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拥有经验丰富的教师及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安心学习的环境。

另外，LALL集团也会为学生提供各种医疗和生活上的帮助。

升学帮助

力争百分之百升学率，为每个学生提供
合适的建议。

就职帮助

为希望留在日本工作的学生提供个人简
历的填写方法、面试指导等各种帮助。

语言帮助

本校有丰富留学经验的越南籍和中国
籍的员工，可以为学生提供英语、越南
语、中文的帮助。

健康帮助
集团内开设有一家医院，可以为本校
学生提 供医疗上的帮助。另外，学生
加入日本国民医疗保险的话，基本不
会有高额医疗费的担心。

住房帮助

本校为学生介绍学生宿舍以及民间的
住房。另外，集团内的房屋租赁公司也
会为学生提供租房帮助。

生活帮助

为学生提供政府、银行的各种行政手续
办理、打工的面试指导等各种生活上的
帮助。

学习帮助

通过定期个别辅导，把握学生的学习情
况，并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提供各
种建议及帮助。

7大帮助

幡谷
首都高速4号新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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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京王新线

甲州街道

至新宿

●FamilyMart
 （全家）

●

SAKURA
HOTEL ●涩谷区体育中心

LAWSON（罗森）
●

●国际协力机构
  -东京分部

涩谷区立
西原图书馆

4分钟 15分钟

or

到新宿 到涩谷

●

步行5分钟

〒151-0072　东京都涩谷区幡谷1-29-9

T  E  L ：03-5465-1116／＋81-3-5465-1116

F  A  X ：03-5465-1133／＋81-3-5465-1133

E-mail ：shibuya-lall@lallgroup.com

U  R  L ：http://www.lallgroup.com/shibuya-lall

LALL集团结构图
（16家公司1所医院）

支持不同年龄层·
不同文化间的
相互交流

提供住房·租房服务 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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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公共文化
产业

池袋 JR山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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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王新线

京急空港线
东京单轨电车

成田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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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谷 代代木

涩谷

四谷

日暮里

秋叶原

東京

浜松町

羽田机场

成田机场

品川

交通路线

※京王新线和京王线不是同一线路。京王线不停靠幡谷车站，请注意。

※本校提供从机场至学校或者宿舍的接送服务。如有需要，请告知我们。

● 成田国际机场
　　　东京机场交通大巴
● 新宿车站西出口
　　　乘坐京王新线两站路※
● 幡谷车站

● 成田国际机场
　　　JR特急成田Express
● 新宿车站
　　　乘坐京王新线两站路※
● 幡谷车站

所需时间 大约100分钟 所需时间 大约100分钟

从成田国际机场至本校的交通路线

乘坐巴士＆电车 乘坐成田Express＆电车

● 羽田机场
　　　东京机场交通大巴
● 新宿车站西出口
　　　乘坐京王新线两站路※
● 幡谷车站

● 羽田机场
　　　京急空港线
● 品川车站
　　　JR山手线
● 新宿车站
　　　乘坐京王新线两站路※
● 幡谷车站

所需时间 大约60分钟

所需时间 大约50分钟

从羽田机场至本校的交通路线

乘坐巴士＆电车 乘坐电车

乘坐京王新线从
新宿车站出发两站路

■管理公司
株式会社LALL Human Holdings
东京都涩谷区涩谷1-9-8 朝日生命宫益坂大楼6楼

法务省告示日本语教育机关／东京入国管理局申请取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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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谷LALL日语学院隶属于LALL集团，

坐落于日本首都东京的涩谷区幡谷，预定2017年10月开始招生。

LALL集团旗下有16家公司，在涩谷车站附近还经营一家医院及意大利

西餐厅。我们坚信可以为来本校留学的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升学、工作等

方方面面的服务与帮助。

LALL之名取自英文「Live And Let Live」，意为「共生」。老中青任何年龄

层皆可「互帮互助，和谐共存」，是LALL人的终极诉求。时至今日，LALL集

团的商务拓展、各种活动均着眼于日本国内市场。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当下，本集团的国外客户及商业伙伴逐年增加，我们也开始尝试雇用外国籍

员工。现在，LALL集团以「与国际社会的共生」作为我们的集团新理念，希

望可以突破人种以及国籍之界限。为实现这一理念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涩

谷LALL日语学院」的创办。为外国的年轻留学生提供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

的场所，加深日本与外国的相互认知，并培养在文化和商业领域可以促进日

本与国外交流的国际人才。

作为日语教师，在日语学校、大学及各种研修中心执教20余载。

尽最大可能为学生提供直接接触日本各种文化的机会。

另外，通过不断尝试各种挑战，希望可以将本校打造成为学生可以安心

充实的度过校园生活并实现自己的各种目标与理想的学校。

教室A 教室B

图书室 保健室

自由空间 事务局

理事长（LALL集团董事长）

HISASHI  HARAKAWA KAORU  KATO

校长

从京王新线「幡谷」车站步行五分钟。虽地处市中心，学校所在地却位于安

静的住宅区内。学生可以不受城市喧嚣的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学习。本校附

近四通八达，到新宿车站只需4分钟（电车），到涩谷车站15分钟（电车或巴

士），是上学、购物、打工的极佳地段。

原川 久司 加藤  熏

使用教材

一旦生病怎么办？

留学生在入学后需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1年20,000日元左

右）。加入保险后，日本政府会为加入保险者支付70％的医疗

费。另外，留学生还可以选择加入留学生保险（1年10,000日元

左右）。加入此保险后，自己负担的30％的医疗费也会返还。

有学生宿舍么？

本校为学生介绍学生宿舍以及民间的住房。

另外，不入住宿舍希望自己外出租房时，集团内

的房屋租赁公司也会以很优惠的价格为学生提

供租房服务。

先在学生宿舍住上一段时间，适应日本生活之

后，再外出租房的留学生比较多。

可以勤工俭学么？

日本是允许留学生勤工俭学的国家，但

是必须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书」。取得

之后，每周可以打工28（长假期间一天

可以工作8小时）小时。东京周边的时薪

大概为900日元左右。另外，本校与可

以介绍工作的派遣公司有业务合作，可

以为想打工的留学生提供帮助与介绍。

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

根据个人不尽相同。一般除去房租和水电

瓦斯费用后，大概需要5～8万日元。

（例：餐饮费2～3万日元、电话费5千日元

左右、交通费1万日元、零用钱2～3万日

元）

提供就业帮助么？

对于想在日本工作的学生，本校会提供各种

指导与帮助。比如，如何找工作、如何正确

填写个人简历、面试时的具体对策等等。另

外成绩优秀并学习态度良好的学生，也有机

会留在LALL集团工作。

有和日本人交流的机会么？

LALL集团预定每年定期召开学生与

本集团员工的交流活动。大家可以

与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交流，练习自

己的日语。

年度时间表

课　　程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开学典礼（4月生）

●入学说明会

●校外学习

●健康体检

●五一黄金周

●期中考试

●学习指导

●日本留学考试
  （EJU）

●出路指导说明会

●日语能力考试
  （JLPT）

●暑假 ●期末考试

●学习指导

●开学典礼（10月生）

●入学说明会

●出路指导说明会

●健康体检

●日本留学考试
 （EJU）

●交流活动

●期中考试

●学习指导

●日语能力考试
  （JLPT）

●校外学习 ●演讲大会

●校外一日游

●毕业典礼

●期末考试

●学习·
   出路咨询辅导

可以阅读并理解多个领域的新闻报章以及评论。可以充分理解长

篇对话和新闻报章的内容并清晰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进行接近

母语的对话，条理清晰的系统的书写文章。

【汉字】2,000字左右

【词汇】理解专业领域的专业用语·

            文章·文法表达。

JLPT N1水平左右

高级Ⅱ 3个月

可以阅读并理解多个领域的新闻报章及评论。听懂长篇对话和

新闻播报，理解大意并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

【汉字】1,500字左右

【词汇】10,000单词左右

【作文】1,000字左右

           （条理清晰的文章）

JLPT N1水平左右

高级Ⅰ 3个月

读懂报纸文章和简单的评论，听懂新闻并理解大意。

【汉字】1,000字左右

【词汇】8,000单词左右

【作文】600字左右（小论文）

JLPT N1水平左右

中高级 3个月

对于生活中比较抽象一点的话题，可以阅读理解并听懂。

【汉字】850字左右

【词汇】6,000单词左右

【作文】400字左右（小论文）

JLPT N2水平左右

中级Ⅱ 3个月

可以阅读、理解并可以听懂生活中比较抽象一点的话题。理解

文章的架构，叙述文章的内容并可以阐述自己的想法。

【汉字】700字左右

【词汇】3,500单词左右

【作文】800字左右

JLPT N2水平左右

中级Ⅰ 3个月

可以以自然的语速进行日常会话并养成接近中级水平的读解能

力。

【汉字】450字左右

【词汇】2,500单词左右

【作文】600字左右

JLPT N3水平左右

初中级 3个月

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对话。

【汉字】300字左右

【词汇】2,000单词左右

【作文】400字左右

【读解】300字左右

JLPT N4水平左右

初级Ⅱ 3个月

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寒暄和简单的对话并可以读写平假名以

及片假名。

【汉字】150字左右

【词汇】1,000单词左右

【作文】200字左右

【读解】200字左右

JLPT N5水平左右

初级Ⅰ 3个月

以升入日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专门学校为学习目的的从初级到高级的日语学习课程。

另外，也提供升学时各种考试以及面试的指导。

课程、时间进度表

升学课程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均衡的读、写、听、说四项技能，并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日语的能力。

·培养学生在坚持自己民族认同、价值观的同时，

   也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与包容心。

第1年

第2年

F&Q

升学·就职流程

在本国高中毕业的学生

涩谷LALL日语学院

专门学校、短大、大学

就职

在本国大学毕业的学生

涩谷LALL日语学院

专门学校、
大学院（研究生）

就职

留学签证

签  证 学期（入学时期）

2年课程（4月入学）or1年6个月（10月入学） 每周5天（礼拜一～礼拜五） 上午班／8：45～12：00  下午班／13：15～16：30

课程表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300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漢字練習帳

主要教材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Ⅱ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300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Ⅱ漢字練習帳

主要教材
●中級へ行こう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Ⅱ
　301～500

主要教材
●中級を学ぼう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中級7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2

主要教材

●中級を学ぼう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上級10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2

主要教材
●学ぼう！ 日本語中上級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上級10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1

主要教材 ●留学生のための時代を読み解く
　上級日本語
●新完全マスター漢字N1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1

主要教材
●留学生のための時代を読み解く
　上級日本語
●新完全マスター漢字N1
●日本文化を読む

主要教材

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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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皆可「互帮互助，和谐共存」，是LALL人的终极诉求。时至今日，LALL集

团的商务拓展、各种活动均着眼于日本国内市场。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当下，本集团的国外客户及商业伙伴逐年增加，我们也开始尝试雇用外国籍

员工。现在，LALL集团以「与国际社会的共生」作为我们的集团新理念，希

望可以突破人种以及国籍之界限。为实现这一理念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涩

谷LALL日语学院」的创办。为外国的年轻留学生提供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

的场所，加深日本与外国的相互认知，并培养在文化和商业领域可以促进日

本与国外交流的国际人才。

作为日语教师，在日语学校、大学及各种研修中心执教20余载。

尽最大可能为学生提供直接接触日本各种文化的机会。

另外，通过不断尝试各种挑战，希望可以将本校打造成为学生可以安心

充实的度过校园生活并实现自己的各种目标与理想的学校。

教室A 教室B

图书室 保健室

自由空间 事务局

理事长（LALL集团董事长）

HISASHI  HARAKAWA KAORU  KATO

校长

从京王新线「幡谷」车站步行五分钟。虽地处市中心，学校所在地却位于安

静的住宅区内。学生可以不受城市喧嚣的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学习。本校附

近四通八达，到新宿车站只需4分钟（电车），到涩谷车站15分钟（电车或巴

士），是上学、购物、打工的极佳地段。

原川 久司 加藤  熏

使用教材

一旦生病怎么办？

留学生在入学后需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1年20,000日元左

右）。加入保险后，日本政府会为加入保险者支付70％的医疗

费。另外，留学生还可以选择加入留学生保险（1年10,000日元

左右）。加入此保险后，自己负担的30％的医疗费也会返还。

有学生宿舍么？

本校为学生介绍学生宿舍以及民间的住房。

另外，不入住宿舍希望自己外出租房时，集团内

的房屋租赁公司也会以很优惠的价格为学生提

供租房服务。

先在学生宿舍住上一段时间，适应日本生活之

后，再外出租房的留学生比较多。

可以勤工俭学么？

日本是允许留学生勤工俭学的国家，但

是必须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书」。取得

之后，每周可以打工28（长假期间一天

可以工作8小时）小时。东京周边的时薪

大概为900日元左右。另外，本校与可

以介绍工作的派遣公司有业务合作，可

以为想打工的留学生提供帮助与介绍。

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

根据个人不尽相同。一般除去房租和水电

瓦斯费用后，大概需要5～8万日元。

（例：餐饮费2～3万日元、电话费5千日元

左右、交通费1万日元、零用钱2～3万日

元）

提供就业帮助么？

对于想在日本工作的学生，本校会提供各种

指导与帮助。比如，如何找工作、如何正确

填写个人简历、面试时的具体对策等等。另

外成绩优秀并学习态度良好的学生，也有机

会留在LALL集团工作。

有和日本人交流的机会么？

LALL集团预定每年定期召开学生与

本集团员工的交流活动。大家可以

与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交流，练习自

己的日语。

年度时间表

课　　程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开学典礼（4月生）

●入学说明会

●校外学习

●健康体检

●五一黄金周

●期中考试

●学习指导

●日本留学考试
  （EJU）

●出路指导说明会

●日语能力考试
  （JLPT）

●暑假 ●期末考试

●学习指导

●开学典礼（10月生）

●入学说明会

●出路指导说明会

●健康体检

●日本留学考试
 （EJU）

●交流活动

●期中考试

●学习指导

●日语能力考试
  （JLPT）

●校外学习 ●演讲大会

●校外一日游

●毕业典礼

●期末考试

●学习·
   出路咨询辅导

可以阅读并理解多个领域的新闻报章以及评论。可以充分理解长

篇对话和新闻报章的内容并清晰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进行接近

母语的对话，条理清晰的系统的书写文章。

【汉字】2,000字左右

【词汇】理解专业领域的专业用语·

            文章·文法表达。

JLPT N1水平左右

高级Ⅱ 3个月

可以阅读并理解多个领域的新闻报章及评论。听懂长篇对话和

新闻播报，理解大意并可以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

【汉字】1,500字左右

【词汇】10,000单词左右

【作文】1,000字左右

           （条理清晰的文章）

JLPT N1水平左右

高级Ⅰ 3个月

读懂报纸文章和简单的评论，听懂新闻并理解大意。

【汉字】1,000字左右

【词汇】8,000单词左右

【作文】600字左右（小论文）

JLPT N1水平左右

中高级 3个月

对于生活中比较抽象一点的话题，可以阅读理解并听懂。

【汉字】850字左右

【词汇】6,000单词左右

【作文】400字左右（小论文）

JLPT N2水平左右

中级Ⅱ 3个月

可以阅读、理解并可以听懂生活中比较抽象一点的话题。理解

文章的架构，叙述文章的内容并可以阐述自己的想法。

【汉字】700字左右

【词汇】3,500单词左右

【作文】800字左右

JLPT N2水平左右

中级Ⅰ 3个月

可以以自然的语速进行日常会话并养成接近中级水平的读解能

力。

【汉字】450字左右

【词汇】2,500单词左右

【作文】600字左右

JLPT N3水平左右

初中级 3个月

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简单对话。

【汉字】300字左右

【词汇】2,000单词左右

【作文】400字左右

【读解】300字左右

JLPT N4水平左右

初级Ⅱ 3个月

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寒暄和简单的对话并可以读写平假名以

及片假名。

【汉字】150字左右

【词汇】1,000单词左右

【作文】200字左右

【读解】200字左右

JLPT N5水平左右

初级Ⅰ 3个月

以升入日本大学、大学院（研究生）、专门学校为学习目的的从初级到高级的日语学习课程。

另外，也提供升学时各种考试以及面试的指导。

课程、时间进度表

升学课程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均衡的读、写、听、说四项技能，并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日语的能力。

·培养学生在坚持自己民族认同、价值观的同时，

   也可以接受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与包容心。

第1年

第2年

F&Q

升学·就职流程

在本国高中毕业的学生

涩谷LALL日语学院

专门学校、短大、大学

就职

在本国大学毕业的学生

涩谷LALL日语学院

专门学校、
大学院（研究生）

就职

留学签证

签  证 学期（入学时期）

2年课程（4月入学）or1年6个月（10月入学） 每周5天（礼拜一～礼拜五） 上午班／8：45～12：00  下午班／13：15～16：30

课程表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300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漢字練習帳

主要教材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Ⅱ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300
●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Ⅱ漢字練習帳

主要教材
●中級へ行こう
●ストーリーで覚える漢字Ⅱ
　301～500

主要教材
●中級を学ぼう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中級7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2

主要教材

●中級を学ぼう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上級10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2

主要教材
●学ぼう！ 日本語中上級
●留学生のための漢字の教科書上級1000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1

主要教材 ●留学生のための時代を読み解く
　上級日本語
●新完全マスター漢字N1
●新完全マスター文法N1

主要教材
●留学生のための時代を読み解く
　上級日本語
●新完全マスター漢字N1
●日本文化を読む

主要教材

中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