MJI】的老师也会尽心尽责地为学生提供关于“研究计划书”的
写作辅导。

　　可在海外教学点接受同样课程
　　本短期日语课程目前也可在上海、香港、台北等地上课。
　　进 入【MJI】前 就 在 各 个 地 区 的 授 课 点 上 课，在 升 入

【MJI】后直接进行大学备考，将更多的时间用在【日本留学考试】
及【TOEFL iBT®】上。如有希望采用此方法的学生，请与各地
的咨询老师联系。

　　合格记录 ���� 年度～ ���� 年度 
旧帝国大学 ：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
国公立大学 ：北见工业大学、山形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埼玉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东京都立大学、
 横浜国立大学、横浜市立大学、金泽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信州大学、广岛大学、高知大学、尾道市立大学　他
私 立 大 学 ：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上智大学、中央大学、芝浦工业大学、日本大学、驹泽大学、武藏野大学、神奈川大学、近畿大学　他

　　在接受大学入学考试辅导课程前，首先必须取得【日语能力考试】N� 水平的日语能力。所以，为了能够取得顶尖大学的合格，
必须要尽早掌握“日语”。
　　在日语学校，一般只有上午或下午半天才上课，通过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确实可以达到高级日语水平。但是在 MJI 的学习
氛围良好的环境中，为了配合目标远大、力取顶尖大学的在读生，设置了“一天四节课，每节课 �� 分钟，半年共计 ��� 课时”
的特训课程。
　　即使是进入 MJI 时只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通过这 � 个月的短期集训，也能成功掌握上级日语能力。
　　而对于 �� 月入学的学生来说，到翌年 � 月为止习得高级日语，在 � 月之后开始日本留学考试对策课程，也能实现攻克顶
尖大学的愿望。

　　这套教学方法将学习效率最大化，且仅适合以认真学习为目的的汉字圈学生。从初级到上级，把常用语法与单词融入到各
类场景中，灵活运用独自开发的任务型教学方法，加上有效的“学习、预习、复习和单元测试”，最终在半年内实现掌握“日语
能力考试 N� 水平”的日语能力。

MJI 的特点 全面的日语学习方案【JJLM】

「JJLM」听课者的声音
　　���� 年 � 月在台北参加
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试”。
通过这个考试获得了“千叶大
学工学部”初次合格资格。考
试时的理科科目对我来说没
多障碍，但问题是日语能力。
日语完全从零开始，在获得初
次合格后的 � 个月里，在一天
四节课，一节课 �� 分钟的集
中课程中努力学习，回家后保
持复习和预习的习惯。当时完
全不能会话的我也在 � 个月
后达到了 N� 水平。在“JJLM
课程”中每天通过不同的场景
训练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我觉
得是目前为止我所经历过的
最有效的语言学习课程。

　　���� 年 � 月我在吉隆坡
参加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
试”，并获得了“武藏野大学全
球系全球商务专业”的初次合
格 资 格。作 为 一 个 马 来 西 亚
人，从小就掌握马来语、英语
以及由于本身是马来西亚华
人身份，所以精通普通话和粤
语。然 而 对 日 语 确 实 一 窍 不
通。但是不到两个月时间，在

“任务型教学法”的熏陶下自
然而然的会了听说读写。

����年�月
千叶大学工学部
综合工学科共生应用化学入学
����年�月JPUE一次合格

鄭 宇恆 ／台北

���� 年 � 月
武藏野大学国际学科入学
���� 年 �� 月 JPUE 一次合格

Elston Lee ／马来西亚

����年�月
芝浦工业大学系统理工学部
生命科学科（生命科学课程）入学
����年��月JPUE一次合格

朱 羚蔚／中国 　　���� 年 �� 月在上海参
加了“日本大学联合学力测
试”，并获得了“芝浦工业大学
系统理工学部”的初次合格。
参加考试时的我虽然已经有
一些日语基础，但仅限于用来
应 对 考 试。以 前 仅 在“语 法

“和”读解“上进行了增强，而
在实际上课中发现自己在“听
说写”三个方面的能力较差，
起初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辛苦。
除了平日上课以外，回到家后
配合视频课程和辅助教材消
化新单词和新语法。在学校的
时候通过和老师还有同学的
日语交流，运用学过的知识不
断训练。多亏了那时的努力，
在来日本前掌握了可以在大
学听讲的真正的日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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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个别二次考试（校内考）辅导
　　关于第四学期的【大学个别二次考试】辅导课程，正如前文所述，因每个学生的志愿不同，所需接受的考试种类和形式也不同，
故会为每一位同学准备其所真正需要的个别对策课程。

※如果以旧帝国大学为目标 ��� 分，如果以东京大学为目标 ��� 分是必要的。

 MIJ-�

本科升学辅导
　　本科升学课程以【日本留学考试辅导】、【大学个别二次考试辅导】、【TOEFL iBT®辅导】这三个课程为中心，为学生考上
志愿学校提供专业而高效的辅导。

  ２）数学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无论是文科数学还是理科数学，都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
范围出题的。
　　由于出题范围是日本的标准，所以普遍存在各国高中教育大纲
中没有被包含的知识要点。另外，以文章形式出题的提问较多，加
之将文字用图形或线形图表现出来让考生自行思考答题方式，类似
这样的具有日本独特出题风格的题目不在少数。
　　为了能够从容应对此类问题，需要尽早补习未曾学习的知识要
点，培养顺其自然引出答案的“技巧”。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从基
础题到应用题，提高整体的数学解题能力。

  １）日语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日语考试包含 ：➀【读解】速读 + 文章理解选择题 �� 题（�� 分钟，
��� 分）➁【听解】听短文 + 文章理解 �� 题，【听读解】听长文 + 文
章理解 �� 题（合计 �� 分钟，��� 分）➂��� 字左右的命题作文【记述】

（�� 分钟，�� 分）共计三个部分。
　　这个考试考核的能力，与大家所熟知的【日本语能力考试（JLPT）】
不同，以测试是否具备在大学听讲的理解能力为主，以及结合了测试
长篇文章阅读能力、听解能力、灵活运用模板的写作能力的各个出题
环节。只有把上述这些关键点都据为己有才能实现高分。

  ４）理科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理科需从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目中选出两个科目进行考试，
这些科目也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范围出题的。
　　物理与前述的数学的情况相近，集中攻克在高中时期没有学习
过的知识点，同时反复磨练阅题技巧及读题技巧。化学和生物同样
在学习未知知识点后，需要将在母国学习的知识置换为日语。

  ３）综合科目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综合科目也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范围出题的。
　　从世界和日本两个视角，对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四大领域出题。
　　历史和地理可以将在母国学习的知识直接转换为日语，加上日本
历史和地理的知识便可应付大致的考试内容。而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会存在大量与曾经学习的知识相异之处。作为一支对往年真题和未来
出题方向了如指掌的教学团队，通过我们无微不至的指导，一步一步
地积累知识要点，终将取得良好的学习结果。

 MIJ-�

　　几乎所有大学的个别二次考试都会
设置面试环节。面试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
确表达自己希望在大学学习哪些知识，以
及学习的目的等等，当然把自己的学习热
情和意志传达给面试官以及正确表述自
己想法的方法也很重要。

留学生入学考试～面试常见问题
● 日本留学的目的是什么？
● 为什么选择我们大学？
●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学部学科？
● 进入大学之后想学习些什么？
● 毕业后的打算？

　　为了检验外国留学生的日语作文的
组织结构能力，增加小论文考试的大学在
逐年递增。虽然小论文考试的出题形式有
很多种，但无论如何变化一定脱离不了，
先列出文章、图标或图片要求展开论述这
种形式。考验的无非是学生阐述意见和主
张时所需的文章组织结构能力和表述能
力。在我校的学习中，经验丰富的老师们
会向同学们传授能获得每天都在大学里
执笔学术论文的教授们的高度评价的写
作方法。

　　除面试、小论文考试外，还有部分大
学在个别二次考试时会设置科目笔试。与
日本留学考试的科目考试相比，个别二次
考试的题目更难，所以志愿考这些大学
时，需要另外上更高难度的单科考试的辅
导课程。特别是在理科较强的大学中，有
不少大学规定必须参加增设的单科考试。

英语【TOEFL iBT®】辅导
　　如果以一所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为目标，英语能力证明考试【TOEFL iBT®】的成绩是不可缺少的。在【MJI】，由美国人
英语教师负责短期集中【TOEFL iBT®】辅导课程。

※想报考旧帝国大学的话至少需要 �� 分，如果是东京大学至少需要 ��� 分以上。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英语主任
美国波士顿人
Haverford大学毕业
TOEFL指导经验丰富

Welcome.
Like most things worth learning,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use takes 
time and dedication, though using some 
strategy practice and fun methods will 
certainly help you along your way. 
Any big task seems impossible at first but 
keep in mind marathons are run one step 
at a time and the time and steady focus 
you apply to your language skills has 
potentially tremendous payoffs to you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eventual 
career.

英语主任教员　Kevin  Gaffney

日本留学考试（EJU）辅导
　　了解【日本留学考试（EJU）】的构成，制定属于自己的学习方针是刻不容缓的。
　　该考试大致分为【日语】、【数学】、【理科（物理、化学、生物，从三科目中选择二科】、【综合科目（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四个考试科目。根据升学目标的学部（即院系）的文、理科分类的不同，需要接受的考试科目也会有所差异。
文科 = 日语 ��� 分 + 文科数学 ��� 分 + 综合科目 ��� 分 =��� 分
理科 = 日语 ��� 分 + 理科数学 ��� 分 + 理科（物理、化学、生物，从三科目中选择二科）��� 分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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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个别二次考试（校内考）辅导
　　关于第四学期的【大学个别二次考试】辅导课程，正如前文所述，因每个学生的志愿不同，所需接受的考试种类和形式也不同，
故会为每一位同学准备其所真正需要的个别对策课程。

※如果以旧帝国大学为目标 ��� 分，如果以东京大学为目标 ��� 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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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升学辅导
　　本科升学课程以【日本留学考试辅导】、【大学个别二次考试辅导】、【TOEFL iBT®辅导】这三个课程为中心，为学生考上
志愿学校提供专业而高效的辅导。

  ２）数学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无论是文科数学还是理科数学，都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
范围出题的。
　　由于出题范围是日本的标准，所以普遍存在各国高中教育大纲
中没有被包含的知识要点。另外，以文章形式出题的提问较多，加
之将文字用图形或线形图表现出来让考生自行思考答题方式，类似
这样的具有日本独特出题风格的题目不在少数。
　　为了能够从容应对此类问题，需要尽早补习未曾学习的知识要
点，培养顺其自然引出答案的“技巧”。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从基
础题到应用题，提高整体的数学解题能力。

  １）日语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日语考试包含 ：➀【读解】速读 + 文章理解选择题 �� 题（�� 分钟，
��� 分）➁【听解】听短文 + 文章理解 �� 题，【听读解】听长文 + 文
章理解 �� 题（合计 �� 分钟，��� 分）➂��� 字左右的命题作文【记述】

（�� 分钟，�� 分）共计三个部分。
　　这个考试考核的能力，与大家所熟知的【日本语能力考试（JLPT）】
不同，以测试是否具备在大学听讲的理解能力为主，以及结合了测试
长篇文章阅读能力、听解能力、灵活运用模板的写作能力的各个出题
环节。只有把上述这些关键点都据为己有才能实现高分。

  ４）理科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理科需从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目中选出两个科目进行考试，
这些科目也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范围出题的。
　　物理与前述的数学的情况相近，集中攻克在高中时期没有学习
过的知识点，同时反复磨练阅题技巧及读题技巧。化学和生物同样
在学习未知知识点后，需要将在母国学习的知识置换为日语。

  ３）综合科目考试概要与学习方针
　　综合科目也是基于日本高中的教育大纲范围出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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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地理的知识便可应付大致的考试内容。而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会存在大量与曾经学习的知识相异之处。作为一支对往年真题和未来
出题方向了如指掌的教学团队，通过我们无微不至的指导，一步一步
地积累知识要点，终将取得良好的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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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大学的个别二次考试都会
设置面试环节。面试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
确表达自己希望在大学学习哪些知识，以
及学习的目的等等，当然把自己的学习热
情和意志传达给面试官以及正确表述自
己想法的方法也很重要。

留学生入学考试～面试常见问题
● 日本留学的目的是什么？
● 为什么选择我们大学？
●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学部学科？
● 进入大学之后想学习些什么？
● 毕业后的打算？

　　为了检验外国留学生的日语作文的
组织结构能力，增加小论文考试的大学在
逐年递增。虽然小论文考试的出题形式有
很多种，但无论如何变化一定脱离不了，
先列出文章、图标或图片要求展开论述这
种形式。考验的无非是学生阐述意见和主
张时所需的文章组织结构能力和表述能
力。在我校的学习中，经验丰富的老师们
会向同学们传授能获得每天都在大学里
执笔学术论文的教授们的高度评价的写
作方法。

　　除面试、小论文考试外，还有部分大
学在个别二次考试时会设置科目笔试。与
日本留学考试的科目考试相比，个别二次
考试的题目更难，所以志愿考这些大学
时，需要另外上更高难度的单科考试的辅
导课程。特别是在理科较强的大学中，有
不少大学规定必须参加增设的单科考试。

英语【TOEFL iBT®】辅导
　　如果以一所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为目标，英语能力证明考试【TOEFL iBT®】的成绩是不可缺少的。在【MJI】，由美国人
英语教师负责短期集中【TOEFL iBT®】辅导课程。

※想报考旧帝国大学的话至少需要 �� 分，如果是东京大学至少需要 ��� 分以上。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英语主任
美国波士顿人
Haverford大学毕业
TOEFL指导经验丰富

Welcome.
Like most things worth learning,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use takes 
time and dedication, though using some 
strategy practice and fun methods will 
certainly help you along your way. 
Any big task seems impossible at first but 
keep in mind marathons are run one step 
at a time and the time and steady focus 
you apply to your language skills has 
potentially tremendous payoffs to you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eventual 
career.

英语主任教员　Kevin  Gaffney

日本留学考试（EJU）辅导
　　了解【日本留学考试（EJU）】的构成，制定属于自己的学习方针是刻不容缓的。
　　该考试大致分为【日语】、【数学】、【理科（物理、化学、生物，从三科目中选择二科】、【综合科目（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四个考试科目。根据升学目标的学部（即院系）的文、理科分类的不同，需要接受的考试科目也会有所差异。
文科 = 日语 ��� 分 + 文科数学 ��� 分 + 综合科目 ��� 分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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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入学的学生，为了能于翌年 � 月与 � 月入学的学生合流，自入学后的约半年时间，需要接受 � 天 � 课时从基础到上级日语的课程。

　另外，根据需要还可接受周六开课的【TOEFL iBT®】辅导课程。

每天时间安排（参考）
　　【MJI】的一年课程大致分为四个学期。时间安排也会根据学期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变化。
　　�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入学时、�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 � 月时、��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次年 � 月时，拥有【日
语能力考试（JLPT）】N� 水平的日语基础。之后就会跟着以下四个学期的安排向考取志愿校而进发。

第一学期的时间安排（参考）

由经验丰富的教员引导学生

 MIJ-� MIJ-�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　理学科主任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毕业
日本国内升学指导经验丰富

在日本的大学，理学部和工学部
的课程中都包含着在日本高中阶
段时曾经学习过的微积分的内容。
日本留学考试也涵盖了这部分知
识点。因此，我们别科会从基础
教授关于微积分的知识。通过在
本别科的努力学习取得报考院校
的合格。

理科主任教员　佐佐木 克己
SASAKI Katsumi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　教导主任
中国及日本国内指导经验丰富

好不容易学习了日语，哪怕有错
误也要不断使用。能够理直气壮
犯错的只有在初级的时期。
不 要 害 怕，尽 可 能 把 日 语 说 出
来！！

日语主任教员　大江 慎一
Shinichi OE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　日语学科主任
尾道市立大学国文学部毕业
中国及日本国内日语指导经验丰富

根据说话的语境，会话的内容和
意义会有很大的不同。日语，则
在这个基础上更需要加入以心传
心的会话记述。在【日本留学考试】
的日语科目中也不例外。
从【听、读、说、写】四 个 技 巧
方面锻炼，培养属于自己的日语
能力。

日语主任教员　童野 智子 
DONO Tomoko

第　一　学　期　　　　针对该年度第一回【日本留学考试（EJU）】的 �� 星期 EJU 短期特训课程

第　二　学　期　　　　针对该年度第二回【日本留学考试（EJU）】的 � 星期弱点克服特训课程

第　三　学　期　　　　针对该年度第二回【日本留学考试（EJU）】的 �� 星期 EJU 短期特训课程

第　四　学　期　　　　各大学二次考试辅导课程

向志愿校提出报名申请
　　报名日本的大学，与申请美国和英国大学那样有统一的报
考平台不同，每个大学都使用独自的“报名材料”和“在线报
名网站”，需要针对每个大学进行准备。
　　在“报名材料”和“在线报名网站”上，除了需要填入个

　　向大学提出报名申请，首先要从确定志愿院校开始。
　　认真思考将来的梦想和想要从事的工作和就职的企业，初步确定在大学学习的专业领域。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学习基础及
各个大学的难易度、地域、学习成本、留学生活支援情况等，收集各方各面的信息综合分析，最终缩小报考院校的范围。

审核方式
　　日本的大学合格判定基准，如下方表格所示，大致分为 � 种。
　　A 群的大学只会根据报名时提交的材料进行合格判定，A
群的大学不会再进行大学的个别入学考试。正如上文所述，A
群的大学会根据报名时所提交的高中成绩、报名志愿理由书及

报名时期
　　每间大学的报名时期都是根据自身需求所规定的。如下方
表格所示，最早的报名时期大约在 � 月末左右。下表 A 群和 B
群仅将第一次【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作为是否合格的判定标
准，所以在申请 A 群及 B 群所包含的大学时，第一次【日

※根据不同大学的规定，存在可以使用报考年度之前的“日本留学考试（EJU）”的成绩作为审核材料的情况。报名时间和选拔方式的变更有时不会提前通知。

人信息及学习经历外，还需根据每个大学的规定提交各种指定
的材料。
　　这些资料包括，高中毕业证明及成绩证明、报考志愿理由
或短文、上文中有提到的【日本留学考试】的成绩以及证明英

　　另外，在报名时，将【TOEFL iBT®】成绩提高到大学所设
定的及格分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属于 C 群及 D 群的国立大学，
由于报名期大多都在 �� 月份之后，所以当第一次【日本留学
考试】和第二次【日本留学考试】都考过的情况下，可以选择
其中一次的成绩提交。

短文、日本留学考试和 TOEFL 成绩作合格判定。
　　另一方面，B 群和 C 群的大学，会设置大学自主招生入学
考试。这里分为，需要进行小论文或面试考试的 B 群大学，及
需要进行文化科目考试的 C 群大学的两大类。

※学部、学科根据入学规定不同也会有所区别。

本留学考试】的成绩至关重要。

语能力的外部考试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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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入学的学生，为了能于翌年 � 月与 � 月入学的学生合流，自入学后的约半年时间，需要接受 � 天 � 课时从基础到上级日语的课程。

　另外，根据需要还可接受周六开课的【TOEFL iBT®】辅导课程。

每天时间安排（参考）
　　【MJI】的一年课程大致分为四个学期。时间安排也会根据学期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变化。
　　�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入学时、�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 � 月时、�� 月入学 �.� 年课程学生须在次年 � 月时，拥有【日
语能力考试（JLPT）】N� 水平的日语基础。之后就会跟着以下四个学期的安排向考取志愿校而进发。

第一学期的时间安排（参考）

由经验丰富的教员引导学生

 MIJ-� M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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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升学指导经验丰富

在日本的大学，理学部和工学部
的课程中都包含着在日本高中阶
段时曾经学习过的微积分的内容。
日本留学考试也涵盖了这部分知
识点。因此，我们别科会从基础
教授关于微积分的知识。通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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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

理科主任教员　佐佐木 克己
SASAKI Katsumi

别科（日语教育课程）　教导主任
中国及日本国内指导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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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要 害 怕，尽 可 能 把 日 语 说 出
来！！

日语主任教员　大江 慎一
Shinichi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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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日本国内日语指导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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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已经有上级日语水平的学生。进入别科后立即开始针对 � 月 EJU 的短期集中辅导，夏期以弱点克服为主。之后针对 �� 月 EJU 以及校内
考试辅导，以最短时间获得大学录取。※如入学时尚未达到上级日语水平的学生可选择 �.� 年或 � 年课程。

●��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具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首先开始约为半年的基础日语学习。第二年 � 月开始针对 � 月 EJU 的短期集中辅导，夏期以弱点克服为主。
之后针对 �� 月 EJU 以及校内考试辅导。以高效的日语学习，用 �� 个月考入日本大学的本科。※�.� 年课程、� 年课程正在开设筹备中。

●�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具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首先开始约为半年的日语基础学习。� 月开始 EJU 辅导课程。通过不断的集中辅导及弱点克服在 � 次 EJU 考
试中取得较高成绩。更加有可能实现困难大学的入学。

高中升本科　各种留学规划学习进度一览
　　本科留学规划中，为迎合日语基础不同及要求升学大学级别不同的学生总共设置了 � 种留学时间规划。可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最适合的留学规划。

 MIJ-� MIJ-�

武藏野大学推荐制度      

　　是为优秀的别科学生设置的推荐升学制度。学生具备良好的学习态度并且在日本留学考试中超过规定分数，均可申请推荐入
学。

【武藏野大学的特征】
　　武藏野大学创立于����年，创立之初为佛教大学。校区分别是紧邻东京湾的有明校区以及位于西东京市的武藏野校区。本科
共设有��个学部、��个学科，研究生院共设有��个研究科、��个专攻。目前在校学生约�万人，是文理综合型大学。在校学生中
包括来自��个国家的总共约���名留学生。（����年�月现在）。

文学部 法学部 人文科学部 经济学部

经营学部 工学部 国际学部 创业精神学部
※关于硕士及博士推荐详情
咨询事务局。

本科升硕士　各种留学规划学习进度一览

●�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具有上级日语水平的学生，以�月的N�合格为目标，辅导大学院入学标准的“日语能力考试”。同时，指导寻找研究内容、寻找适合的大学
院研究室以及教授、辅助完成研究计划书、大学校内考试辅导等。以最短时间获得大学院的录取。※如入学时尚未达到上级日语水平的学生可选择�.�年或
�年课程。

●��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具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首先开始约为半年的日语基础学习，以�月的N�合格为目标，辅导大学院入学标准的“日语能力考试”。   
同时，指导寻找研究内容、寻找适合的大学院研究室以及教授、辅助完成研究计划书、大学校内考试辅导等。以高效的日语学习，用��个月实现被日本大
学院录取。※�.�年课程、�年课程正在开设筹备中

●� 月生／ � 年课程
      适合入学时具有初级日语水平的学生。首先以入学年的 � 月 N� 合格为目标，开始 � 个月的日语学习。然后以同年的 �� 月 N� 合格为目标，进行约
为半年的基础日语学习。同时，指导学生寻找研究方向，寻找研究生和导师。第二年 � 月到第三年 � 月，辅助学生完成研究计划书，大学校内考试辅导，
大学院申请等。全程有 � 次 JLPT 考试，可以更好的巩固日语能力，更有可能升入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

　　为了留学研究生院（硕士·博士课程），最重要的是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通常都是在大学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更深
入的挖掘，从而决定志愿领域，并选择合适的日本大学的研究生院进行申请。
　　但是，大学读的是日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在去日本读研的时候，考虑到毕业后为了能对就职有利，而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
专业。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很难进入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因此，必须在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MJI】从初级到高级的日语学习自不必说，还提供志愿大学、研究室的信息、与研究室教授的接触、根据专业题目提供“专
业日语学习”和“研究计划书的写法学习”，并且为每位学生提供“小论文考试对策”和“面试对策”指导。

研究生院升学　辅导内容
●日语能力考试 N� 讲座
　　升学硕士日语能力达到 N� 是基本要求。
　　别科为学生提供专业的 N� 指导课程，帮助学生在入学前
一年的 � 月取得 N� 证书。
●研究计划书指导课程
　　希望升入日本研究生院读硕士的同学首要决定的是进入研
究生院之后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基本上大学院就是将本科所学

●确认研究室
　　撰写研究计划书的同时需要寻找与自身希望研究方向一致
的教授。通过与教授的直接接触，进行沟通。

●考试对策
　　确定了教授之后，了解大学考试日程，做好考试准备。
※别科不提供专业内容方向的考试对策课程。

　　本科考硕士的留学规划中，为迎合日语基础不同及要求升学大学级别不同的学生总共设置了�种留学时间规划。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最适合的留学规划。

研究生院升学辅导

����年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Oct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年 ����年

※开设筹备中（�� 月入学 �.� 年课程／ � 年课程）

����年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OctNov Dec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Nov Dec Jan Feb Mar Apr

����年 ����年

※开设筹备中（�� 月入学 �.� 年课程／ � 年课程）

知识择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确定研究主题后，通过阅读相关
研究案例及书籍，为该主题撰写研究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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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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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科不提供专业内容方向的考试对策课程。

　　本科考硕士的留学规划中，为迎合日语基础不同及要求升学大学级别不同的学生总共设置了�种留学时间规划。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最适合的留学规划。

研究生院升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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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筹备中（�� 月入学 �.� 年课程／ � 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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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筹备中（�� 月入学 �.� 年课程／ � 年课程）

知识择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确定研究主题后，通过阅读相关
研究案例及书籍，为该主题撰写研究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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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费：��,��� 日元

　　●入学申请书、报名材料

报名方法

学费减免
　　根据入学考试结果，取得优秀成绩的申请者最大可获得 ��% 的学费减免。

关于签证
　　入学时没有取得“留学”等签证的学生，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因申请材料（详情请见招生简章）准备需要一定时间，建议报名时一并提出。
　　如果发生无法取得在留认定证明及签证的情况，将无法被本校录取。

学生宿舍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如无特别的理由，须在指定的学生宿舍居住。
　　学生宿舍配有基本的家电和家具以及网络，每个单元约 � ～ � 名学生，以合租方式共处。自炊型。

学费

招生政策
　　招收愿意学习扎实的日语，目标直指日本顶尖大学，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和可以保持高昂学习意志的世界各地的学生。

※有关各学科详细招生内容，请参照本校官网上登载的各学科招生简章。

招生简章
　　课程设置：春季入学为 �/� 年课程，秋季入学为 �.� 年课程，以上课程均可分为全日制及半日制。
 　　　※秋季入学 �.� 年课程、� 年课程正在开设筹备中      
　　为希望进入本科及大学院的学生提供在武藏野大学等学校学习所需的日语能力以及更方面知识的学前教育及入学考试辅导。
　　为希望进入专门课程学习的学生提供以“武藏野大学别科（介护福祉养成课程）”为主的升学所需日语能力的学前教育。  
    

招生简章概要

 MIJ-�  MIJ-��

※除上表所记载费用外，上课所使用的教材费（根据课程不同有所不同）、住宿费（根据房间类型有所不同）、手续费、各类考试费用以及大学报名费用，
   均另外收费。
※半日制的学费大约是上表所记载的费用的 ��% ～ ��%。
※保险内容覆盖了从学校生活等日常生活中所受伤害至旅行、运动等休闲生活中所受伤害。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根据所加入的保险内容不同，除上述伤害外，
在生病或是日常生活中产生赔偿责任时也可获得相应补偿。根据所选保险内容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保险费变动的情况。

　　请从【武藏野大学 别科（日本语教育课程）】的官方网站（https://bekka.musashino-u.ac.jp/）
下载《外国人留学生日本语別科 入学指南 / 入学考试要项》。在确认完内容后，请通过“在线报名”
页面（https://bekka.musashino-u.ac.jp/entry/）办理报名手续。
在登陆您的个人情报，上传必要书类文件（PDF），支付入学检定费之后，报名手续即算完成。
※请在开始报名手续前准备好“志望理由”以及全部的必要书类文件（PDF）。
　　在报名手续过程中无法暂时保存。所有必要书类文件（PDF）必须与报名考生的姓名一致。
※详细信息请向（info@bekka.musashino-u.ac.jp）发送电子邮件询问，或直接向当地事务局咨询。

在线报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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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车站至武藏野校区的方法〉

旨在进入著名大学的留学生的特殊进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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