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市内日语教室一览表
日语教室

：

千种区

千种区

千种区

北区

西区

中村区

中村区

2021/7/6

星之丘(Hoshigaoka)日语教室

“Light&Light”日语教室

地点

附近的车站・到达所需时间

黒川日语教室

爱知日语会

Sunshine 净心南

6层

6层

中村区

中区

NIC孩子日语教室

爱知国际广场日语教室

爱知国际广场

爱知国际广场

中区

Iroha 日语会

Nadya Park 6层
推进中心

中区

名古屋YMCA国际学校“家庭班”

中区

中区

中区

中区

文法，会话，汉字，作文，其他可商谈

每个课程10节课

地铁「今池」站12号口 步行5分钟

星期一 10点～12点、13点～15点、
18点～20点

电话: 052-734-7820
邮箱： kaerukjp@yahoo.co.jp

千种区今池
池 205

地铁名城线「黑川」站步行5分钟
市公交「北区役所」附近

星期四

18:30～20:15

请咨询

10:00～11:30

“TRIcycle”教室

东别院日语教室

“语言”日语教室

热田区

Japanese Language Volunteer in
Nagoya

日本传统文化茶道插花向日葵之会

会话基础、日本料理、日本文化（书法、折纸）

3,500日元（每月4次）

电话：080-3687-5658
传真：052-723-2374
名古屋市北区清水四丁目17-1
邮箱：uedamatuitakahashi@hotmail.co.jp

大人，孩子12岁以
上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使用《大家的日本语》Ⅰ、Ⅱ，分为六个班级，以文法和会话为中心开展教
学。
面向《大家的日本语》学习完毕的学生开设一个中级班。

1节课250日元 共20节课（5,000日元）
家的日本语》Ⅰ或者Ⅱ 2,700日元

认定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名古屋聋哑国际
中心
电话：052-982-7987
传真：052-523-1880
邮箱：info@deaf-ic.org

名古屋市西区城西3－21－8

大人，外国人及日
本人听觉有残障人
士

试前冲刺 练习过去
面向外国人，日本人的视听觉障碍者开设一对一的日语教室。
试题

每周一节课5,000日元（一小时）

无

爱知日语之会（山本）
电话：090-3852-8479
邮箱：aichinihongo@gmail.com

名古屋市中村区那古野一丁目47番1号
屋国际中心 楼内

大人，孩子

无

以日常会话为中心教学。

1节课300日元。按学期收学费。（每学期10节课）

有 250日元/25
分钟

大人

无

会话基础、会话Ⅰ～Ⅲ、假名，汉字Ⅰ・Ⅱ

参加费用2,500日元、教材费500～1,000日元

有 250日元/25
分钟

孩子

无

以日语非母语的6岁至15岁的孩子为对象，教授生活及学校中必备的日语。

参加費用1，000日元

有 250日元/25
分钟

名古屋市中村区那古野一丁目47番1号
屋国际中心 楼内

2，600日元（春・秋季学期）、2，000日元（冬季学
期）

有

网址：aloenagoyavol.com

无

网址：irohanihongonokai.web.fc2.com/

无

担当：和田・河濑

无

担当：和田・河濑

4～5人制班级。使用以《大家的日本语》为基础开发的单独教材。汉字只需要
15分即可学习。

1节课150日元
1，500日元）

按学期收学费（例1月12日～3月16日

大人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为家长举办的日语班（有托儿）

1节课500日元

托儿费另外支付

NADYA

名古屋市中区新荣町2丁目3番地
孩子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初中·小学生班（小学高年级生和初中生为对象）
高中生准备班（超过学龄・超过学年的学生为对象）
高中生白天班（定时制高中生为对象）
高中生夜间班（全日制高中生为对象）
其他还有日语每天课程、教科课程（算数·数学/英语），以及家庭教师。

1次400日元，3学期制，每学期统一支付。根据开设班
级收费有所不同。

网址：https://www.kotobanokai.com/
300日元/次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kotobanokainakama

邮箱：masayopuri@yahoo.co.jp

名古屋市 中区大井町7番25号

大人

N班1・N2班

星期三：入门～上级为止12个班，汉字，N2・N1考试，亲子教室
星期五：初中级～最上级为止7个班

星期一 17:15～18:45

菲律宾移民者中心(FMC)
电话：080-4212-6576
传真：无
邮箱：tricyclechildren@gmail.com

名古屋市中区荣5丁目19-21

孩子

欢迎咨询

是面向与菲律宾有关联的孩子们的日语教室。除了指导日语之外，还将教授学
校的作业及课程指导等。

免费

无

星期五 14:00～16:00

咨询处：金地
电话：090-8469-6600

大人，孩子

无

会话班：从初级至高级共4个班
识字班：平假名，片假名，汉字，文章等各种练习

2，000日元（4月～7月）、
2，000日元（9月～12月）、1，000日元（1月～2月）

有
（东別院会馆西 网址：https://higashibetsuin-nihongo.jimdofree.com/
侧）

大人，孩子

无

从初学到初中级
生活必要的日语

未定

有

10:00～11:30

2017年4月～6月
2017年7月以后

地铁名城线「东別院」站步行5分钟

名古屋市中区荣3丁目、其他（详情请电询） 大人，孩子

有

日本传统文化，茶道，花道

九番团地日语教室

星期六 19：00～21：00

篠田
电话：090－9199－2713
邮箱：kyuban_nihongo@yahoo.co.jp

名古屋市港区九番町1－1－1

港区

丸池莊日语教室 Smile

市营丸池莊集会所

市公交「东海桥」站步行5分钟
市公交「赛马场前」站步行5分钟

星期五

下地
电话、传真：052-661-3837
邮箱：oomi0406@yahoo.co.jp

名古屋市港区丸池町1-1-1

南生涯学习中心

JR「笠寺」站步行7分钟
名铁「大江」站步行15分钟

星期六 18：30～20：30

电话：070－5589－5608
邮箱：758vietnam.net@gmail.com

ＪＲ「笠寺」站步行7分钟
市公交「南区役所」步行10分钟

星期五 18：30～20：30
（生涯学习中心放假时休讲）

电话：070-5039-1843
邮箱：rakuraku.st@gmail.com

名古屋市中川区丰成町1

丸池莊集会所

大人，孩子

有免费体验课。首先会评估日语水平及学生的条件（免
费登录）。可以用邮件预约（可以用英语对应）。

3,750日元/5小时（最多可35小时/月）、入会费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JLVLnagoya/

・可以一个人来教室，或是有家长接送的孩子，教室没
有接送服务。
・请尽可能使用邮件咨询。
・教室的博客：
http://blog.livedoor.jp/rakurakunihongo/

中小学生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有N4，N2合格的
实例）

面向小学生，志愿者老师教授日语及学校中遇到的不懂问题。请带着作业及教
免费
科书。

无

大人

无

只要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希望学习日语作为多文化共生的手段的都可以参
加。

每学期12节课1,000日元

无

大人・孩子（5、6
岁～初中３年）

无

面向外国人孩子，进行以读书、算数或打招呼等为中心的指导。

免费

有（限停3台，
请事先联络）

名古屋市南区東又兵ヱ町5-1-10

大人

Minami文化日语会
电话：090-4190-5401
邮箱：ken_yamada_0825@tg.commufa.jp

名古屋市南区東又兵ヱ町5-1-10

大人，孩子（中小
学生和高中生）

绿多文化共生协作团体
邮箱：mtfuji49203@outlook.jp（藤井）

名古屋市绿区南陵401

桶狭间莊第二集会所

绿多文化共生协作团体
邮箱：mtfuji49203@outlook.jp（藤井）

名古屋市绿区南陵401

桶狭间莊第二集会所 大人

无

N1,N2,N3,N4,N5,少年班，生活商谈

每个月250日元

有

无

《大家的日本语》（第1课至第50课）及日本的文化，生活习惯等学习。

免费

无

学校的教科书、问题集、作业、KUMON的教材

免费

无

无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语

免费

无

大人(初中生以上)

欢迎咨询

现在有初学到上级共4个班。第一个班《用日语来说话吧》第二个班《进一步日
1节课300日元。按学期收学费 (教材费另付)
语散步》 第三个班《日语初中级》第四个班《日语中级》学习中

名古屋市绿区浦里1－110

大人，孩子

有

名古屋市绿区大高町森之里2丁目

大人

有

Minami文化日语教室

南生涯学习中心

绿区

孩子日语教室

市营桶狭间莊第二集会所

市公交「下切」站步行5分钟

星期三

绿区

日语教室

市营桶狭间莊第二集会所

市公交「下切」站步行5分钟

第2个、第4个星期六

绿区

Hill's 日语 de Walk

德重地区会馆

地铁樱通线「德重」站即到

星期五 18：30～20：10

电话：050-5585-0621(Mutou）
邮箱：ankumi27@hotmail.com

名古屋市绿区鸣海町德重18−41

绿区

绿日語教室

市营浦里莊集会所

名铁本线「本星崎」站步行10分钟

星期四 19:30～21:00

电话：090-1757-9200
传真：052-891-3573

森之里

Fureai Station Midori no Sato
（森之里第2集会所）

星期六 19:30～21：00

电话：052－892－5963
传真：052－892－5963
邮箱：kazuko65kg@ezweb.ne.jp

孩子（5、6岁～19
岁）

《大家的日本语》
日语能力测试的学习

有(上课时间内
免费）

免费

无

50日元（1节课）

无

以孩子为中心，主要营造父母与日本人共生的氛围。

网址：http://www.758vietnam.com/
300日元/次 Facebook：Trungtam.MINAMI

有 300日元/1
次、折扣回数券
25次5，000日元

南区

19:30～21:00

茶道2次1,000日元
花道1次800日元

无

地铁名港线「东海通」4号出口步行5分钟

16: 30～17: 30

无

名古屋市中川区戸田四丁目2502

九番团地1号楼集会场

18: 00～19: 00

参加费用1节课250日元
（初级基础班需要另购教材）

无

中级会话：以角色表演练习为主
中上级阅读：通过阅读教材进行阅读理解及讨论
初级基础：使用《GENKI》教材。有英语的语法解释。

近铁「戸田」站步行8分钟

16:30～18:30

500日元/1节课（90分钟）

有
・也可以提供教材借阅
（270日元/30分
钟）

名古屋市热田区新尾头2-2-19 剧团名古屋 1
大人
层

第二个星期六，第四个星期六
电话：052-301-1624
（第二周，第四周是节假日时改为第一
邮箱：kikuko1308@seagreen.ocn.ne.jp
周的星期六）

星期四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原创教材，轻松快速的学习日语。教材付有罗马字注音，让您能轻松读出平假
名。专业老师教授常用日语。

负责人 名仓纪子
电话：090-1735-1988
邮箱:jlvn2015@yahoo.co.jp

由「金山」站南口步行5分钟

正在募集志愿者。无论是志愿者或者有学习意愿的人在
首次造访的话可于下午六点后直接到教室。如果方便的
话请事先通过邮件联络。

有需求的话可对应

大人（高中生以
名古屋市中区荣三丁目3－18－1Nadya Park 6层
上）

剧团名古屋 1层

有

1对1的个人课程
可根据学习者的个人需求个别指导
初学者・初级・中级・上级
会话、汉字、考试对策、敬语、其他内容可以商谈
初学者可以对应英文能力高的老师

日语之会 “语言”
电话：070-1613-1996
邮箱：jlangue2@gmail.com
网址：
https://jlangue2.wixsite.com/mysite
Facebook: nihongonokailangue

每个月2～3次，于星期六开课
13:30～15:00（中级会话）、15:00～
16:30（中上级阅读）、17:00～18:30
（初级基础）

上午

1,500日元（共15节课）

名古屋市中区橘2－8－55
名古屋市中区橘2－8－45

电话：090-1824-0848
邮箱：
higashibetsuinnihongoyoru@gmail.com

星期六

JR「大高」站步行15分钟

有（免费）

无

港区

日语教室

2,000日元（1学期）

大人

UR丰成团地4号楼1层 集会室

绿区

小班制授课。以重视日常会话为基础的班级。可以随时参加。

名古屋市中区荣三丁目3－18－1
Park 6层

Nadya Park 6层 名古屋市市民活动推 地铁名城线・东山线 「荣」站步行7分钟
进中心
地铁名城线「矢场町」站步行5分

（Yumeria德重3层）

无

电话：0568－78－1804
传真：0568－78－1804
邮箱：irohanihongonokai@yahoo.co.jp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Helping Hands and
Nadya Park 6层 名古屋市市民活动推 地铁名城线・东山线「荣」站步行7分钟（市 根据意愿星期一到星期五中选一天 9：
Hearts Japan
进中心及其他希望举办的地方（名古屋 民活动推进中心）、其他地址根据举办地点 00～21：00
电话：052-710-7479
市内及近郊）
而定
邮箱：japanese@hhahj.jpn.org

视听觉室

网址：http://aichinihongo.jimdo.com/

网址：
http://www2.aia.pref.aichi.jp/ikusei/j/nihongo/
main.html

星期四10:15～11:45

电话：052－961－7707（代表）
传真：052－961－7719
邮箱：seminar@nagoya-ywca.or.jp

有

名古

欢迎咨询

乐乐日语教室(孩子教室）

Trung Tam Minami日语教室

教材费《大

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二丁目6－1爱知县三之丸
大人
厅舍内

中川区

南区

名古

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二丁目6-1爱知县三之丸
大人
厅舍内

市公交「运河通3丁目」步行3分钟
名铁公交「丰成团地」步行5分钟

“Aula Do Kyuba”

无
每次学习时间为2小时。可以进行大量练习。偶尔会做日
＊旁边有付费停 本料理。也可以辅导孩子的学校学习。时间需要相谈。
车场
手机号码：090-3938-6555

邮箱：aloenagoyavol@yahoo.co.jp

星期五（节假日休息）19:00～20:30

富田地区会馆

有

有

等候

东别院日语教室・夜校

15,000日元（每节课1.5小时）

备注

无

大人、孩子

原则上星期四下午，
由于班级数较多请咨询

地铁名城线「矢场町」站步行5分钟

教材费 实际

星期四10:30～12:00（tea 沙龙12:00
～13:00）

地铁名城线或东山线「荣」站5号出口向东步
行2分钟

老松学区北部集会所

“Helping Hands”日语教室

丸美town mansion今

每个学期3，000日元

有无停车场

使用自己研发的教材
1～4班级、根据水平不同分别指导
春季4月中旬～7月中旬 13回
秋季9月中旬～12月中旬 13回
冬季1月中旬～3月中旬 10回

地铁名城线「东别院」站1号出口向东步行3
E-Able名古屋
分钟
（名古屋市 男女共同企划推進中心・
星期三・星期五
市公交 金山26系統 或者 昭和巡回系統
女性会馆）
「大井町」公交站前

语言之会

3-12-3

原则上星期五上午（每年召开3期，请咨
询）

名古屋YMCA国际学校“孩子日语班”

中区

中川区

有

名古屋市市民活动 地铁名城线・东山线 「荣」站步行7分钟
地铁名城线「矢场町」站步行5分钟

2017年4月～6月 东别院本堂下
室及其他
2017年7月以后 东别院会馆
中区

大人

地铁名城线「市役所」站5号出口步行5分钟

名古屋YWCA
中区

千种区京命1-2-8

（公益财团法人）愛知县国际交流协会
星期二13:30～15:00，
电话：052-961-8746
地铁名城线「市役所」站5号出口步行5分钟 星期五13:30～15:00、19:00～20:30，
传真：052-961-8045
星期六10:30～12:00、14:00～15:30
邮箱：koryu@aia.pref.aichi.jp

2层 研修室

ALOE日语教室Akasatana

中区

请咨询

电话：052-775-6386
090-9228-1192
邮箱：harue1192light@yahoo.co.jp

10:00～11:40

星期日10：00～11：30、12：00～13：
30、14：00～15：30
（公益财团法人）名古屋国际中心
※详情请咨询
「名古屋」站步行7分钟
电话：052-581-5689
地铁樱通线「国际中心」站2号出口（直达）
传真：052-581-5629
星期日10：00～11：30
邮箱：vol@nic-nagoya.or.jp
※详情请咨询

名古屋国际中心

费用

每年3个学期制
价格

「名古屋」站步行7分钟
星期一
地铁樱通线「国际中心」站2号出口（直达）

NIC日语教室

内容

入门～中级，小班制

地铁鹤舞线「净心」站步行5分钟

名古屋国际中心

日语能力测试对
应

无

Excellent京命 8层

名古屋市综合社会福祉会馆
（与北区役所同一栋楼）

招生对象

大人

市公交「南久留里」站步行2分钟
市公交「下坪」站步行5分

205

地址

名古屋市千种区星之丘（hoshigaoka）1-3

地铁东山线「星之丘」站4号出口步行3分钟 星期二

丸美 town mansion 今池

联系方式

电话：080-4547-9290
邮箱：hoshigaoka26kai@gmail.com

星之丘(Hoshigaoka)交流中心

今池日语教室

日语教室（面向听觉障碍人士开设）

上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