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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市内的日语教室 
 

为大家介绍在公民馆等地方开办的各主要日语教室。授课原则上免费，但有的教室需要缴纳复印费等

教材费用；有的教室需要正式上课之前试听一次；另外，内容方面也可能发生变动，因此请务必事先

向各授课点咨询详细情况。 

2019年 5月 

 

 

 中  区

#1 广岛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 

①广岛国际会议场 3楼研修室 
（中区中岛町 1-5） 

②广岛国际中心 （中区中町 8-18） 
（广岛水晶大厦（広島ｸﾘｽﾀﾙﾌﾟﾗｻﾞ 6F）） 

活动时间： 
  ① 每周星期三 18:30～20:00(初级)   

①②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联   系：广岛日语教室 

Email: hiroshima.nihongo@gmail.com 

交通指南： 
广岛国际会议场（和平纪念公园内） 
①乘坐开往“吉島営業所”的广岛公共汽

车（24号线），在“平和記念公園”站
下车，步行 3分钟. 

  ②从广岛市内电车的“原爆ﾄﾞｰﾑ前”站步
行 5分钟。 

广岛国际中心  
从广岛市内电车的“袋町”站步行 5分钟。 

 

U R L: 

http://hiroshimakyoshitsu.wix.com/nihongo/ 

Facebook：广岛日语教室 

Hiroshima Japanese Class 
 

#2 日语学习会 

 
授课地点：广岛国际会议场 3楼研修室 

（中区中岛町 1-5） 
活动时间：每周星期四  10:00～12:00 
费    用：100日元/月 
报  名：随时 
联   系：日语学习会 

TEL 082-923-1580 

U R L: http://nihongo730.blog.fc2.com/blog-entry-2 

交通指南：①乘坐开往“吉島営業所”的广岛公共汽
车（24号线），在“平和記念公園”站
下车，步行 3分钟. 

  ②从广岛市内电车的“原爆ﾄﾞｰﾑ前”站步
行 5分钟。 

 

#3 广岛 YMCA日语志愿者教室 

 

授课地点：广岛ＹＭＣＡ专科学校 

      （中区八丁堀 7-11） 

活动时间：每周星期六  10:00～11:30 

2019年 4月～2020年 3月 

     ※有时教室休息，请事先确认日程表 

费    用：100日元／1回（教材费） 

报    名：随时 

联    系：TEL 082-223-1292 

Email: hymca.nihongo@gmail.com 

交通指南：①从广岛市内电车的「立町」站下车步行

3分 

②从广岛巴士中心步行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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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岛市中国归国者会 

＊主要针对中国归国者＊ 

 
授课地点：中央公民館（中区西白岛町24-36）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 
           10:00～12:00 
咨询电话：中央公民馆 Tel.082-221-5943  
交通指南：基町高中附近 

①乘坐开往“横川站”或 “大学医院”
的广岛公共汽车，在“西白岛”站下车
步行 5分钟； 

②从阿斯托拉姆线（ｱｽﾄﾗﾑﾗｲﾝ）的“城北

站”步行 5分钟。 

 

#5 春风日语志愿者 

 
授课地点：国際交流ﾗｳﾝｼﾞ（广岛国际会议场 1楼）、

留学生在册学校·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费  用：免费 
咨询电话：春风日语志愿者 

          事务局（佐藤
さ と う

） 

          Tel.  082-277-8330 

          Email: harukaze@feel.ocn.ne.jp 

交通指南：国际交流厅 
   ①乘坐开往“吉島営業所”的广岛公共 
     汽车（24号线），在“和平纪念公园” 
        站下车，步行 3分钟. 

      ②从广岛市内电车的“原爆ﾄﾞｰﾑ前”站 

步行 5分钟。 
 

 南  区 

#6 星期三日语俱乐部 
 
授课地点：留学生会館 

（南区西荒神町 1-1）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三 10:00～12: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留学生会馆 

Tel. 082-568-5931 
交通指南：从 JR广岛站向东步行 5分钟。 

方舟旅店（ｱｰｸﾎﾃﾙ）旁边。 

#7 大家的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留学生会館 

（南区西荒神町 1-1）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3:30～15:3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留学生会馆 

Tel. 082-568-5931 
交通指南：从 JR广岛站向东步行 5分钟， 

方舟旅店（ｱｰｸﾎﾃﾙ）旁边。 
 

#8 交流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青崎公民館（南区青崎 1-12-7）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9:00～21: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青崎公民馆 Tel. 082-281-3802 
交通指南：乘坐 JR山阳本线或者 JR吴线，在“向 

洋”站下车，步行 5分钟。 

 

 东  区 
 

#9 牛田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牛田公民館（东区牛田新町 1-8-3）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三 13:30～15:30 

＊休息日：年末年初、7月下旬 ～ 8月末、 
公民馆的休息日。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牛田公民馆 Tel. 082-227-0706 
交通指南：乘坐阿斯托拉姆线（ｱｽﾄﾗﾑﾗｲﾝ），在 

          “牛田”站下车步行 5分钟，东区体育中

心（東区ｽﾎﾟｰﾂｾﾝﾀｰ）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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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区 
 

#10 南观音日语志愿者组织 
 
授课地点：南観音公民館 

（西区观音新町 2-16-46）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8:00～21: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 南观音公民馆 

Tel. 082-293-1220 
交通指南： 乘坐开往広島ﾍﾘﾎﾟｰﾄ、或开往ﾏﾘｰﾅホップ

的公共汽车，在“観音新町 3丁目”站下
车，步行 5分钟。 

 

#11  日语教室·红叶 
 
授课地点：古田公民館（西区古江西町 19-15）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五  10:00～12:00 
费  用：100日元/月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古田公民馆 Tel. 082-272-9001 
交通指南：乘坐广岛市内电车的宫岛线，在“古江”

站下车步行 5分钟。 
 

#12 草津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草津公民館（西区草津东 2-20-7）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三 9:30～12:30 

每周星期六 13:30～16: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草津公民馆  Tel. 082-271-2576 

交通指南：从广岛市内电车宫岛线的“草津” 

          站步行 2分钟 

 

 安 佐 南 区 

 

#13 祇园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祇園公民館 

（安佐南区西原 1-13-26）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五 10:30～13:00 

春假・暑假・寒假期间的授课时间有所变  
动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祇园公民馆 Tel. 082-874-5181 
交通指南：①从 JR 可部线的“下祗園駅”步行 5 分

钟； 
 ②从阿斯托拉姆线（ｱｽﾄﾗﾑﾗｲﾝ）的“祇園

新橋北駅”步行 15分钟。 
          ③从“ＮＨＫ放送所前(NHK广播电视所

前)”公共汽车站步行 5分钟。 
 

#14 安东公民馆 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安東公民館 

（安佐南区安东 2-16-42）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五 18:00～19:30 

＊由于实行学期制，因此会出现没有开办
教室的空当儿期。 

费  用：免费 
报  名：授课期间随时报名，详细请咨询公民馆。 
咨询电话：安东公民馆 Tel. 082-878-7683 
交通指南：从阿斯托拉姆线（ｱｽﾄﾗﾑﾗｲﾝ）的 “安东”

站步行 5分钟。 
 

#15 佐东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佐東公民館 

（安佐南区绿井 6-29-25）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三 9:30～12:3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佐东公民馆 Tel. 082-877-5200 
交通指南：从 JR可部线的“七軒茶屋駅”站步行  

          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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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沼田日语教室志愿者组织 

 
授课地点：沼田公民館 

（安佐南区伴东 7-64-8）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3:00～16: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参加学习前需要参观 
咨询电话：沼田公民馆 Tel. 082-848-0242 
交通指南： 从阿斯托拉姆线（ｱｽﾄﾗﾑﾗｲﾝ）的“大原” 
          站步行 5分钟。 
 

 安 佐 北 区 
 

#17 真龟日语教室 
 
授课地点：真亀公民館          

（安佐北区真龟 1-3-27）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日 10:00～12:00 
          ＊年末年初休息。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真龟公民馆 Tel. 082-842-8223 
交通指南：乘坐开往大林车库（经过高陽 A団地）的 

广交公共汽车，在“寺迫公園”站下车步 
行 1分钟。 

#18 龟山公民馆日语教室 朋友 

 

授课地点：亀山公民館 

          安佐北区龟山南 3-16-16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日 

          10:00～12:3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龟山公民馆 Tel. 082-815-1830 

交通指南：乘坐开往“勝木”（经过虹山団地）的广 

交公共汽车，在“虹山団地下”站下车步 

行 5分钟。 

 

 安 艺 区 
 

#19 日语俱乐部 
 
授课地点：船越公民館 （安艺区船越 5-22-23） 
授课时间：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费  用：免费 
报  名：随时 
咨询电话：船越公民馆 Tel. 082-823-4261 
交通指南：从 JR山阳本线的“海田市”站 

          步行 7分钟。 
 

咨询处 

 

  广岛市外国人市民生活咨询处 

电话： 082-241-5010 

邮箱： soudan@pcf.city.hiroshima.jp 

✤可以从以下网页下载。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chinese/nih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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