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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科学省
《留学生就职促进项目》指定大学

东洋大学 2021 春季

您可以从这些讲座里深度学

商务日语讲座

习到商务场合实际需要的日
语、文 化 知 识、礼 仪、技 巧
等

各界专家亲临指导商务日语和商务技巧
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您可
以从各个领域的专家那里获
得 精 心 挑 选 的 主 题 的 指 导。
讲座的内容还包括能成为留

概

要

期

间

2021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2 月 10 日（星期三）

形

式

使用 Webex 网络授课

对

象

JLPT N２及格水平以上的外国留学生，

学 生 就 职 的 强 力 优 势“ BJT
商务日语能力测试”（日本汉
字能力测试协会）的考试对
策。如果您打算参加 BJT 考
试，我们极力推荐您有效运

或者是外籍社员

用此课程

※东洋大学以外的学生也可以参加。
※欢迎日本海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参加。

您可以从 20 个讲座中自由选
择感兴趣的课程。请借此机

名

额

每个讲座 1,000 名（先到先得）

参 加 费

免 费

的理解，并以此来建立您

报名时间

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1 月 27 日（星期三）

的未来职业规划

讲座报名

请扫二维码填写您的电子邮箱地址，讲座的

会加深您对商务日语和文化

报名详细将会发送到您所填写的邮箱地址
里。
（https://www.tugs.co.jp/businessjapan
ese_temporary/）

・讲座将全部用日语进行。
・无故缺席者有可能会被拒绝下一次的参加报名。

东洋大学留学生就职支援办公室
ml-biznihongo@toyo.jp

・您可以自由选择只参加一个或者多个讲座。

讲师介绍
2001 年进入三菱电机有限公司，负责稻泽制作所升降机电

筑波大学日语・日本文化学类专业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

器机械部件的采购。

日语教育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取得日语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4 年转职到 Recruit Career 有限公司，担任企业的人才

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中国复旦大学讲师、早稻

招聘支援和个人的职业规划顾问。2013 年开始担任企业经

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助手、东洋大学讲师。兼任东京大学、东

营管理及非应届毕业入职人员的选考和培训。2015 年开始

京外国语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的受聘讲师。研究领域为商务

就职于现在的公益财团，主要负责提高学生和社会人士的日

日语教育、日语教材分析、日语教材开发、日语教育史、语

语沟通交际能力，支援学校和企业人才培养等工作。

言政策史。曾荣获第 32 次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2017 年
度早稻田大学主席卓越教学奖、2018 年日语教育学会奖励奖、
2019 年博报堂教育财团研究助成优秀奖和 2020 年儿童设计

山田乃理子

田中祐辅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

东洋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推广部门部长

副教授

协会会长最佳设计奖。

1987 年，法政大学经营学部毕业。多年来一直从事负责应

广东海洋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毕业。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研

届生招聘和非应届毕业生招聘、人才介绍和派遣等与人力资

究科硕士・博士课程毕业，取得学术博士学位。曾任德国汉

源相关的工作。2006 年起，继日经转职网站“日经职业

堡大学、神户大学助手，神户艺术工科大学、日本经济大学

NET”后连续开设多个面向医生、药剂师、女性求职者等的

受聘讲师和专聘讲师。研究领域为现代日语语法、日语教育、

招聘网站，支援了无数人的就职和转职活动。2013 年开始，

日语学、语料库语言学，以日语学习者的视点进行现代日语

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举办「NIKKEI ASIAN RECRUITING

语法的文末表现研究和汉字汉语研究。运用语法・词汇的理

FORUM in 東京」，为亚洲各国重点大学的学生和日本国际企

论知识，为留学生讲解日语学习者的困难点、注意点，并介

业间搭建了桥梁。至今已经帮助超过 200 名海外大学生实现

绍各种提升日语能力的学习技巧。

了日本就职。除此以外，还经常面向日本学生和外国留学生

菅野善之

进行就职支援的演讲活动。

陈秀茵

有限公司日经 HR

东洋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执行官销售部总经理

讲师
独協大学外语学院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日语教育研究科

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语言学学士。大阪大学大学院现代日

博士课程毕业，取得日语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泰国早稻田

语学博士课程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东京大学

教育中心日语学校副主任讲师、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研究中

留学生中心，2002 年 4 月开始担任学习院大学副教授，

心助手、关西学院大学日语教育中心日语专聘讲师、语言特

2008 年 4 月开始担任学习院大学教授。在日语学研究和日

别讲师。研究领域为质的数据分析法、教师研究、实践研究。

语教育研究领域里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书籍、日语语法教
材等。还出版了《商务日语教育的发展和课题》
（ココ出版社），
在商务日语教育领域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牛窪隆太

前田直子

东洋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学习院大学

副教授

教授
受全国各种企业和团体的邀请，面向各阶层进行培训和演讲。

1970 年代后期开始从事面向日本研究者、外交官留学生、

持有一般社团法人心理健康协会认证的心理健康咨询师资格

商务人士的日语教育。1988 年设立神户市 Communica 学院。

证，ICC（国际教练联盟）认证国际教练、发达心理学协会

现在负责超过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商务人士、外籍

实践专家、BCB 认证协助者、BIA（公认社团法人日本婚礼

居民的日语教育。此外，还从事教师培训以及面向企业经营

文化振兴协会）第一届婚庆管理人。兼任东洋大学受聘讲师、

者和日本人职员的跨文化理解沟通培训。担任一般财团法人

索尼学园湘北短期大学受聘讲师、有限公司 MCS 的 CEO。

日语教育振兴协会评议员、公益社团法人日语教育学会理事、
商务日语研究会代表干事、一般社团法人日语教育支援学会
理事等。

远山详胡子

奥田纯子

有限公司 MCS

Communica 学院

CEO

学院长

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英语系毕业，先后任职于德意志银行东

出身于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市，索菲亚大学日本学专业毕业。

京分店、伊拉克巴士拉的日本企业分公司，后开始从事日语

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语言科学专业日语教育方向硕士课程毕

教育。取得学术硕士学位。曾任武藏野大学教授、大学院语

业，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索菲娅大学日本学专业博士课程毕

言文化研究科专业负责人・国际学部日语交流学科科长。历

业，取得日语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音声音韵学（韵律）、

任日语 OPI 研究会会长、学术日语协会事务局局长、商务日

语用论（待遇表现）、异文化间交流（对日观等）。曾担任大

语研究会代表干事、日本企业外国人留学生就业促进相关调

江健三郎《水死》的保加利亚语翻译，具有丰富的商务商谈、

查研究（经济产业省委托事业）研讨委员会委员、亚洲人才

政治行政会谈等的口译工作的经验。曾任索菲娅大学的讲师、

资金构想共同教育课程及教材开发委员会（经济产业省委托

准教授。现任东洋大学讲师，兼任茨城大学受聘讲师。

事业）委员、面向外籍居民的日语教育事业（文化厅委托讲

堀井惠子

座）负责人。建立了商务日语研究及相关教育的研究领域，
致力于在国内外展开最先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ANDREEV,Anton

武藏野大学

东洋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名誉教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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