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pan-Expert計劃       築波大學



築波大學
　　築波大學於1872年作為師範學校成立，1949年更名為東京教育大學，1973年改為目前的名稱，以

「面向國內外開放的大學」作為建校理念。

　  自1893年起在作為築波大學前身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擔任了25年校長的嘉納治五郎先生，以「自他

共榮」以及「精力善用」為座佑銘，積極地倡導「通過柔道進行人的教育」、「完善日本的學校教育」

、「積極接收留學生」、「發展日本的體育運動」，提出了不僅僅本校還要思考大學應培養什麼的人才

及培養方式、日本在全球的作用的方針。

　  本校湧現出了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與奧運金牌選手，是一所在全球也罕見的大學。先後有3人（物理

學獎2人、化學獎1人）（朝永振一郎博士〔原東京教育大學校長（本校前身）〕、江崎玲於奈博士〔原

築波大學校長〕、白川英樹博士〔本校名譽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獎；在奧運會上，以在體操比賽中獲

得了包括1968年至1976年8枚金牌在內的共計12枚金牌的加藤澤男名譽教授為代表，包括近年在柔道比

賽中連續2屆獲得金牌的谷本步實等，共獲得了63枚獎牌。

　  本校今後將繼續順應不斷變化的現代社會，推進富有國際性與多樣性、靈活性的新型教育與研究功能

以及運營組織的開發。



生物資源學類
學士（生物資源學）

護理學類
學士（護理學）

藝術專業學群
學士（藝術學）

學士（文學）
日語與日本文化學類

農學家培養課程
學士（農學）

健康護理課程
學士（健康護理）

日本藝術課程
學士（藝術學）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
學士（日語教育）

　  築波大學以培養瞭解日本文化與社會、具有日本思維的留學生為目的，針對想到日本或本國等的日本

相關企業就業的留學生開設了「Japan-Expert（學士）計劃」（4年制）。

　  本計劃是以本校入選日本文部科學省超級全球化大學創成支援項目為契機而策劃的，開設了4個課程

（農學家培養課程、健康護理課程、日本藝術課程、日語教師培養課程）。各課程以對日本感興趣、關

注日本的留學生為對象，旨在培養在學習高水平日語能力之上，瞭解日本文化與社會，掌握農業、護理

、日本藝術、日語教育之一的專業知識，具有可運用日語發現與解決各專業領域問題的專業知識與思考

能力的人才。

　  在本計劃中，通過放寬對日語能力的要求，也為此前因日語能力不足無法參加入學考試的學生擴大了

參加入學考試的機會，在入學後的半年期間集中學習日語。我們期待希望將來有可能成為起到連接本國

與日本橋樑作用的同學們報名。

什麼是Japan-Expert計劃

Japan-Expert計劃的概念圖



一年級 二年級
10月～3月 4月～3月

日語集中授課

掌握可應對大學授課的
日語能力

Japan-Expert 共通科目

基礎科目
（外語及日本文化與日本情況等）

各課程專業基礎科目

農學家培養課程

健康護理課程

日本藝術課程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

Japan-Expert 共通科目

必修科目

Japan-Expert新生研討會

學習作為築波大學Japan-Expert計劃的學生為度過充實的
大學生活所需的知識。

Japan-Expert總論

以全球的視點，學習日本在世界引以為傲的專業領域的概況。

選修科目

生物資源科學入門

護理生命倫理

日本畫實習A・B

書法A-C

工藝製作實習A・B

現代日語概論

 語言學概論

 日語教育概論

  日本的歷史概論

  日本的文學概論



三年級 四年級
4月～3月 4月～3月 4月～9月

Japan-Expert計劃課程

農學家培養課程專業科目 在農業與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NARO）實習

健康護理課程專業科目

日本藝術課程專業科目

護理設施、醫療設施
實習

在本國的教育機構及日本國內的企業等實習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專業科目
在中等教育機構／當地日語學校實習

畢業研究

或

實習

修完138.5～139.5學分後
畢業

對於擔心日語能力，想再提高一些日語能力的情況，

我們將提供可學習全球溝通教育中心的日語科目等，

在畢業前一直有可學習日語的環境。

專業科目

農學家培養課程

農村社會學

森林資源經濟學

應用動物昆蟲學

植物營養學

農業商務論

等 等

等 等

健康護理課程

基礎護理學概論

感染對策護理論

老年人健康促進論

國際保健學

體格評估

日本藝術課程

現代美術論

木材造形論

日本書道史Ⅰ・Ⅱ

漆藝技法演練

環境與建築設計演練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

日語教育Ⅰ-Ⅲ

日語的語音與音韻

世界的語言與日語

日本的科學與技術文化史

日本的傳統文化



農學家培養課程

學習高水平的日本農林業技術

取得學位：學士（農學）

培養方針

畢業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聲

　  培養能夠將糧食生產、節能、環境保護方面擁有全球高水平技術的日本的農林業技術推廣到海外，兼備有助於解決第

一產業相關的全球問題的基礎知識與專業性，充分利用日本尖端技術，以國際技術合作的形式活躍在日本國內外的人才

。此外，通過提供可達到在日本國內就業水平的日語教育，努力培養具備在日本國內的全球化企業及相關產業等成為即

戰力的人才。
 　　

　  以培養具有與作為人類生存、安全與富足的生活保障的生物資源相
關的農業知識，從區域與全球的視角學習農林業相關的專業性知識，
具有開展農林業相關的海外合作所需的對異文化的理解能力與溝通能
力的人才為目的。此外，在發展個性與提高學習熱情的同時，培養博
學多識及具有豐富的人性、特別
是具有農林業倫理觀的人才。

農林業領域的研究人員、技術人員、
在國內外從事農業及農業指導人員、
全球化企業及相關產業、升入研究所

等

中國

由於Japan-Expert農學家培養課程能夠開展有關人類發展所需的農業及生物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報
了這個課程。由於剛入學時日語不太好，感覺很辛苦，但是，老師們很親切，給我鼓勵和支持，讓
我克服了困難。請來築波大學和我們一起學習吧。



取得學位：學士（健康護理）

　  充分發揮綜合大學的特性，通過文科科目等增進對日本文化的瞭解，同時，還與其他學類的教師和學生進行學習交

流。在專業科目方面，為了不使理論與實踐相偏離，在校內演練中特別邀請了在職的臨床護理工作人員等進行可應對尖

端技術的教育。此外，還通過實習在日本的醫療機構進行實踐體驗，特別是通過與附屬醫院及附近的護理單位合作，提

供通過最先進的醫療與護理體驗進行學習的機會。

　以培養在瞭解本國的文化、風俗、習慣之上，基於健康護理的學術
性基礎，作為政策與管理負責人、護理技術的開發人員及教育與研究

人員等活躍於相關領域的人才為目的。另外，開設本課程的目的不是
讓學生取得護師資格，而是培養成為護理相關領域醫療政策領導者的

人才。

健康護理領域的政策制定與管理人員

、研究與教育人員、健康管理相關企

業的開發技術人員、升入研究所等

 　　

築波大學附屬醫院

健康護理課程

通過體驗來學習最新的醫療與護理

培養方針 畢業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聲

中國

我很喜歡笑容。更喜歡與大家在一起分享快樂。希望今後能夠學以致用，竭盡全力幫助他人。由
於我想學習有關孩子與老年人護理方面的知識，因此報了健康護理課程。我想在大學4年裡紮實
地掌握日語與護理知識，畢業後到老年人福祉設施工作。



日本藝術課程

取得學位：學士（藝術學）

學習日本的傳統藝術及現代藝術等

  　這是一門除了學習繪畫、工藝、書法等日本高水平的傳統藝術外，還專業學習國際評價很高的日本現代藝術等日本特

色藝術的課程。學生在學習有關日本藝術課程的獨自科目的同時，通過在本校開設的文科科目中擴展跨學科、國際性視

野，學習藝術專業學群中開設的豐富專業科目，培養高水平的專業能力及可活躍於國際社會的實踐能力。

培養方針

畢業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聲

德國

　 以培養具有跨學科及國際性
視野與紮實的學術能力，並且
具備靈活的創意能力及豐富的
表現力，能夠將日本的傳統藝
能傳播到國外的教師及富有創
造力的藝術家、設計師等，特
別是日本傳統藝術及特色藝術
方面的專家為目的。

教師、藝術家、設計師、企業、國

家及地方公務員、大學教師、博物館

員、研究員、升入研究所等
 　　

由於我對理論與實踐美術感興趣，因此報了這個計劃。築波大學離東京很近，留學生多，有各種
各樣的專業，是一所很適合學習的好大學。由於Japan-Expert計劃剛剛啟動，因此，我想作為第
一批學生全力以赴去努力最重要。雖然目前有很多日語課，很辛苦，但由於班級的學生少，能夠
得到了最貼心的支持，我很高興。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

取得學位：學士（日語教育）

培養在本國的教育機構教日語的教師

　  以培養在本國的教育機構教日語並且為本國的日語教育振興做貢獻的日語教師為目的。在剛入學的半年時間集中學習

日語及學習日本情況科目等，之後與日本學生一起學習日語與日本文化學類的課程。在第3、4年，參加校內的日語教育

實習及本國的教育機構、日系企業、日本國內的企業等的日語教育相關實習，培養現場的實踐能力。

培養方針

　 以培養瞭解日本文化，具備日語教育所需的專業能力，可在本國向
希望到國外及日本企業就業者教授日語的日語教師為目的。 畢業生去向

日語教師培養指導人員、教師、企業

、海外的日語教育機構、升入研究所

等

在校生的心聲

中國

在這裡能夠結交良師益友。能夠在優越的環境中學習。
如果對日語、日本文化感興趣，想在國際化環境中度過大學生活，
請一定到日語教師培養課程來學習。



學生支援

關於學費等

一年級所需學費等　合計：837,800日圓

入學金：282,000日圓

學費：267,900日圓〔第2期（10月～3月）〕

※第1期（4月～9月）學費 267,900日圓

國民健康保險費（1年）：20,000日圓

每月所需的生活費　合計：100,000日圓（大致標準）

住宿費：20,000～50,000日圓

伙食費：30,000日圓

教材費：10,000日圓

通信費：5,000日圓

雜費：5,000日圓～10,000日圓

獎學金

本計劃設有以下2種獎學金。

・築波獎學金【每月5萬日圓】

・今川FUTURE基金獎學金【每月8萬日圓　僅限入學年度的學習準備金5萬日圓（僅1次）】（僅限健康護理課程）

另外，由於獎學金不是面向所有新生發放，因此，原則上請自己準備學費及生活費。

學生宿舍

本校有60棟學生宿舍。宿舍的各房間設有床及盥洗台等，只要帶上生活必需品等即可入住生活。Japan-Expert計劃的學生

如果希望通過在日常生活中與日本學生的交流，加深對日語和日本文化的瞭解，原則上可入住國際村。宿舍費為35,800日圓

／月。此外，還另行需要保證金（入住時）、水電費。

支持體制

本計劃協調員與日語教育協調員

本計劃設有專門的老師作為計劃協調員與日語教育協調員，分別負責協調本計劃整體事宜與日語教育事宜。在入學後半

年期間由這些老師對學習等提供幫助。此外，本計劃的學生可在所屬課程（學群、學類）方面得到各種教育支援、學生

支援。

輔導員
本校為了讓剛入學的留學生順利地度過學習和日常生活，設有原則上由學長作為輔導員對留學生進行支持的制度。輔導

員的具體作用是以幫助留學生開始在日本的生活為主，提供日語會話夥伴及製作資料等方面的幫助，進行生活支持。



從數字看築波大學

 [教師人數]

 [截至2017.5.1]

  [大學的面積]
約

    260
                                      萬平方公尺

 約260萬平方公尺（梵蒂岡城國的約6倍）

 [職工人數]

 [截至2017.5.1]

 [學生人數]
[本科生]

[研究生]

 [其他]

 [截至2017.5.1]

[課程科目數量]

約

  [學群]  [研究所]

 [2016年度]

 [留學生人數]

 [截至2017.5.1]

 [留學生]

  [日本人學生等]

各區域留學生人數 各國留學生人數

 亞洲
北美

中南美
歐洲

（原蘇聯）
大洋洲

中東
非洲

合計（117個國家及地區）

中國
 韓國

印度尼西亞
 台灣

越南

美國
馬來西亞

泰國
孟加拉國

印度
其他

 [奧運會與殘奧會]

築波大學在從其前身的東京師範學校、東京教育大學開
始的體育運動悠久歷史中，有眾多在校生及校友參加奧
運會與殘奧會並綻放了光彩。

 [截至2016.12.1]

  [金牌]

 [諾貝爾獎獲得者]

  朝永振一郎〔原東京教育大學校長〕（物理學獎1965）

  江崎玲於奈〔原築波大學校長〕（物理學獎1973）

 白川英樹〔本校名譽教授〕（化學獎2000）

 [建校50年以下的世界大學排名（2017）]

  [銀牌]

 [銅牌]

在奧運會上獲得的
獎牌數量

20º 名第



 課程

農學家培養課程

 健康護理課程

 日本藝術課程

日語教師培養課程

 N3水平以上  400分以上  中級A以上 以5分制的5分成績通過者

 ※1  J.TEST實用日語檢定考試

 ※2  TOPJ實用日語運用能力考試

 聲援部WINS在入學典禮上吶喊鼓勵

 東京  築波 45分鐘
 秋葉原站

 築波 60分鐘 成田

築波大學
Japan-Expert計劃事務局

         jp-expert@un.tsukuba.ac.jp
日語　http://jp-ex.tsukuba.ac.jp/
英語　http://jp-ex.tsukuba.ac.jp/en/ 

 封面的  由日本藝術課程主任中村伸夫教授（專業：書法）創作。

 N3水平以上

N3水平以上  400分以上

400分以上

 600分以上 N2水平以上

 中級A以上

 中級A以上

 中級A以上

以5分制的5分成績通過者

以5分制的5分成績通過者

以5分制的5分成績通過者

 報名資格（日語能力）


	表紙中国語（繁体字）
	2P中国語（繁体字）
	3P中国語（繁体字）
	4P中国語（繁体字）
	5P中国語（繁体字）
	6P中国語（繁体字）
	7P中国語（繁体字）
	8P中国語（繁体字）
	9P中国語（繁体字）
	10P中国語（繁体字）
	11P中国語（繁体字）
	裏表紙_中国語（繁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