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表示有休講日 代 : 表示為代課

程度別 担当先生 星期 時間

□ 進階五十音  Mika  (一)      (三) 10：30～12：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平成 Tomoko  (一)      (三) 10：30～12：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昭和 N5 Takashi  (二)      (四) 10：30～12：15 (二) 5,12,19,26, (四) 7,14,21,28

□ 大正 Takashi  (一)      (三) 10：30～12：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明治 Yoshika  (一)      (三) 10：30～12：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基礎文法Ⅱ(復習) (6-10課） Manabu (六) 10：30～12：15 (六) 2,9,16,23,30

□ 基礎文法Ⅲ(復習) (12-13課） Kanako (二) 10：30～12：15 (二) 5,12,19,26,

□ 旅行会話 N5～N4 Manabu (一) 10：30～12：15 (一) 4,11,18,25

□ 初級生活会話 N5 Manabu (四) 10：30～12：15 (四) 7,14,21,28

□ 初中級文法復習 N4 Tomoko (六) 10：30～12：15 (六)  2,9,16代,23,30

□ 初中級会話 N4～N3 Kazuyuki (二) 10：30～12：15 (二) 5,12,19,26,

□ 中級会話 N3～N2 Kazuyuki (四) 10：30～12：15 (四) 7,14,21,28代

□ 中級会話 N3～N2 Yutaka (六) 10：30～12：15 (六)  2,9,16,23,30

程度別 担当先生 星期 時間

□ 基礎五十音 Kazuyuki (二) 14：30～16：15 (二) 5,12,19,26,

□ 平成  Manabu  (二)      (四) 14：30～16：15 (二) 5,12,19,26, (四) 7,14,21,28

□ 大正 Kanako  (二)      (四) 14：30～16：15 (二) 5,12,19,26, (四) 7代,14,21,28

□ 明治 N5 Yoshika  (一)      (三) 14：30～16：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基礎文法Ⅲ(復習) (11-12課） Kanako (五) 14：30～16：15 (五) 1,8,15代,22,29

□ 初級文法Ⅰ Manabu (六) 14：30～16：15 (六)  2,9,16,23,30

□ 初級会話 Yutaka (三) 14：30～16：15 (三) 6,13,20,27  

□ 初級会話 Tomoko (六) 14：30～16：15 (六)2,9,16代,23,30

□ 旅行会話 N5~N4 Takashi (四) 14：30～16：15 (四) 7,14,21,28

□ 寫作技巧 N4 Tomoko (五) 14：30～16：15 (五) 1,8,15代,22,29

□ 初中級文法Ⅰ N4 Kanako  (一)      (三) 14：30～16：15 (一) 4,11,18,25 (三) 6代,13,20,27

□ 初中級会話 N4 Takashi (一) 14：30～16：15 (一) 4,11,18,25

□ 初中級文法Ⅱ N4～N3 Tomoko (二) 14：30～16：15 (二) 5,12,19,26,

□ 中級文法 N3 Yutaka (一) 14：30～16：15 (一) 4,11,18,25

□ 中級生活会話 N3 Mika (五) 14：30～16：15 (五) 1,8,15,22,29

□ 職場商用日文 N3～N2 Yutaka (六) 14：30～16：15 (六) 2,9,16,23,30

程度別 担当先生 星期 時間

□ 進階50音 Mika   (三)　　　(五)  19：30～21：15 (三) 6,13,20,27代 (五) 1,8,15,22代,29

□ 平成 Tomoko  (一)      (三)  19：30～21：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昭和 Manabu  (二)      (四)  19：30～21：15 (二) 5,12,19,26, (四) 7,14,21,28

□ 大正 N5 Takashi  (一)      (三)  19：30～21：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明治 Yoshika  (二)  　(五)  19：30～21：15 (二) 5代,12代,19,26, (五) 1,15代,22,29*

□ 初級文法Ⅰ  Kazuyuki  (一)      (三)  19：30～21：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初級文法Ⅰ Takashi (四)  19：30～21：15 (四) 7,14,21,28

□ 初級文法Ⅱ Kanako  (一)      (三)  19：30～21：15 (一) 4,11,18,25 (三) 13,20,27*

□ 初級会話 N5 Takashi (五)  19：30～21：15 (五) 1,8,15,22,29

□ 初中級文法Ⅰ N4 Tomoko  (二)  　(五)  19：30～21：15 (二) 5,12,19,26, (五) 1,8,22,29*

□ 初中級文法Ⅱ N4~N3 Kanako  (二)      (四)  19：30～21：15 (二) 5,12,19,26, (四) 7代,14,21,28

□ 初中級会話 N4~N3 Yutaka  (一)  19：30～21：15 (一) 4,11,18,25

□ 中級生活会話 N3 Manabu  (一)      (三)  19：30～21：15 (一) 4,11,18,25 (三) 6,13,20,27

□ 奈良(中級) N2 Kazuyuki  (二)      (四)  19：30～21：15 (二) 5,12,19,26, (四) 7,14,21*

* : 表示有休講日 代 : 表示為代課

程度別 担当先生 星期 時間

□ 平成 Yoshika  (二)      (四) 10：30～12：15 (二) 19,26, (四)14代,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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