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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冬季 广岛大学日语、日本文化特别研修(中国) 招生简章 

 

广岛大学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 

各位 

    非常感谢您平日致力于与广岛大学的交流与合作。 

    此次，广岛大学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为了促进中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人才培养，开展

2019年度冬季广岛大学日语、日本文化特别研修(中国)活动。希望贵校能推荐对本日语研修

活动有兴趣的学生来参加。但是，被推荐学生是否有资格参加本研修由广岛大学决定，敬请

谅解。 

 

记 

 

1. 名称: 2019年度冬季广岛大学日语、日本文化特别研修(中国) 

2. 地点: 广岛大学东广岛校区以及校区周围，广岛市内等 

3. 日程: 2020年 2月 2日(星期日)来日～2月 17日(星期一)离日 

         (请参照另附日程表。但是，日程可能会略有变动。另外，机票请购买在日程表里 

         指定的航班。如有特殊情况，只能购买其他航班时，请即时跟我们联系。) 

4. 宿舍: 预定在广岛大学池上学生宿舍（校内），广岛大学山中会馆（校内），广岛大学学 

         士会馆（校内），广岛国际广场（校外），学校附近宾馆等。 

5. 费用：支付给广岛大学的费用(A)+(B): 

 (A) 研修费 8万日元，(B) 宿舍费约 4 万日元 

(A)研修费包含：东广岛市历史文化研修(半天)， 宫岛、锦带桥历史文化研修(一  

 天)，广岛市历史文化和平研修(一天)，京都历史文化研修(两天一夜)，在广岛机   

 场接送的费用 

         各自负担的费用:  

（1）来回机票，（2）餐费，（3）海外旅行保险费，（4）办理护照、签证的费用， 

（5）个人使用的交通费以及购买特产的费用等 

         ※ 本次活动不支付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6. 对象学生(1) 在学日语、日本文化的中国普通高等院校在籍本科生 

           (2) 具有一年以上的日语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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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够加入海外旅行保险 

7. 招生人数: 30名左右（申请者过多时，参加资格由广岛大学决定。） 

8. 结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 研修结束后，颁发结业证书和成绩证明书 

9. 申请方法、截止日期、咨询 

        (1) 请用电子邮件将（a）～（e）一起提交到 huncnc@hiroshima-u.ac.jp 

        （a）推荐名单（由推荐教师填写） 

        （b）参加申请书（由学生本人填写） 

        *（a）（b）文件，请以`Word(a)，Excel(b)文挡形式提出 

        （c）护照的复印件（如果尚未取得护照，请于取得后即时提出） 

        （d）脸部照片（一个月以内的近照，以 JPEG文档形式发送） 

        （e）成绩证明书（前一年全部科目的成绩证明，英文或中文） 

        (2) 截止日期：2019年 12月 16日（星期一） 

        (3) 申请咨询： 

广岛大学国际室国际部国际交流组  

            739-8514 広島県東広島市鏡山 1-7-1 学生 plaza 3F 

            唐  晨（tang chen） 

            电话：+81-82-424-4550 

            邮箱：huncnc@hiroshima-u.ac.jp                  

                

  ※收到申请之后，我们会在三天之内给予通知。如果没有收到通知，请即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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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冬季广岛大学日语、日本文化特别研修（中国）日程表
上午 下午

日 曜日 第一节 休息 第二节 午休 第三节 休息 第四节 休息 第五节 住宿设施

08:45-10:15 10:30-12:00 12:00-12:50 12:50-14:20 14:35-16:05 16:20-17:50

来日

1 2月2日 星期日 CA153北京机场8：15→（经停大连）→抵达广岛机场13：30；

MU293上海浦东机场17：55→抵达广岛机场20：40

开讲式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2 2月3日 星期一 校内参观

日语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14:00～ 东广岛市历史文化研修

3 2月4日 星期二 预定参观地点：　三城古墓，酒藏

日语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4 2月5日 星期三

广岛市历史文化和平研修

5 2月6日 星期四 预定参观地点：和平纪念资料馆（原爆资料馆），原爆塔，马自达博物馆，广岛烧体验等

日语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6 2月7日 星期五

宮島・錦帯橋歴史文化研修

7 2月8日 星期六

8 2月9日 星期日

日语 日本文化 留学生说明会、研究室访问

9 2月10日 星期一

日语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10 2月11日 星期二

京都历史文化研修

11 2月12日 星期三 预定参观地点：　伏见稻荷神社，三十三间堂，丰国神社，方广寺，平安神宫等

制作日式点心体验

12 2月13日 星期四 插花体验（池坊），六角堂

日语 日本文化

13 2月14日 星期五

日语 日本文化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14 2月15日 星期六 成果发表准备

日语 日本文化 成果发表会 结业式 送别会

15 2月16日 星期日

回国

16 2月17日 星期一 MU294 广岛机场9：15→抵达上海浦东机场10:55

CA154 广岛机场広島空港発14:40　（经停大连）　抵达北京国际机场18:20

广岛大学池上学生
宿舍／西条共同研
修中心／广岛国际
广场（预定）

立命馆大学宿舍

※课程内容根据情况能略有变动。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预定参观地点：龙安寺，岚山，龟山公园，金阁寺，北野天满宫，京都御所等

休日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

广岛大学池上学生
宿舍／西条共同研
修中心／广岛国际
广场（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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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冬季 广岛大学日语、日本文化特别研修（中国）实施计划科目 学生交流、相互学习内容 概要

注意： （1）课程内容有可能变动。

（2）根据参加学生的日语能力，计划同时进行带※记号的课程和「初级日语」课程。选课由参加学生与广岛大学教师协商决定。如果，参加「初级日语」课程，就不能参加带※记号的课程。

     需要注意的是，带※记号的课程需要N2以上水平的日语能力，为了能够大概理解课程内容至少需要N3以上的日语能力。但是，N3以下日语水平的学生也可以参加带※记号的课程。

不在教室里学的日语

通过“季语”学日本文化

日语及语法的记号学

现代日语的被动形及使役形

日本的育儿文化以及育儿特征

包袱皮与日本人的生活

日本的绘画-画卷的世界

小宫山 道夫 原爆与广岛和平纪念城市
副教授
（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

古代建筑与日本人

日本的建筑

折纸文化

日本的环境问题-环保和使再循环

日本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古代建筑物（比如神社，寺院，住宅，城郭）。从传统建筑物中了解日本人的智慧以及技术。

日语

日本文化

※
中川　正弘
教授
（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

外国人使用的日语与日本人使用的日语区别在哪里，通过错误的事例和外国人提出的问提事例来进行解说。

小倉　亜紗美
助教
（和平科技研究中心）

通过介绍包袱皮的由来和开始使用包袱皮的江户时代的生活，传授有效利用资源的重要性。介绍包袱皮的颜色和花纹的含义，最后实际体验包包袱皮。

今川 真治
教授
（教育学研究科）

日本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有关育儿的传统文化以及习惯。概括这些文化以及习惯的同时并解说对现代日本的育儿特征。

金田　晋
名誉教授 第一部：思索18世纪在欧洲产生的当今美学学问的意义。第二部：通过代表酷日本的动画片和漫画的远祖「鸟兽戏画」甲卷的图像进行学习。

地质学者对于日本文化的来源，探索珍惜自然的两国庭院文化，可能会发现两者间新的密切关系。

高原 良彦
（株）坂田建筑公司社长

冲村 雄二
名誉教授

说明日本建筑的传统技术和施工事例，介绍日本建筑的魅力和特征。安排实际操作。

探索中国和日本的庭院文化-访问中国的世界遗产

通过分析东广岛的垃圾分类方法，找出日本环保面临的问题。

千纸鹤是代表折纸。但是在本课堂中体验跟传统的折纸法稍微不同的折纸法。创作一个适合这个季节的作品。

本田　義央
教授
（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

佐藤 大规
学艺职员
（综合博物馆）

※

※

※
高永　茂
教授
（文学研究科）

通过解说“季语”的语言介绍日本文化，并说明写俳句的方法与规则，最后实际体验写俳句。

解说广岛的原爆被害和广岛和平纪念城市建设的特征。学习访问广岛的复兴历史。

深見　兼孝
副教授
（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

从现代日语的被动形及使役形方面解说现代日语的特征。

佐藤　暢治
教授
（北京研究中心）

预先学好的话，将来肯定有帮助的日语表达方式。

ハーレー　静代
日本折纸协会认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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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文化论

日本的传统运动和礼节-从武术到武道（剑道演技）

与广岛大学的大学生交流、相互学习时间的题目、内容的计划
（１）　日本与中国的学生生活比较
（２）　事先了解广岛市历史文化和平研修参观地点
（３）　事先了解宫岛、锦带桥历史文化研修参观地点
（４）　事先了解京都历史文化研修参观地点
（５）　日本的游戏（百人一首）
（６）　日本的游戏（接龙游戏，绕口令）
（７）　日语歌（唱日语歌）
（８）　自豪的事情
（９）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
（１０）　成果发表准备

等等

日本文化

百々　隆雄
原广岛国际动漫展览会事务
局局长（现广岛电铁）

动漫代表日本向世界宣传本国的现代文化。在本课堂通过从动漫产业和作品世界两方面的观点讲述日本的动漫文化，分析动漫文化并且学习综合理解的方法。

「柔道」，「剑道」，「空手道」有都包含「・・道」的共同点，背后还有代表日本文化的「华道」，「书道」的同样的思想背景。从运动和「礼节」的观点
解说日本人的行动礼仪。

渡部　和彦
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