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图 
教室名称 

地点 
日期 

参加费・ 

教材费 
活动形式 

对象  

(日语) 
联系方式 教室的目标、特征 

丰岛日语教室 

帝京平成大学池袋校区内集会室【入口在背面地下

1 楼】(JR 池袋站东口步行 12 分钟) 

每周二 

14:00 16:00 免费 小组学习 任何人 090-8030-2089(杉山) 
不仅学习日语，还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文化

和习惯等。 

池袋日语小组 

帝京平成大学池袋校区内集会室(同 ) 

每周四 

19:00 21:00 免费 小组学习 任何人 
不需要提前联系 

https://ins4t.jimdofree.com/ 

用日语交流的同时也了解一下双方的文化

习惯吧！ 

Zoom 授课时间是周二 19:00 20:20 

星期六日语小组 

东部区民事务所(JR 大塚站北口步行 5 分钟) 

每周六 

14:00 16:00 免费 
一对一 

小组学习 
任何人 080-5429-8130(伊藤) 

可结合个人需求进行学习。与池袋日语小

组、星期二日语小组协作。 

星期二日语小组 

东部区民事务所(同 ) 

每周二 

19:00 21:00 免费 
一对一 

小组学习 
任何人 

不需要提前联系 

http://nihongocircle.blogspot.com/ 
可以练习会话。与池袋日语小组、星期六日

语小组协作。 

目白日语小组 

目白第二区民集会室(JR 目白站步行 5 分钟) 

每周二 

14:00 16:00 
参加费 

100 日元/1 回 
一对一 任何人 080-2345-1062(津久井) 

根据个人需求进行支援。每年举行 2 次交

流活动。 

立教日语教室 

立教大学(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7 分钟) 

每周一, 四 

18:30 19:30 免费 小组学习 
日语 

～  

https://www.facebook.com/CICChiikirenkeis 
rikkyo.jlc@gmail.com(立教大学异文化交流系) 

大学生进行授课。可学习到会话、文法。 

学习院大学日语教室 

学习院大学(JR 目白站步行 30秒、从副都心线杂司

谷站步行 7 分钟) 

周二 

15:00 16:00 
(请确认时间) 

教材费 

500 日元 

／春季 10 次或 

秋季 10 次 

课堂教学 

小组学习 
日语  

https://ja-jp.facebook.com/gak.nihongokyoshitsu 
nihongo.gakushuin.uni@gmail.com 
(学习院大学日语教室) 

可以和日本学生进行交流。有课外活动。可

能会线上授课。 

学习院大学有趣的丰岛日语教室 

学习院大学(同⑦-1) 

周六 

10:00 12:30 
(请确认时间) 

教材费 

1,000 日元 

／10 回 

课堂教学 
日语 

、  

https://www.univ.gakushuin.ac.jp/global/cie 
/waku2nihongo.html 

03-5992-1024 (学习院大学国际中心） 
waku2.nihongo@gmail.com 

为了在日本安心安全且舒适生活，学习其

需要的日语。 

日语小组 konnichiha！ 

未来馆大明(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钟、东京地下

铁要町站步行 10 分钟) 

第 1,2,3 周 周二 

19:00 20:30 
参加费 

500 日元/月 

一对一 

小组学习 
任何人 

03-3986-7186 (未来馆大明)(9:00～21:00) 
miraikan_taimei@yahoo.co.jp 

学习为能够融入日本的生活所需要的日

语。举行季节活动的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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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名称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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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日语) 

联系方式 教室的目标、特征 

池袋 WAKUWAKU 学习会 (丰岛孩子 WAKUWAKU 网) 
区民广场池袋(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钟) 

※直至 2022 年秋天为止施工中 

每周一 

15:00 20:00 
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 
(有日语协助、日语 可) 

https://toshimawakuwaku.com/ 
050-5526-1229 
info@toshimawakuwaku.com 

不仅对孩子进行学习支援，对监护人也进行
支援。也有很多外国人子女的参加。 

三叶草 

上池袋第一街道建设中心（JR池袋站东口步行 12 分钟） 

每周三 

16:30 19:00 
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 

(日语 以上) 

http://clovertoshima.wixsite.com/toshimaku-clover 
kodomo_clover@yahoo.co.jp 
080-3170-6436 (中村) 

特别是对升学进行细心的支援。 
孩子们可以安心的场所。 三叶草朋有 

东池袋第二区民集会室【区民广场朋有内】(池袋站东口

步行 12 分钟、都电荒川线向原站步行 7 分钟) 

每周四 

17:30 19:00 

圣西普里安学习塾 

目白圣公会(JR 目白站步行 5分钟) 

每周日 

13:30 15:30 
小学生/中学生 

(日语 以上) 

http://www.mejiroseikokai.com 
schigeo_tanaka@optimum-c.com (田中) 
090‒4297‒5170 (9:00～17:00) 

可以在宽敞的大厅学习和玩耍。 

春笋俱乐部 

高松区民集会室【区民广场高松内】(有乐町要町站步行8分钟) 

每周二 

17:00 19:00 
高松千川地区的小学的 
儿童(日语 B以上) 

090‒8725‒1030 (短信最佳) 
03-3973-0032 (9:00-17:00) 
takamatsu_01@a.toshima.ne.jp 

根据孩子的进度。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郁金香学习会 

菊香园集会室（都电荒川线 庚申塚步行2分钟）及其附近 
每月 1 次 

小学生/中学生 
(日语 ・日语水平需要

进一步商讨) 

csw_nishisugamo@t.toshima.ne.jp  
03-6845-0148 (9:00～17:00)  可与区域的学生或志愿者交流学习的场所。 

nobitek 

未来馆大明(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钟  

第 2 周周日

12:30 16:20 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 

(日语 B 以上・ 
有日语学习支援) 

https://slc-lab.amebaownd.com/ 
https://www.facebook.com/slcjp/ 
slcnobinobi@gmail.com (幅野) 

大学生等年龄相仿的讲师进行授课。也有研
讨会等。 nobitek 

大正大学(都营三田线西巢鸭站步行 2 分钟) 

第 3 周周六

12:30 16:20 

 

丰岛区日语学习环境地图 

(本图收集了 2022 年 1 月末为止的信息) 

(1)日语教室 针对居住在丰岛区及附近的想要学习日语的人的日语教室。如果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的话，请具体咨询各教室。 

咨询：丰岛区学习・体育课  03-4566-2762 https://www.city.toshima.lg.jp/134/bunka/shogai/gakushu/003345.html 

中国語版（簡体字） 

(1)日语教室   ～  

(2)丰岛区的日语指导   ～  

(3)儿童学习支援教室   ～ 

＊最新信息请咨询各联系地址 

制作：学习院大学 

协助：「丰岛日语网」 

(3)儿童学习支援教室 用日语对学校的学习等进行学习指导。免费参加。具体请参考各教室的内容。参加之前请提前与学校联系。 

＊「日语水平」 

A.基本不会。 

B.能够进行简单的问候等日常表达。 

C.对于切身的话题等可以进行交流。 

D.对有兴趣的领域可以进行交流。 

E.对任何领域的话题皆可以进行交流。 

最新版在这里
https://www.univ.gakushuin.ac.jp/ 

global/cie/post_3.html

(2)丰岛区的日语指导 针对入学或编入区立中小学后，日语水平不足的儿童与学生，进行日语以及日本的生活习惯等的指导。 
  日语指导教室(教育中心)  日语指导年级(丰成小学)  日语指导年级(池袋小学)  咨询：丰岛区教育委员会学务科 学事组 ℡ 03-3981-1174  儿童 

 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