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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島區日語學習環境圖
（本圖收集了 2022 年 1 月末為止的資訊）

(1)日語教室

～

(2)豐島區的日語指導

～

(3)兒童學習支援教室

～

＊「日語程度」
A.基本不會。
B.能夠進行簡單的問候等日常表達。

＊最新資訊請諮詢各單位

C.對於熟悉的話題等可以進行交談。
D.對有興趣的領域可以進行交談。
E.對任何領域的話題皆可以進行交談。

製作：學習院大學
協助：
「豐島日語網」

成人

(1)日語教室

提供居住在豐島區及附近的想要學習日語的人的日語教室。如果想要帶著您的孩子一起參加的話，請與各教室聯繫。

03-4566-2762 https://www.city.toshima.lg.jp/134/bunka/shogai/gakushu/003345.html

諮詢：豐島區學習・體育課
教室名称

參加費･
教材費

活動形式

對象
(日語)

免費

小組學習

任何人

每週四
19:00～21:00

免費

小組學習

任何人

每週六
14:00～16:00

免費

一對一
小組學習

任何人

每週二
19:00～21:00

免費

一對一
小組學習

任何人

日期

地点

聯繫方式

豐島日語教室

每週二
帝京平成大學池袋校區內集會室【入口在背面地下 1 14:00～16:00
樓】(JR 池袋站東口步行 12 分鐘)
池袋日語小組
帝京平成大學池袋校區內集會室
【入口在背面地下 1 樓】(同
星期六日語小組
東部區民事務所(JR 大塚站北口步行 5 分鐘)
星期二日語小組
東部區民事務所(同
目白日語小組
目白第二區民集會室(JR 目白站步行 5 分鐘)
立教日語教室
立教大學（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7 分鐘）
學習院大學日語教室

每週二
參加費
14:00～16:00 100 日元/1 回
每週一、四
18:30～19:30

免費

教材費
500 日元／
春季 10 次或
（請確認時間）
秋季 10 次

週二
學習院大學(JR 目白站步行 30 秒、從副都心線雜司谷 15:00～16:00
站步行 7 分鐘)

學習院大學有趣的豐島日語教室
學習院大學(同⑦-9)

教材費
週六
10:00～12:30 1,000 日元／
（請確認時間）

一對一

第 1,2,3 週的
參加費
週二
未來館大明(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鐘、東京地下鐵
500 日元/月
19:00～20:30
要町站步行 10 分鐘)

不需要提前聯繫

https://ins4t.jimdofree.com/

小組學習

日語
A～C

課堂教學
小組學習

日語 C

課堂教學

日語
A、B

一對一
小組學習

任何人

不僅學習日語，還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文
化和習慣等。

用日語交流的同時也了解一下雙方的
文化習慣吧！ Zoom 授課時間是周二
19:00~20:20

080-5429-8130（伊藤）

可結合個人需求進行學習。與池袋日語
小組、星期二日語小組協作。

不需要提前聯繫

可以練習會話。與池袋日語小組、星期
六日語小組協作。

http://nihongocircle.blogspot.com/

任何人 080-2345-1062（津久井）

https://www.facebook.com/CICChiikirenkei
rikkyo.jlc@gmail.com (立教大學異文化交流學系）

根據個人需求進行教學。
每年舉行 2 次交流活動。
大學生進行授課。可學習到會話、文法。

https://ja-jp.facebook.com/gak.nihongokyoshitsu
可以和日本學生進行交流。有課外參觀
nihongo.gakushuin.uni@gmail.com
(學習院大學日語教室)

10 回

日語小組 konnichiha！

090-8030-2089（杉山）

教室的目標、特徵

活動。可能會線上授課

https://www.univ.gakushuin.ac.jp/global
/cie/waku2nihongo.html 為了在日本安心安全且舒適生活，學習
03-5992-1024(學習院大學國際中心）
生活上需要的日語。
waku2.nihongo@gmail.com
03-3986-7186(未來館大明)(9:00～21:00)
miraikan_taimei@yahoo.co.jp

學習為能夠融入日本的生活所需要的
日語。舉行季節活動的介紹等。

(2)豐島區的日語指導

兒童

針對入學或編入區立中小學後，日語程度不足的兒童與學生，進行日語以及日本的生活習慣等的指導。
日語指導教室（教育中心）
日語指導年級（豐成小學）
日語指導年級（池袋小學）
諮詢：豐島區教育委員會學務科學事組

(3)兒童學習支援教室

℡ 03-3981-1174

基本上用日語對學校的學習等進行學習指導。免費參加。詳細資訊請參考各教室的內容。參加之前請提前與學校聯繫。

教室名称

日期

對象 (日語)

聯繫方式

教室的目標、特徵

每週二
15:00～20:00

小學生/中學生/高中生
(有日語協助、
日語程度 A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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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中學生/高中生
(日語程度 C 以上)

http://clovertoshima.wixsite.com/toshimaku-clover
特別是對升學進行細心的支援。孩子們可
kodomo_clover@yahoo.co.jp
以安心的場所。
080-3170-6436（中村）

地点

池袋 WAKUWAKU 學習會 (豐島孩子 WAKUWAKU 網)
區民廣場池袋(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鐘)
※直至 2022 年秋天為止施工中

三葉草
上池袋第一街道建設中心(JR 池袋站東口步行 12 分鐘)
三葉草朋有
東池袋第二區民集會室【區民廣場朋有內】

每週三
16:30～19:00
每週四
17:30～19:00

不僅對孩子進行學習支援，同時對父母親
也進行支援。有很多外國人子女的參加。

(池袋站東口步行 12 分鐘、都電荒川線向原站步行 7 分鐘)
圣西普里安學習塾
目白聖公會(JR 目白站步行 5 分鐘
春筍俱樂部
高松區民集會室【區民廣場高松內】(有樂町要町站步行 8 分鐘)
鬱金香學習會
菊香園集會室(都電荒川線 庚申塚步行 2 分鐘 及其附近
nobitek
未來館大明(JR 池袋站西口步行 15 分鐘)
nobitek
大正大學(都營三田線西巢鴨站步行 2 分鐘

http://www.mejiroseikokai.com
schigeo_tanaka@optimum-c.com （田中）
090‒4297‒5170（9:00～17:00）
090‒8725‒1030（短信最佳）
每週二
高松千川地區的小學的
03-3973-0032（9:00-17:00）
17:00～19:00 兒童(日語程度 B 以上)
takamatsu_01@a.toshima.ne.jp
每週日
13:30～15:30

每月 1 次
第 2 週週日
12:30～16:20
第 3 週週六
12:30～16:20

小學生/中學生
(日語程度 C 以上）

在寬敞的大廳學習和玩耍。

根據孩子的進度。養成好的學習習慣。

小學生/中學生
(日語程度 B・日語程度
的部分需要商量)

csw_nishisugamo@t.toshima.ne.jp
03-6845-0148(9:00～17:00)

可與地區的學生或義工交流學習的場所。

小學生/中學 高中生
(日語程度 B 以上・
有日語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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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等年齡相近的講師進行授課。也有
研討會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