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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能夠讓自己變得堅強

名
校
高質量的教學。上課以寫論文，討論的形

聽講生〕）。此課程以編入本校的 3 年級本

於畢業生就業率日本第一而被《每日新聞》

式進行，學生作為主題提高自身的“思考

科課程為前提。學制為 1 年，成績優秀者

和《讀賣新聞》報道。

力”“創造力”“問題發現．解決能力”。

可縮短為半年。

東京福祉大學從2005 年至今，多次由

學校每年社會福祉士、精神保健福祉
士國家考試大學合格數一直位居全國第一
位，第二位，培育了世界上很多優秀的人

2.課程設置
（1）社會福祉學系社會福祉學科
社會福祉專業， 精神保健福祉專業
（2）社會福祉學科保育兒童專業

才。
學校目前有三個校區，分別位於東京

（3）心理學系心理學科

都池袋，距離東京一個半小時路程的群馬

（4）教育學系教育學科

縣伊勢崎市，和名古屋市中心。
大學學部有教育學部（教育學科），社
會福祉學部（社會福祉學科，保育兒童學
科），心理學部（心理學科）等，大學院有
心理學研究科（臨床心理學專攻），社會福
祉學研究科（社會福祉學專攻，兒童學專
攻），教育學研究科（教育學專攻）等。
日本的社會福祉相關學科的就業率一
直都非常高，社會非常需要相關的專業人
才。你是否想進入日本就業第一的大學？
現在機會來了！
目前學校成立了國際交流中心，開始
正式對外招收外國留學生，留學生可以進
入的課程有外國人留學生日語預科（池

3.報名資格
<1 年級入學 >
a 畢業或者預訂高中畢業者，達到或
預計達到 12 年以上者。
b 擁有日語能力考試（JLPT（N2 以
上）），或相當於此日語水平者。

2.報名資格
者（在學校受教育年數達到或預定達到 16
年， 14 年者）。
b 擁有日語能力考試（JLPT（N3 以
上）），或相當於此日語水平者。

打工經歷：“我曾在日本的傳統料理店打工，在店裡樣樣活

肖瑤來日本後在語言學校學了一段時間， 2012 年 3 月

都做。來店的客人大都是中年人，感覺素質都挺高的。通過

經同學介紹來到名校志向塾，報了塾的名校保證班課程。母

打工，我對日本的國民性、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都

親住在長野，為了學習，肖瑤來日本後，大部分時間還是隻

加深了認識。比如說中國人可能會覺得日本人說話不直接，

身一人在東京。

難以接近。但是透過文化的視角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就能很

東京福祉大學研究生院進修生是指，

究，以及對進行研究所必要的日語、日本
文化進行研究為目的而開設的課程（為升
入本校的研究生院碩士的預備課程〔類似

秀者可縮短為半年。根據學生的日語水平
和學習進度，在學期間最長為 2 年。

屋、伊勢崎、池袋校區）和研究生院進修

大學本科進修生是指，將來希望編入

a

能力、使學生能夠掌握在升入大學後的學

學瑜伽，把它當做一種調節身心的活動。肖瑤說起了自己的

年 4 月來日留學。

接觸多了，我的服務就得到他們的認可了。“

2.報名資格

入東京福祉大學為目標，提高學生的日語

的中文基礎，她就聽從了父母的意見，高中畢業後於 2011

氣和信心。“

1.什麼是大學本科進修生制度

編入本校的本科3年級的預備課程〔類似於

豐富多彩的，她熱心於

督促你學習，很多老師也在激勵著你，讓你有繼續前進的勇

袋、名古屋校區），大學本科進修生（名古

東京福祉大學留學生日語預科是以升

肖瑤的留學生活是

算來日本，但是父母認為她高中畢業後出國有利於打下堅實

1.什麼是研究生院進修生制度

東京福祉大學外國人大學本科進修生

的日語?日本文化為目的而開設的課程（為

到養老院當志願者

肖瑤的母親早年就來到日本，她本來高中的時候就打

試。很多客人一開始覺得我是中國人，對我挺挑剔的，後來

東京福祉大學外國人研究生院進修生

院碩士課程為前提。學制為 1 年，成績優

1.特色

塾的老師給了大家希望

揚我是一個很努力的人，希望我以後大學畢業去他的公司面

名額有限，具體請咨詢當地新通教

學、心理學等專業學習，和為此學習必要

議對我有很有幫助。“

都在很努力的學習,我也不由自主地開始努力學習了。塾會

於聽講生〕）。此課程以升入本校的研究生

我校的教育學、社會福祉學、保育兒童

現面試的特點，他的建

文學部哲學學科。

習。來塾後，感覺環境不一樣，在那樣競爭的氣氛下，大家

育，報名熱線：400-618-8866 。

4.報名時間

東京福祉大學外國人留學生日語預科

校志向塾學習文科保證班課程。2013年4月入學學習院大學

有次遇到一位客人是日本知名企業的董事，他給我名片，讚

名額有限，具體請咨詢當地新通教

袋、名古屋校區），大學本科（伊勢崎、池

生（名古屋、伊勢崎、池袋校區）。

師認為面試語言應該體

好地和他們接觸。我覺得打工是挺有趣的事，不覺得辛苦。

心理學、兒童學的專業專業領域進行研

育，報名熱線：400-618-8866 。

欄

起來太口語化了，林老

“我在哈爾濱的時候，學習沒什麼動力，也不知道為什麼學

c 畢業於該國的大學．大專或畢業預
d 擁有相當於日語能力考試（JLPT

專

人物簡介：肖瑤，出身黑龍江哈爾濱，2010年畢業於
哈爾濱機電高中，2011年4月來日留學，2012年3月進入名

■ 黃文煒

肖瑤來到塾學習後，一下子感受到不一般的氛圍：

3.報名時間

將來在我校的教育學．社會福祉學．臨床

（N3 以上）），或相當日語水平者。

育

a 畢業於該國的大學?大專或準予畢業

<3 年級編入 >
定者。

教

──考取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的留學生肖瑤

畢業於該國的大學或準予畢業者

89

肖瑤的高中學習基礎一般，進塾的時候，她剛學完
《大家的日語》兩冊書。對文科綜合科目雖然有興趣，但是
沒系統學過，數學成績一直很一般的，她感覺日本的題不是
很難，但是形式很新。

b 擁有相當於日語能力考試（JLPT
（N2 以上））、或相當日語水平者。

種恬靜的美。很多人穿著傳統服裝，覺得特別和諧。
肖瑤剛來日本不久就去所居住的江東區役所，對工作人
員說，自己想為老人做志愿者。於是，區役所為她介紹了一

肖瑤說：“之前來塾試聽課程時，我就很喜歡張影秋

處養老院，每個星期她都要去養老院一次，每次一個小時，

老師的課，所以我就去張老師任課的A班了。張老師會幫我

陪老人說話，為他們端茶倒水。肖瑤還帶去指甲油為老太太

理清思路。此外，陳芨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我覺得自己的

們塗指甲，她們很高興。有些老人能記住肖瑤的名字，可是

作文挺好的，但是用日語寫，就完全不知道模式。陳老師會

有些人不能記住她了，因為他們年齡太大了，有的都已經90

說一些讓我們振奮起來的事，讓我們明確自己的目的，讓我

多歲了。“住在養老院太孤單了，將來父母老了之後，我絕

們很理智，不會半途而廢，陳芨老師給了大家希望吧。“

不送父母去養老院。“肖瑤深有感慨地說。

肖瑤共考過三次留考， 2011 年 11 月隻考了 500 分出
頭，到了 2012 年 11 月增加到 610 多分。

（受教育總年數為16年者）。或相當於此學
歷水平者。

肖瑤還參加過日本朋友的傳統婚禮，她說，日本人算是
懂得享受的人，婚禮在室外舉行的，沒那麼熱鬧，但是有一

為什麼想到養老院做志愿者呢？肖瑤的想法很樸素：
“我是被姥姥和姥爺養大的，對老人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來
到日本，姥姥和姥爺一定會覺得孤單。我想我在日本為這些

哲學能夠讓自己變得堅強
為何選擇學習院大學呢？“學習院大學的留學生相對
較少，在那樣的環境裡有助於自己認識日本，在日本很好地
成長。“

老人做點力所能及的事，那麼在中國一定會有和我一樣想法
的人，對我的姥姥和姥爺好吧。“
還有一位老人讓肖瑤深深惦記，那是繼父的奶奶，一直
住在福島，肖瑤每次放假都去看望老人，她說，那位老奶奶

為什麼要選擇哲學呢？“我對經濟不大感興趣，所以

特別可愛、很和藹。2011年3月初，家人到福島為老人慶101

習中所必需的寫作能力、閱讀能力，進一

選擇了文學部，我覺得哲學能夠讓我的人生觀得到提高。我

歲生日，可是生日過後幾天，發生了震天撼地的東日本大地

步培養學生對日本產業、文化的廣泛理解

是個特別容易沖動的人，從性格上說屬於容易中途放棄，我

震，老人在大地震中去世了。當時肖瑤覺得很意外、很難

和提高教養為目的而設立。

覺得學習哲學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堅強、更有耐力些。學了哲

受，前些天還笑容可掬的老人怎麼一下子就走了。這一連串

學，能夠處理好各種矛盾。“

的事讓肖瑤很受震動。同時也促使她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人

2.入學時間和學制
入學時間為每年的4月份和9月份，履
修年限為 2 年

就職說明會

學習院大學的筆試和面試是在同一天進行，考文法和

生，促使她進一步認識生命的珍貴。
（名校志向塾供稿）

長文讀解，還要寫一篇關於異文化的小論文，這個題目對肖

3.報名資格

瑤來說相對比較簡單，因為體會比較深，她的繼父是日本

a 在該國受學校教育年數達到 12年。

人，家中就能感受異文化交流。此外，她也打過工，和日本

課程信息

b 具有日語能力考試（JLPT（N5 以

人接觸較多。因為有真實的感受，肖瑤寫起來得心應手。面

文科名校保證班課程 55 萬日元

試的時候，教授提問的問題都是比較基礎的，問了為什麼選

理科名校保證班課程 60 萬日元

這個學科，還有對這次考試的認識等等。參加面試的學生共

歡迎咨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來免費試聽

上）），或相當的日語水平者。
4.報名時間
名額有限，具體請咨詢當地新通教
育，報名熱線：400-618-8866 。
東京福祉大學外國人大學本科直入
1.特色
東京福祉大學以培養各個領域的專家
為目標，注重提高作為專家所必須的“思
考力”
“創造力”
“問題發現、解決能力”到
畢業為止實踐雙方向型的授課方式，實現

有 15 人，但是隻合格了 3 人，其中就有肖瑤。肖瑤覺得感
覺學習院大學注重校內考甚於留考，她對自己的校內考還是
很有自信的。
校內考前，塾的林騏驊老師給予她面試指導。“林老

名校志向塾
〒 169-0074

師對我幫助很大，林老師是一個有獨特想法的老師。他的教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 4-1-1 第 3 山廣ビル 2F

學方法我覺得很受用的，林老師給了我學習上很大自信，他

http://www.s-crams.com/

告訴我很多該怎麼做的方法。比如我為面試而準備的內容說

TEL 03-6279-3708

FAX 03-6745-8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