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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的人们总是带着「谢谢」
的感谢之心。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坦率的心来观察、考察、行动。 

总是带着「感谢之心」 ，  

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意识」、「生存能力」的教育活
动，培养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的学生。 

「感谢之心」 “Feelings of gratitude” 

教育方针   
Educational Policy 



学生数 
（2018.5.1現在）  

Myanmar 5 Mongol 1 

Nepal 41 Philippines 3 

Vietnam 14 Sri Lanka 1 

China 4 Total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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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1年课程 

1 year course 
1.5年课程 

1.5 year course 
2年课程 

2 year course 

授课时间 
Total class time 

 

800小时／40周 
800 hours/40 weeks 

 

1200小时／60周 
1200hours/60 weeks 

 

1600小时／80周 
1600 hours/80 weeks 

 

入学时期
Enrollment month 

 

4月 
April 

10月 
October 

4月 
April 

授课时间带class 
time 

9：20～12：30 13：20～16：30 
9：20～12：30 

 

休息日 
holiday 

周六周日・节假日・暑假･寒假･春假 
・Saturday・Sunday・National holiday・Summer Vacation・Winter vacation・
spring vacation 



●授课形式  

✔ 每班10人～20人左右的少人数体制，细致指导  
 
✔ 实施由小团体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发表的活动型教学课程  
 

✔ 加入适当的课外活动和辩论活动，培养实践性的日语能力  
 
✔ 充实校外活动 

●授业时间 

✔ 分上午班和下午班 
 
✔ 上午班 ９時２０分～１２時３０分  ／  下午班１３時２０分～１６時３０分 
 

授业内容 About the class 



第一年 
初级～初中级 

第二年 
中级～上级 

Ｎ４～Ｎ３水平 

✔学习基础日语 

✔有用的日常生活对话  

 简单文章的读写 

Ｎ３～Ｎ２水平 

✔培养日语一般的对话，   

读写能力 

Ｎ２～Ｎ１水平 

✔高度日语综合能力 

✔强化日语运用能力  

✔为升入日本大学、专门学校作准备  

毕业＋升学等 

教学课程的例子 



教学课程表 

✔掌握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表达自己想法的日语能力。  
✔培养能够正确表达自己想法的「说、听、读、写」的四项能力，以
及 表达对各种主题的看法 
✔学习日常交流的基本礼仪和礼节。 

课时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第一节课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第二节课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主教材 

第三节课 听力 主教材 听力 主教材 听力 

第四节课 读写 听力 读写 听力 作文 



●大学 
 
 松山大学、愛媛大学 等 

●专门学校 
 
 河原电子商务专门学校 国际旅游商务专科 

  
 其他ＩＴ、商务，汽车维修、旅游观光等 

●就业（包括回国后就业）  

  
 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等 

毕业 

毕业后去向  The course after graduation 



上课的样子 

班级制，重视个别指导 生活指导员辅导在日本的生活 

体验书法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河原学园联合入学典礼 交通安全讲习会，学习日本的交通规则  

河原学园校园祭、销售亚洲食品、日语演讲大赛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年度时间表 



８月 ９月 10月 11月 

参加24小时电视的志愿者活动  

在松山祭中，和日本学生进行交流 

10月生的入学典礼  10月开始后期的课程 

在有名剧场里，观赏音乐剧  

去广岛做社会调查，同时享受旅游！ 



圣诞晚会 
做蛋糕或玩游戏  

 班级活动 
在班级的各种活动中加深同学们之间的友谊  

参拜椿神社，接触日本文化  

毕业典礼 
朝着各自的发展方向迈出新的一步  

12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体育节  

•河原学园的9所学校的联合体育祭！  



●宿舍信息 

✔ 位于从学校步行大概15分钟～自行车 5分钟左右 
 
✔ 2人～ 4人合租一间房间（根据房间的大小）  
 
✔ 每一个房间都有厕所、浴室 
 
✔ 饮食上基本是自己做饭  

偶尔也在外面吃饭！ 

宿舍的生活 Dorm Life 



打零工 part time job 

・留学生可以打零工  一周28小时，长期休假一天8小时。  
 
・入学一个月后，学校内考试合格的话，可以开始打工 。 

便当工厂 清扫员 

Bed making 

 

服务员 waiter 

店员 store clerk 



大街道 （Shopping Street） 

商业街（Shopping Street） 

星巴顿咖啡屋 
（Starbucks Coffee） 

    高岛屋 

（Department Store） ＧＥＴ（Shopping Center） 

学校周边 Around the school 



しまなみ海道 

四国カルスト 

爱媛县松山市  Matsuyama City,Ehime 

被山和海包围的自然宜人的城市 



●位置 

●气候 

●人口 

・位于爱媛县的中心位置  
・由包括陆部和濑户内海的9有人岛在内的30个岛以上构成  

・气候温暖，一年的平均气温在16.5度左右。  

・整体上雨水少，积雪量也很少 

・台风也很少经过，得天独厚的温和气候 

・人口 大约５１万人 
・居住的外国人数 大约２８００人 

关于松山 About Matsuyama City 



・以正冈子规和高滨虛子而出名，具有「俳句 」（“Haiku”）之称的城市 

体验俳句（Experience of Haiku） 

・以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舞台为街道  
 

 

能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日本文化 
 

是学习日语的最佳环境 

文学的城市 松山 Matsuyama -City of Literature  



春天是樱花，秋天是红叶可以
享受不同季节的风景  

道后温泉 Dogo Hot Spring 松山城 Matsuyama Castl  

有三千年历史 
日本最古老的温泉 

充满历史情趣的小城  
Matsuyama has Traditional Atmosphere 



松山城 
Matsuyama Castl  

道后温泉 
Dogo Hot Spring 
 

参观松山市内  Matsuyama City Tour 



蜜柑 
orange 

今治毛巾 
Imabari Towel 

鲷鱼饭 
Sea bream rice 

爱媛县的特产 
Local specialties 



Shimanami 海道 
Shimanami Kaido 

爱媛县～广岛县    59.4 
km 

自行车 
cyc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