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pan-Expert计划    筑波大学



筑波大学
　　筑波大学于1872年作为师范学校成立，1949年更名为东京教育大学，1973年改为目前的名称，以“面向
国内外开放的大学”作为建校理念。
　  自1893年起在作为筑波大学前身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了25年校长的嘉纳治五郎先生，以“自他共荣”
以及“精力善用”为座佑铭，积极地倡导“通过柔道进行人的教育”、“完善日本的学校教育”、“积极接收留学生”
、“发展日本的体育运动”，提出了不仅仅本校还要思考大学应培养什么的人才及培养方式、日本在全球的作
用的方针。
　  本校涌现出了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奥运金牌选手，是一所在全球也罕见的大学。先后有3人（物理学奖2
人、化学奖1人）（朝永振一郎博士［原东京教育大学校长（本校前身）］、江崎玲于奈博士［原筑波大学校
长］、白川英树博士［本校名誉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奥运会上，以在体操比赛中获得了包括1968年
至1976年8枚金牌在内的共计12枚金牌的加藤泽男名誉教授为代表，包括近年在柔道比赛中连续2届获得金牌
的谷本步实等，共获得了63枚奖牌。
　  本校今后将继续顺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推进富有国际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的新型教育与研究功能以及
运营组织的开发。



生物资源学类
学士（生物资源学类）

护理学类
学士（护理学）

艺术专业学群
学士（艺术学）

学士（文学）
日语与日本文化学类

农学家培养课程
学士（农学）

健康护理课程
学士（健康护理）

日本艺术课程
学士（艺术学）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学士（日语教育）

　  筑波大学以培养了解日本文化与社会、具有日本思维的留学生为目的，针对想到日本或本国等的日本
相关企业就业的留学生开设了“Japan-Expert（学士）计划”（4年制）。
　  本计划是以本校入选日本文部科学省超级全球化大学创成支援项目为契机而策划的，开设了4个课程
（农学家培养课程、健康护理课程、日本艺术课程、日语教师培养课程）。各课程以对日本感兴趣、关
注日本的留学生为对象，旨在培养在学习高水平日语能力之上，了解日本文化与社会，掌握农业、护理
、日本艺术、日语教育之一的专业知识，具有可运用日语发现与解决各专业领域问题的专业知识与思考
能力的人才。
　  在本计划中，通过放宽对日语能力的要求，也为此前因日语能力不足无法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扩大了
参加入学考试的机会，在入学后的半年期间集中学习日语。我们期待希望将来有可能成为起到连接本国
与日本桥梁作用的同学们报名。

什么是Japan-Expert计划

Japan-Expert计划的概念图



一年级 二年级
10月～3月 4月～3月

日语集中授课

掌握可应对大学授课的
日语能力

Japan-Expert 共通科目

基础科目
（外语及日本文化与日本情况等）

各课程专业基础科目

农学家培养课程

健康护理课程

日本艺术课程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Japan-Expert 共通科目

必修科目

Japan-Expert新生研讨会

学习作为筑波大学Japan-Expert计划的学生为度过充实的
大学生活所需的知识。

Japan-Expert总论

以全球的视点，学习日本在世界引以为傲的专业领域的概况。

选修科目

生物资源科学入门

护理生命伦理

日本画实习A・B

书法A-C

工艺制作实习A・B

现代日语概论

 语言学概论

 日语教育概论

  日本的历史概论

  日本的文学概论



三年级 四年级
4月～3月 4月～3月 4月～9月

Japan-Expert计划课程

农学家培养课程专业科目 在农业与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NARO）实习

健康护理课程专业科目

日本艺术课程专业科目

护理设施、医疗设施
实习

在本国的教育机构及日本国内的企业等实习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专业科目
在中等教育机构／当地日语学校实习

毕业研究

或

实习

修完138.5～139.5
学分后毕业

对于担心日语能力、想再提高一些日语能力的情况，
我们将提供可学习全球沟通教育中心的日语科目等，
在毕业前一直有可学习日语的环境。

专业科目

农学家培养课程

农村社会学

森林资源经济学

应用动物昆虫学

植物营养学

农业商务论

等 等

等 等

健康护理课程

基础护理学概论

感染对策护理论

老年人健康促进论

国际保健学

体格评估

日本艺术课程

现代美术论

木材造形论

日本书道史Ⅰ・Ⅱ

漆艺技法演练

环境与建筑设计演练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日语教育Ⅰ-Ⅲ

日语的语音与音韵

世界的语言与日语

日本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史

日本的传统文化



农学家培养课程

学习高水平的日本农林业技术

取得学位：学士（农学）

培养方针

毕业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声

　  培养能够将粮食生产、节能、环境保护方面拥有全球高水平技术的日本的农林业技术推广到海外，兼备有助于解决
第一产业相关的全球问题的基础知识与专业性，充分利用日本尖端技术，以国际技术合作的形式活跃在日本国内外的人
才。此外，通过提供可达到在日本国内就业水平的日语教育，努力培养具备在日本国内的全球化企业及相关产业等成为
即战力的人才。

　  以培养具有与作为人类生存、安全与富足的生活保障的生物资源相
关的农业知识，从区域与全球的视角学习农林业相关的专业性知识，
具有开展农林业相关的海外合作所需的对异文化的理解能力与沟通能
力的人才为目的。此外，在发展个性与提高学习热情的同时，
培养博学多识及具有丰富的人性、
特别是具有农林业伦理观的人才。

农林业领域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在国内外从事农业及农业指导人员、
全球化企业及相关产业、升入研究生
院等

中国

由于Japan-Expert农学家培养课程能够开展有关人类发展所需的农业及生物方面的研究，因此我报
了这个课程。由于刚入学时日语不太好，感觉很辛苦，但是，老师们很亲切，给我鼓励和支持，让
我克服了困难。请来筑波大学和我们一起学习吧。



取得学位：学士（健康护理）

　  充分发挥综合大学的特性，通过文科科目等增进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同时，还与其他学类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学习交
流。在专业科目方面，为了不使理论与实践相偏离，在校内演练中特别邀请了在职的临床护理工作人员等进行可应对尖
端技术的教育。此外，还通过实习在日本的医疗机构进行实践体验，特别是通过与附属医院及附近的护理单位合作，提
供通过最先进的医疗与护理体验进行学习的机会。
 　　

　  以培养在了解本国的文化、风俗、习惯之上，基于健康护理的学术
性基础，作为政策与管理负责人、护理技术的开发人员及教育与研究
人员等活跃于相关领域的人才为目的。另外，开设本课程的目的不是
让学生取得护师资格，而是培养成为护理相关领域医疗政策领导者的
人才。

健康护理领域的政策制定与管理人员
、研究与教育人员、健康管理相关企
业的开发技术人员、升入研究生院等
 　　

筑波大学附属医院

健康护理课程

通过体验来学习最新的医疗与护理

培养方针 毕业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声

中国

我很喜欢笑容。更喜欢与大家在一起分享快乐。希望今后能够学以致用，竭尽全力帮助他人。由
于我想学习有关孩子与老年人护理方面的知识，因此报了健康护理课程。我想在大学4年里扎实
地掌握日语与护理知识，毕业后到老年人福祉设施工作。



日本艺术课程

取得学位：学士（艺术学）

学习日本的传统艺术及现代艺术等

   　这是一门除了学习绘画、工艺、书法等日本高水平的传统艺术外，还专业学习国际评价很高的日本现代艺术等日本
特色艺术的课程。学生在学习有关日本艺术课程的独自科目的同时，通过在本校开设的文科科目中扩展跨学科、国际性
视野，学习艺术专业学群中开设的丰富专业科目，培养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及可活跃于国际社会的实践能力。

培养方针

毕业生去向

在校生的心声

德国

　 以培养具有跨学科及国际性
视野与扎实的学术能力，并且
具备灵活的创意能力及丰富的
表现力，能够将日本的传统艺
能传播到国外的教师及富有创
造力的艺术家、设计师等，特
别是日本传统艺术及特色艺术
方面的专家为目的。

教师、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国家
及地方公务员、大学教师、博物馆员
、研究员、升入研究生院等

　  由于我对理论与实践美术感兴趣，因此报了这个计划。筑波大学离东京很近，留学生多，有
各种各样的专业，是一所很适合学习的好大学。由于Japan-Expert计划刚刚启动，因此，我想作
为第一批学生全力以赴去努力最重要。虽然目前有很多日语课，很辛苦，但由于班级的学生少，
能够得到了最贴心的支持，我很高兴。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取得学位：学士（日语教育）

培养在本国的教育机构教日语的教师

　　以培养在本国的教育机构教日语并且为本国的日语教育振兴做贡献的日语教师为目的。在刚入学的半年时间集中学
习日语及学习日本情况科目等，之后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日语与日本文化学类的课程。在第3、4年，参加校内的日语教
育实习及本国的教育机构、日系企业、日本国内的企业等的日语教育相关实习，培养现场的实践能力。

培养方针

　 以培养了解日本文化，具备日语教育所需的专业能力，可在本国向
希望到国外及日本企业就业者教授日语的日语教师为目的。 毕业生去向

日语教师培养指导人员、教师、企业

、海外的日语教育机构、升入研究生

院等

 　　

在校生的心声

中国

在这里能够结交良师益友。能够在优越的环境中学习。
如果对日语、日本文化感兴趣，想在国际化环境中度过大学生活，
请一定到日语教师培养课程来学习。



学生支援

关于学费等
一年级所需学费等　合计：837,800日元

入学金：282,000日元

学费：267,900日元〔第2期（10月～3月）〕

※第1期（4月～9月）学费 267,900日元

国民健康保险费（1年）：20,000日元

每月所需的生活费　合计：100,000日元（大致标准）

住宿费：20,000～50,000日元

伙食费：30,000日元

教材费：10,000日元

通信费：5,000日元

杂费：5,000日元～10,000日元

奖学金

本计划设有以下2种奖学金。

・筑波奖学金【每月5万日元】

・今川FUTURE基金奖学金【每月8万日元　仅限入学年度的学习准备金5万日元（仅1次）】（仅限健康护理课程）

另外，由于奖学金不是面向所有新生发放，因此，原则上请自己准备学费及生活费。

学生宿舍

本校有60栋学生宿舍。宿舍的各房间设有床及盥洗台等，只要带上生活必需品等即可入住生活。Japan-Expert计划的学生如
果希望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与日本学生的交流，加深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了解，原则上可入住国际村。宿舍费为35,800日元／
月。此外，还另行需要保证金（入住时）、水电费。

支持体制

本计划协调员与日语教育协调员
本计划设有专门的老师作为计划协调员与日语教育协调员，分别负责协调本计划整体事宜与日语教育事宜。在入学后半
年期间由这些老师对学习等提供帮助。此外，本计划的学生可在所属课程（学群、学类）方面得到各种教育支援、学生
支援。

辅导员
本校为了让刚入学的留学生顺利地度过学习和日常生活，设有原则上由学长作为辅导员对留学生进行支持的制度。辅导
员的具体作用是以帮助留学生开始在日本的生活为主，提供日语会话伙伴及制作资料等方面的帮助，进行生活支持。



从数字看筑波大学

 [教师人数]

 [截至2017.5.1]

  [大学的面积]
约

    260
                                      万平方米

 约260万平方米（梵蒂冈城国的约6倍）

 [职工人数]

 [截至2017.5.1]

 [学生人数]
[本科生]

[研究生]

 [其他]

 [截至2017.5.1]

[课程科目数量]

约

  [学群]  [研究生院]

 [2016年度]

 [留学生人数]

 [截至2017.5.1]

 [留学生]

  [日本人学生等]

各区域留学生人数 各国留学生人数

 亚洲
北美

中南美
欧洲

（原苏联）
大洋洲

中东
非洲

合计（117个国家及地区）

中国
 韩国

印度尼西亚
 台湾

越南

美国
马来西亚

泰国
孟加拉国

印度
其他

 [奥运会与残奥会]

筑波大学在从其前身的东京师范学校、东京教育大学开
始的体育运动悠久历史中，有众多在校生及校友参加奥
运会与残奥会并绽放了光彩。

 [截至2016.12.1]

  [金牌]

 [诺贝尔奖获得者]

  朝永振一郎［原东京教育大学校长］（物理学奖1965）

  江崎玲于奈［原筑波大学校长］（物理学奖1973）

 白川英树［本校名誉教授］（化学奖2000）

 [建校50年以下的世界大学排名（2017）]

  [银牌]

 [铜牌]

在奥运会上获得的
奖牌数量

20º 名第



 课程

农学家培养课程

健康护理课程

 日本艺术课程

日语教师培养课程

N3水平以上  400分以上  中级A以上 以5分制的5分成绩通过者

 ※1  J.TEST实用日语检定考试

 ※2  TOPJ实用日语运用能力考试

声援部WINS在入学典礼上呐喊鼓励

 东京  筑波 45分钟
 秋叶原站

 筑波 60分钟 成田

筑波大学
Japan-Expert计划事务局

         jp-expert@un.tsukuba.ac.jp
日语　http://jp-ex.tsukuba.ac.jp/
英语　http://jp-ex.tsukuba.ac.jp/en/ 

 封面的  由日本艺术课程主任中村伸夫教授（专业：书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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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A以上

 中级A以上

 中级A以上

以5分制的5分成绩通过者

以5分制的5分成绩通过者

以5分制的5分成绩通过者

 报名资格（日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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