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区内日语教室一览表（截止于2020年8月31日） 请前往各日语教室确认最新的信息。

教室名称 举办日期时间 举办地点 联系信息 参加者的年龄层次  携带儿童 规定人数 学习内容・水平 报名日期 初学者的接纳 学习费用 教室的网站 备考（想告诉参加者一点信息）

1 AOZORA
星期五
13:30～15:00

港区公园芝浦 2楼　Libra
keiko.senoh@gmail.com

电话号码：090-9244-9449（可以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 可以商谈 25名

启蒙～高级、使用教科书、采

取小人数的小组形式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一千日元/月（教科书
另需收费）

针对学生的水平将他们分成7个组

每组人数最多5至6人课堂气氛很是融洽

2
田町日本语Club・

Circle

Ｃｌｕｂ：星期二
Ｃｉｒｃｌｅ：星期四
10:00～12:00

港区公园芝浦 2楼　Libra

gochosachie@minos.ocn.ne.jp  (可以用英语对话
可）
电话号码：03-3442-3080

spring51701river@gmail.com　（可以用英语对话）

电话号码：03-5443-0520

16岁以上者 可以商谈 人数不限
启蒙～高级：使用教科书、采
取小人数的小组形式

応相談 可以商谈 可以商谈
三千日元/月（教科书
另需收费）

从初级到高级,分成6至7个阶段的几人一组的小组,

大家在愉快和谐的气氛中学习着。教室里总是笑语
不绝的。

3
虹之会  星期二的班
级

星期二
13：30～15：00

港区公园芝浦 2楼　Libra etsukosuzukilloyd@gmail.com（可以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10岁至

于17岁者的话,仅限有

意长期参加者可以商
谈）

不能携带儿
童

人数不限
从启蒙到高级、采取小人数的

小组形式,中高级小组以会话为
主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一千日元/月（含复印

资料费）

4
虹之会  星期四的班
级

星期四
13：30～15：00

港区公园芝浦 2楼　Libra etsukosuzukilloyd@gmail.com（可以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10岁至

17岁者可以商谈）
不能携带儿
童

人数不限
从启蒙到高级、采取小人数的小

组形式,中高级小组以会话为主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一千日元/月（含资料
复印费用）

5
三田　International

Club

星期四
10：00～12：00

港区公园芝浦 2楼　Libra
nihongomita@yahoo.co.jp （可以用英语对话）
电话号码：090-7216-9368（可以用英语对话）

18歳以上 （可以商谈） 可以商谈 15名左右
会话基本是1对1的形式。

从会话内容上来看,有些日本语
的基础知识比较好。

报名参加日期可以

商谈,并可以免费

体验30分钟（仅

限一次）。请务必
事先来咨询一下。

可以商谈
1、２次：一千日元/月
3、４次：2千日元/月

 随着日语交流能力的提高,逐渐加深对日本的理

解。文法尽管很重要,但不局限于文法,着重于日常
实际会话能力。

6 IAF日语教室
星期三
19:00～20:30

港区公园芝浦 1楼　芝浦区民协作区
kyokoyo1203@gmail.com（可以用英语对话）

电话号码：090-7253-6822（可以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

不能携带儿
童

按学习能力分组
每组最多为5名

初级到高级按学习能力分组,采
取小人数小组形式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五百日元（第一次免
费）

因为是平日里晚上的教室,所以老师和学生基本上

都是上班族,按学习水平分组,采取小人数的小组形

式,以开心会话为课堂内容中心。

7
中小学生日语教室

EGAO（笑脸）
第1・第3个星期天
10:00～12:00

港区公园芝浦 1楼　芝浦区民协作区 egaostudy@gmail.com(可以用英语对话）

在区立中小学上课的

学生们（在港区以外
的学校上课的学生也

可以参加）

人数不限

以一对一或者小人数为一组的
形式帮助补习区立中小学校的
课堂教学内容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商谈
（因可以应对初学者的志愿

者不多的原因,所以要等）

1次一百日元。教材自

备。

https://www.faceb

ook.com/egaojap

aneselanguagecla

ss/

中小学生日本语教室Egao（笑脸）是为在区立中小

学校上学的外国学生开办的帮助学习的课外教室。

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还有请专门老师授课等也一直

都在举办。欢迎随时都来参观体验教学内容。　请

随意咨询。

8
ANC（赤坂日语俱乐
部）

星期六
10:00～11:30

赤坂活力广场 TEL：080-5432-4306 中学生以上者 可以商谈 人数不限
初级到高级（小人数制・家庭气

氛）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尽量在夜里）

可以考虑 一千五百日元/月
一年将举办3次传递日本传统文化的信息、体验等

活动。

9 SHIBA日语俱乐部

・现为星期三

 18：30～20：00

・星期六要根据学员要求
来定时间

新现役网络田町会议室 48nihongo@shingeneki.com（可以用英语对话） 原则上,大学生以上者
不能携带儿
童

星期三：10名左
右
星期六：15名左
右

启蒙～高级：根据学习要求采

取Freetalk、使用教科书、采取
小人数的小组制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启蒙阶段采取1对1的教

学方式的原因,所以要根据
报名时学生人数来判断）

五百日元/次（初次对
话免费）

https://www.shing

eneki.com/notices

/details/197

边学习日语边逐步加深对日本的文化还有历史、经
济、产业、技术、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理解。由有
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中高年者们帮助您来学习日本和
日语。

10
日语学习会

SAKURA会

星期二・星期五
10：00～11：45

Libra、三田活力广场、港劳动福利会

馆、高轮区民中心、Yukashi-no-mori
toiawase@sakurakai.org（可以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

 （可以商谈）
可以商谈 每个班级30名左

右
初级～初中级：使用教科书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二千日元/月（自己购
买教科书）

http://sakurakai.or

g/
以课堂教学的方式授课。

11 VIVA日语教室
星期四
10：00～11：30

白金台活力广场 reiko-h@h03.itscom.net 18岁以上者 可以商谈 25名
从启蒙到高级   小人数的小组形
式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五百日元/月

12
Platinum(白金)日语
教室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
19：00～20：30

星期一：丰冈活力广场
星期三：HUG高轮
星期四：高轮区民中心

platinumNIHONGO@gmail.com（只用英语对话）

kimura.nobby@gmail.com（只用英语对话）
18岁以上者

不能携带儿
童

人数不限
・启蒙～高级
・小人数的小组制

随时欢迎报名参加 可以考虑 一千至两千日元/月
http://nihongo11.b

log.fc2.com/

只要是对日本有兴趣并且想学日语者均可前来报名
参加。
也可以通过Skype、Zoom、Googlemeet等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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