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冬季 廣島大學日語・日本文化特別研脩(台灣) 招生簡章 

 

廣島大學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各位 

非常感謝您平日致力於廣島大學的交流與合作。 

此次, 廣島大學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爲了促進台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人才培養, 開展

2022 年度冬季廣島大學日語，日本文化特別研脩(台灣)活動。希望貴校能推薦對本日語研

脩有興趣的學生來參加。但是, 被推薦學生是否有資格參加本次研脩由廣島大學決定, 敬

請諒解。 

 

記 

 

1. 名稱: 2022 年度冬季 廣島大學日語・日本文化特別研脩(台灣) 

2. 地點: 廣島大學東廣島校園以及校園周圍, 廣島市內等（面對面的研脩） 

3. 日程:2023年 1月 29日(星期天)～2月 11日(星期六)  

(請參照另附日程。但是, 日程可能會略有變動。來日和離日時，請乘坐行程錶中註明

的航班。如果您因不可避免的原因而需要乘坐不同的航班，請咨詢以下聯繫方式。) 

4. 宿舍:預定在廣島大學池上學生宿舍(校內), 廣島大學山中會館(校內), 學士會館(校內), 広  

     島国際大廈(校外), 學校附近賓館. 

5. 費用:支付給廣島大學的費用(A)+(B):  

    (A)研脩費 8 萬日元, (B)宿舍費 大約 4 萬日元 

    (A)研脩費包含: 東廣島市歷史文化研脩(半天), 宮島、錦帶橋歷史文化研脩(一天), 廣 

    島市歷史文化平和研脩(一天), 京都歷史文化研脩(兩天一夜), 在廣島機場接送的費用 

    從這次開始，支付方法是用信用卡（Visa・MasterCard・銀聯在線支付）。詳情將另 

外通知報名參加的學生。手續費需學生本人承擔。如果不能用信用卡支付，請跟我 

們聯繫。研脩費必須在規定截止日期前及時支付。如果不能確認支付，將不被允 

許参加研脩。原則上，研脩費是不能退還的。 

 

      各自負擔的費用: 

(1)來回機票, (2) 膳費, (3)海外旅行保險, (4)办理護照的費用, (5)個人使用的交通費以

及購買特産的費用等 

      ※本次活動不支付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奨学金 



6.  對象學生 

(1) 在學日語、日本文化的台灣正規大學本科生 

(2) 具有一年以上的日語學習經歷 

(3) 能夠加入海外旅行保險 

7. 招生人數: 30 名左右(申請者過多時, 參加資格由廣島大學決定。另外，若申請者不滿 5 人，

也有可能中止研脩) 

8. 結業證書和成績證明書: 研脩結束後, 給与結業證書和成績證明書 

9. 申請方法、截止日期、諮詢 

請通過各高校的負責老師申請 

      (1) 請用電子郵件將（a）到（e）一起提交到 huncnc@hiroshima-u.ac.jp 

     (a) 推薦名單（由推薦教師填寫） 

 (b) 參加申請書（由申請學生本人填寫） 

  (a) (b)文件, 請以 Word(a),  Excel(b)文擋形式提出 

(c)護照的複印件（如果尚未取得護照, 請取得後即時提出） 

     (d)臉部照片（一個月以內的近照, 請添加図片（JPEG 等電子版）） 

 (e)成績證明書（前一年全部科目的成績証明, 英文或中文） 

    (2) 截止日期: 2022年 12月 19日（星期一） 

    (3) 申請諮詢:  

       廣島大學國際室國際部國際交流組 

 739-8514 広島県東広島市鏡山 1-7-1 學生 Plaza 3F 

         松場  美佳(Matsuba Mika) 

         聯繫電話:＋81-82-424-4550 

 Email:huncnc@hiroshima-u.ac.jp 

※ 收到申請之後, 我們會在三天以內給予回信. 如果沒有收到回信, 請即時跟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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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冬季 廣島大學日語、日本文化特別研修(台灣) 日程表 （所示為日本時間）

上午 下午
日 曜日 第一節 休息 第二節 午休 第三節 休息 第四節 休息 第五節 宿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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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 星期六 CI112　17:20 從桃園國際机場出發　20:40 到廣島机場

開學儀式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1月29日 星期天 日本文化 校園參觀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14:00～ 東廣島市歷史文化研修
1月30日 星期一 日語 日本文化 預定的目的地：　三城古墓、酒坊大街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1月31日 星期二 日語 日本文化

廣島市歴史文化平和研修
2月1日 星期三 預定目的地：　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原子彈爆資料館）、原爆圓頂館、馬自達株式會社、御好燒（廣島燒）製作體驗　…等，幾箇地方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2月2日 星期四 日語 日本文化

宮島、錦帶橋歷史文化研修
2月3日 星期五

2月4日 星期六 休息日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2月5日 星期天 日語 日本文化

留學説明會・研究室訪問
2月6日 星期一 日語 日本文化

京都歷史文化研修
2月7日 星期二 預定的目的地：　伏見稻荷神社、三十三間堂、豐國神社・方廣寺、平安神宮　…等，幾箇地方

和菓子（日式點心）製作體驗
預定的目的地：　龍安寺、金閣寺、銀閣寺、北野天滿宮、京都御所　…等，幾箇地方

2月8日 星期三 插花體驗（池坊）・六角堂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2月9日 星期四 日語 日本文化

學生交流・相互學習
2月10日 星期五 日語 日本文化 成果發表準備

成果發表會 結業儀式 歡送會
2月11日 星期六 日語 日本文化

離日
2月12日 星期天 CI113　9:00 從廣島机場出發　10:50 到桃園國際机場

※課程內容根據情況可能略有變動。

廣島大學池上
學生宿舍／廣
島國際大廈

調整中

廣島大學池上
學生宿舍／廣
島國際大廈



2022年度冬季 廣島大學日語、日本文化研修(台灣)實施計畫科目内容概要

注意: 課程內容有可能變動

迫田　久美子 從“了解”到“掌握”的日語交流的第二語言研究

教授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佐藤　暢治 教室裏學不到的日語

教授

（國際協力研究科）

高永　茂 通過“季語”學日本文化

教授

（文學研究科）

荒見　泰史 世界遺產宮島的歷史和文化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小倉　亜紗美 包袱皮和日本人的生活

講師

（呉工業高等專門學校）

日本的繪畫-繪卷的世界

小宮山　道夫 日本人的名字和歷史

副教授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清水 則雄 東廣島市的動植物〜從校園裏的生物到特別天然紀念物大山椒魚〜

副教授

（綜合博物館）

恒松　直美 理解大學國際化與異文化

副教授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友次　晋介 日本非核政策的展望

副教授

 (平和科學研究中心) 

名塩　征史 日語中的助詞

講師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折紙文化

本田　義央 日常生活中的日語

教授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松山 由布子

助教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溝渕 園子 從朗讀中感受日本童話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百々　隆雄 日本動畫的基礎知識

原國際動漫展覽會事務局

事務局長（現廣島電鐵）

柳本　大地 日語學習和認知心理學

講師

(森戶國際高等教育學院)

日本的傳統運動和禮節-從武術到武道(劍道演技)

金田　晉
名誉教授 第一部:思索18世紀在歐洲產生的當今美學學問的意義.第二部:通過代表酷日本的動畫片和漫畫的元祖“鳥獸戲畫”甲卷的圖像進行學習。

介紹全球化社會中大學國際化的現狀，理解與異文化間的社會理論和帶來的文化沖擊。

ハーレー　静代
(日本折紙會認定講師) 千紙鶴是代表折紙，但是在本課堂中體驗跟傳統的折紙法稍微不同的折紙法。創作一個適合這個季節的作品。

課程內容有助於進一步提升日語水平，重新理解助詞的種類，以及它和文型的關系。

解釋有關日本名字的歷史、特征、組成和有趣的地方。學習日本姓名的同時也試著一起回顧自己的姓名吧。

通過廣島以及長崎的被爆歷史,解說日本的非核政策的歷史形成過程.討論在市民社會以及政策負責人裏如何形成非核的堅強信念。

從棲息在校園的日本動植物，到日本固有種類世界最大的兩棲類動物大山椒魚的生態、環境以及如何保護等做介紹。

通過解說“季語”的語言介紹日本文化, 并說明寫俳句的方法與規則,最後实際體驗寫俳句。

學習“了解”和“掌握”的區別，使用不同的交流方法提升使用日語的能力。

予先學好的話, 將來肯定有幫助的日語表達方式。

對包袱皮的由來以及包袱皮使用初期江戶時代的生活做介紹。傳達有效利用資源的重要性。並且學習包袱皮顏以及圖案所表達的不同意思。最後實際體驗如何使用包袱皮的課程。

事先對世界遺產宮島的歷史文化進行學習，從“神之島”的角度出發，學習宮島歷史和文化的特點。

日語

讓我們一起回顧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日語。

日本文化

“柔道”,“劍道”,“空手道”有都包含“..道”的共同點,背後還有代表日本文化的“華道”,“書道”的同樣的思想背景.從運動和“禮節”的觀點解說日本人的行動禮儀。

學習日語的基礎上，一邊記單詞一邊理解其中的意義，再把自己所想的用外語表達出來。介紹一些在認知心理學領域針對這樣語言行動做的研究。另外，進一步介紹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結果和
學習方法，並在課上實踐。

理解童話裏的內容，練習用朗讀的方法豐富向他人傳達的表現力。

日本文學與藝術

學習誕生於日本的文學以及和文學有關的藝術。特別是假名和和歌的文化傳播，以及由文字和繪畫組成的畫卷。

動漫代表日本向世界宣傳本國的現代文化。在本課堂通過從動漫產業和作品世界兩方面的觀點講述日本的動漫文化，分析動漫文化並且學習綜合理解的方法。

渡部　和彦
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