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時：2018年10月11日（木） 16:30～18:00 

  場所/言語：東広島キャンパス 

           教育学部 【英語】K102講義室， 【日本語】K104 ， 【中国語】K201講義室 

   内容： 

 修学上の相談について 

 奨学金・保険について 

 入管関係手続きについて 

 生活相談と国際交流活動について 

 ハラスメント相談室からのお知らせ 

 心の悩み・怪我・病気の際の相談について 

 日本での就職について 

 アクセシビリティ―センターからのお知らせ 

 図書館からのお知らせ 

 学外団体からのお知らせ 

        担当： 広島大学留学生支援ネットワーク 

     （国際交流グループ，学生生活支援グループ，保健管理センター ほか） 



国际交流组 

桑原 晶子 
E-mail:  

kokusai-ryugaku@office.hiroshima-u.ac.jp 

 

 

生活咨询以及国际交流活动咨询 

学生Plaza 3F (8:30-17:15) 



国际交流活动 
MOMOJI>学生生活支援>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 

活动和新闻 紧急联络 

登录「Myもみじ」 



广岛大学的重要信息 

通知 停课・补课・ 
更换教室 



◆NOIE (国际交流网络) 

◆International Luncheon 

   每周四12：10～，学生plaza 1F 



垃圾分类原则 

购买指定的垃圾袋 

垃圾严格分类 

将分类的垃圾放在指定的垃圾袋里 

规定的收集日扔垃圾 

http://www.city.hiroshima.lg.jp/www/contents/

0000000000000/1330342884601/index.html 

在日本垃圾分
类十分严格！ 



国民年金和国民健康保险 

收到信件或者卡片时，请务必仔细阅读并 

确认信件内容。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请联系我们。 

◆外国人生活信息（东广岛市政府网站内） 

http://www.nenkin.go.jp/n/www/index.html


 

 

◆日本是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国
家。 

◆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请注意收集相关信
息。    

 ☞详情请参考今天所发放的资料 

《关于东广岛市的灾害信息的收集方法》 

 



◆请一定要携带国民健康保险证。 

 

◆在东广岛市和广岛市的官方网站上都有
介绍能够提供外语接待的医院。 

医院 



チョウ サン 

中 国 

A+ 

1990/1/23 IDEC 123-456-7890 

Sensei 123-456-7891 

张   三 

N/A 

N/A 

N/A 

鸡蛋，海鲜，酒精 

○ 

Hiroshima University Hospital 

紧急联络卡 
请随身携带此卡。 

填写范例： 

请填写家人的联系方
式或者其他事项 



广岛大学图书馆的介绍 
Hiroshima University Library 



中央图书馆 东图书馆 

西图书馆 霞图书馆 东千田图书馆 

广岛大学有 
5所图书馆 



借阅书籍方法 

借书时务必带上学生证 

本科生最多可以一次借8本书，期限为3周。 

硕士生、博士生最多可以一次借15本书，期限为1个月。 



学习区 

可使用多种学习室 



图书馆主页 
http://www.lib.hiroshima-u.ac.jp/ 

图书馆的主页上大家可以使用在线目录、电子期刊和数据
库等各种服务。 



 更加详细！ 

地点：中央图书馆1层 library hall 不需要预约 



Get y 

欢迎大家来到广岛大学 

保健管理中心保障大家健康地学习生活 

了解保健管理中心的活动， 

会对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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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中心 

保健管理中心咨询处 
 临床心理医生 野濑祥代 



• 是为广岛大学的所有学生和教职员而设立的，健
康管理的专门设施。  

 

• 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为目的开展活动。 

 

• 由医生（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护士，放射
科医生，临床心理医生等专业的医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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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健管理中心 



东千田校区 

东广岛校区 

普通门诊 
 

心理健康诊疗 心理咨询 

(内科)  
(健康管理) 

( 精神科) (健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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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管理中心的3个部门和分室 

保健管理中心 

霞校区 

东千田分室 霞分室 



内科诊疗/健康咨询 

急救 

牙科/妇科/泌尿科 健康咨询* 

体检 

发行健康诊断书 

心理咨询/治疗* 

学生健康咨询窗口*                            [*需要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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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健管理中心提供的服务 



 内科诊疗 

普通门诊 

• 感冒，腹泻等身体不适时，内科医生负责诊疗。 

     诊疗在工作时间内进行。 
 

• 并不能应对所有的病情。 
 

• 必要的时候会介绍外部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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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 

普通门诊 

• 受伤时进行紧急处理。 
 

• 即使在工作时间外，只要门诊开门就会处理。 
 

• 必要的时候会介绍外部的专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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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 妇科/ 泌尿科 健康咨询 

普通门诊 

• 接受牙科，妇科，泌尿科相关的健康咨询。 
 

• 牙科/泌尿科的咨询窗口设置在保健管理中心（东广

岛校区），妇科咨询窗口设置在健康管理中心和霞分
室。  
 

• 以上的健康咨询并不是随时开放的。 

      需要预约。 

              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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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体检 

普通门诊 

为新生提供体检 
   新生必须接受体检。  
 

定期体检 
    所有学生每年的4月（5月）必须接受定期体检。定期
体检每年进行一次。请确认体检的具体时间。 
     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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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健康诊断书 

普通门诊 

• 在申请奖学金，升学，参与就职活动时需要健康诊
断书。 

• 向在保健管理中心接受过体检的学生发行健康诊
断书。 

• 各个校区的普通门诊也可以发行英文的健康诊断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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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向当年接受体检的学生发行健康诊断书。 



保健管理中心普通门诊 (东广岛校区) 
  开放时间: 周1到周5 8：30～17：15 
       诊疗时间: 周1到周5 9：00～10：45, 12：15～15：00 

霞分室 (霞校区)  
   开放时间: 周1到周5  8：45～17：00 
   诊疗时间: 周1 9：00～10：45, 12：15～15：00 
           周4   9：00～10：45, 16：00～16：30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校区) 
   开放时间: 周1，2，4，5 9：45～21：10 
           周3 13：30～21：10  
   诊疗时间: 周3 18：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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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门诊 开放时间和诊疗时间 



保健管理中心普通门诊 (东广岛校区) 
          TEL  082-424-6192 
霞分室 (霞校区)  
          TEL  082-257-5096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小区) 
          TEL  082-542-6970 

 

 普通门诊邮箱地址 (所有校区通用) 

          health@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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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门诊 联系方式 



 心理健康诊疗 

心理健康诊疗部门 

• 精神科医生可以提供，没有精神，失眠，应对社
会环境时极度紧张等精神方面的问题咨询。 

 

• 必要时会介绍外部的医疗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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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中心心理健康诊疗部门 (东广岛校区) 
  诊疗时间: 周1到周5  9：00～12：00， 13：00～17：00 
霞分室 (霞校区)  
  诊疗时间: 周1，3，5  9：00～12：00， 13：00～16：00 
          周2               12：00～15：00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校区) 
  诊疗时间: 周2     1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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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 诊疗时间 
                                                               (需要预约)  
                                                      (※  请注意可能因各项活动使诊疗时间发生变化) 



      心理健康诊疗部门邮箱地址(所有校区通用) 

     mental@hiroshima-u.ac.jp 
  首次预约 留学生对应邮箱地址 

            rcounsel@hiroshima-u.ac.jp    
                                    ※  请尽量通过邮件的方式联系 
 

保健管理中心セ心理健康诊疗部门 (东广岛校区) 
          TEL  082-424-6186 
霞分室 (霞校区)  
          TEL  082-257-5096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校区) 
          TEL  082-542-6970 30 

心理健康诊疗部门      联系方式  



 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部门 

• 心理咨询专家（临床心理医生）会应对关于，学习，
升学，就职，人际关系，自身的性格等方面的烦恼
问题。 

 

• 必要的时候，心理问题治疗部门的精神科医生也会
进行辅助治疗。 

• 留学生可以用英语或者日语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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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中心心理咨询部门 (东广岛校区) 
       (日语)              周1〜周5  9：00-12：00，13：00-17：00 
       (英语・日语)   周1，2，3，5   9：00-12：00，13：00-17：00 
霞分室 (霞校区)  
       (日语)              周3, 5  9：00-12：00，13：00-17：00 
       (英语・日语)   周4    9：00-12：00，13：00-17：00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校区)   
       (日语)              周2   18：00-21：00,  周4 1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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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部门 咨询时间 
                                                  (需要预约)  
                         (※请注意可能因各项活动使咨询时间发生变化) 



  心理咨询部门邮箱地址 (所有校区通用) 

    shinri@hiroshima-u.ac.jp 
  心理咨询部门 留学生对应邮箱地址 

            rcounsel@hiroshima-u.ac.jp    
                 ※  请尽量使用邮箱联系 

   
保健管理中心心理咨询部门 (东广岛校区) 
          TEL  082-424-6187 
霞分室 (霞校区)  
          TEL  082-257-5096 
东千田分室 (东千田校区) 
          TEL  082-542-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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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部门 联系方式 



３．学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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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学生活的开始，你可能体会到很多压力。

作为留学生，离开祖国到国外生活，在不同的文化
中与从未谋面的人相遇，用有限的生活费维持留
学生活。 

•   这种时候，你的压力可能会通过以下的方式表现
出来。 

 
   □ 便得烦躁敏感       □ 睡眠问题 
   □ 不安       □ 没精神，没有干劲，变得抑郁 

 



解决压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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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感觉有压力是正常的反应，可以通过以下的方
式让自己变得轻松短 
   
• 减少工作量 
• 与他人交流 (朋友, 家人, 辅导老师, 支援室的职员)  
• 过更加健康的生活(按时吃饭, 运动,  
         保证充足睡眠, 保证与他人交流的时间)   

 

长时间感受到压力，自己无法解决时，最好是可以得
到专家的帮助。 



不要自己一个人为难，请去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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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健康状况时，大学生活有烦恼时，请去
咨询。 

       http://home.hiroshima-u.ac.jp/health/ 
 

• 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 如果不知道应该向哪个部门咨询， 

       rcounsel@hiroshima-u.ac.jp  
  请通过上方的邮箱地址咨询。 



保健管理中心 普通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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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中心 普通门诊 （学生
Plaza前） 

 

开放时间：周1到周5 8:30-17:15 
 

E-mail: health@hiroshima-u.ac.jp 
Tel: 082-424-6192 



心理问题治疗部门＆心理咨询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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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Plaza 4F 
 

开放时间：周1到周5  9:00-17:00 



保健管理中心 霞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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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管理中心 霞分室 
( 临床管理１階 ) 

  开放时间: 周1到周5   
                     8:45-17:00 
 

  Tel: 082-257-5096 



保健管理中心 东千田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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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 周1・2・4・5   9:45-21:10 
                        周3              13:45-21:10 

    Tel: 082-542-6970 

保健管理中心 东千田分室  
(创造未来中心 1F) 



１．国际就业规划中心 

地址 ： 学生Plaza2层 

时间： 周一到周五 8：30～17：15（除节假日以外） 

  
 

 

        简历・工作咨询（原则上需用日语） 

   提供咨询者：教职人员  职业生涯指导老师 

   咨询时间：1次30分或者1小时（10：00～17：00）  

   咨询内容：关于将来的打算和就职问题 

                        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人生 

            希望得到就职指导和相关情报以及建议 

    其它事项：需要提前预约（℡０８２-４２４－６９８３） 

    主页链接：http://www.hiroshima-u.ac.jp/gcdc 

 

国际就业规划中心的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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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留学生在日企就职 

非制造业占84.3%、制造业占15.7%（2016年度） 

非制造业有： 

●商业・贸易领域: 5,202人 (20.6%) 

●IT相关：2,374人 (9.4%) 

●饮食领域:1,334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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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以翻译、口译、销售、营业为主（2016年度） 

●翻译、口译: 7,515人 (24.0%) 

●销售、营业: 4,759人 (15.2%) 

●海外业务: 3,103人 (9.9%)        （以上均为合计人数） 

上一年度前辈们主要的就职公司。（2017年度） 

●马自达                        ●似鸟（NITORI） 

●镁光科技日本（Micron）        等等. 

•制造业有： 

  ●食品领域: 607人 (2.4%) 

  ●电器领域: 585人 (2.3%) 

  ●机械领域：534人 (2.1%) 



 ３．日本企业录用留学生的理由 

 ① 与国籍无关，积极选用优秀人才 

 ② 负责企业海外业务运营 

 ③ 企业的海外法人候补 

 ④ 负责企业海外拓展时的新业务  

期待专业性和全球化人才的加盟 



1月 2月 3月 4-5月 6月 7月- 

报名阶段  

企业说明会  

  

提交ES 

书面考试 

面试 

就职信息网
上的报名开
始日期是3

月1日 

４．就职活动时间表（2019年） 

44 2020年以后的时间表现在还没有确定 



 

 

    → 突出想在日本就职的理由和愿望・贡献度 

 

   

      → 短期内回国的人选很难被录用 

 

    

      → 强调日本人没有自己学到的知识，只有留学生才有的强项
来 吸引注意 
  

 

     → 在学生时代努力做过的事情 

   常见回答举例：打工和学习两方面能兼顾 

   

为什么选择在日本就职？ 

打算在日本工作多长时间? 

在日本，你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５． 面试时对留学生的提问 

其他方面 



 ６．日企就职须知 

日本企业（大型知名日企）就职所需 

  和日本学生同等的能力（相同的录用相同） 

  （１）日语能力 

  （２）文化理解能力 

  （３）专业知识（特别是理工科） 
 

所以作为就业的前提，日语水平应当达到 

  （１）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 

  （２）能够正确听取并理解 

        （３）能够阅读并理解文章 

  （４）掌握一定的写作能力 





学业咨询 

综合科学研究科 副教授 

河本 尚枝 

各研究科为大家配备了 

专门负责指导留学生的教员 

（留学生专门教育教员） 

                      



学业咨询内容（示例） 

○留学生和老师之间交流的问题及文化差异 

    (研究题目得不到认可、研究方式不同的困惑、无法得到应
有的指导等） 

○无法适应学习方法 

     (语言问题、上课方式的不同等) 

○与研究室的同学或者前辈关于共同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室使
用的分歧 

○不太明白事务人员那里得到的多种信息 

  (语言,、学位制度、学分制度、毕业证书等) 

○对于将来升学及就职活动的不安 



关于研究生（预科生）的新规定 

1．如果入学三个月之内没有缴纳学费，将被取
消继续在广岛大学学习的资格。 

 

2．研究生入学后，需要每月填写研究日志，请
及时将研究成果向大学汇报。 

 



新入学留学生支援制度 
 

【留学生生活援助员的活动】 

面向新入学的留学生提供的适应新环境的生活支援 

１．居住生活支援  
  接机，宿舍・公寓的入居手续和水电煤气的签约手续， 

  市役所和银行的手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地点指导等 

２．大学生活支援 
   学费免除・奖学金申请的手续 ，大学设施・设备的利用     

   说明，选课，新入生说明会的同行等 
  

• 新入学留学生的支援时间，可以和各支援室调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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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留学生的入国管理手续 

丸川阳子      

国际交流组 

E-mail:  

kokusai-ryugaku@office.hiroshima-u.ac.jp 
 

学生PLAZA 3F (8:3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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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在留卡，住址的提交 

• 从2012年7月9日开始，在留期限在3个月以上的人
都拿到一张“在留卡”。 

 

• 请大家一定随时随身 

  携带在留卡。 

 
 

• 一旦住所确定后，请携带护照或在留卡到市役所
（区役所）办理“转入申请”。 

• 日后若搬家的话，也要到市役所（区役所）提交
住所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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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 

• 若超过现在的在留期限但仍想继续在日本学习，
请在在留期限到期前进行“在留期限更新许可
申请”。 
 

• 本人的在留期限可以在在留卡或护照进行确认。 
 

☆申请地点・・・广岛入国管理局 

        （4,6,10,11月 可经由大学申请） 
 

• 毕业后，若在日本就职的话，需要申请“在留
資格変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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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卡 

贴在护照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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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资格外活动许可申请（想要打工兼职时） 

• 原则上是不允许留学生在日本工作获取收入的。但
是，在不妨碍学习的情况下，得到入国管理局的许
可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可以打工的。 

• 决不允许在在风俗业・风俗相关的行业等工作。 

• 酒吧、游戏厅、麻将厅、按摩店、情侣酒店、有陪
酒性质的餐厅、提供性服务的场所等不良娱乐场所
的打工或兼职、即使是清洗餐具或者打扫卫生也是
被禁止的。 

   

• 没有资格外活动许可而获得收入或报酬的情 

  况下，最高有可能处以200万日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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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卡背面 

贴在护照上的证明 

☆许可时间・・・每周28小时以内 
   （长假期中1天8小时以内） 

   （在广岛大学担任TA、RA等兼职的时候不需要资格外活动许可）  

☆申请地点・・・广岛入国管理局 
                  （4,6,10,11月 可经由大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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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关于再入国许可 

• 短期回国或海外旅行等情况，需要到支援室
领取“短期回国･国外旅行表格”，在出发前
填写必要事项并提交。 

 

• 在1年以内再次入境时，不再需要到入国管理
局申请“再入国许可”。 

 

• 出境时请务必在机场出示护照和在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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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关于再入国许可 

 
 

✔ 

请在“有再入国预定的短期离境”一
项前打对勾。 

请在“1年以
内”一项前
打对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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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关于休学 

• 如无正当理由3个月以上没有从事作为留学生
应该从事的活动（学习或者研究）的情况，
根据在留资格取消制度，将被取消在留资格
并且被强制回国。 

 

• 持有“留学”签证的留学生，由于经济原因
而休学的情况，是不能继续在日本居留的。 

 

• 休学期间不允许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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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网页：关于“MOMIJI” 

留学生支援 

入国・在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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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入国管理局 

地  址   广岛市中区上八丁堀2-31（广岛法务综合厅内） 

电话号码 入国·在留审查部门    082-221-4412 

 

１．广岛入国管理局对书面材料的受理时间为 ： 

       周一到周五（除法定节假日） 9：00～16：00。  

２．可以在各学院、研究科的学生支援室或者国际交流组领 

     取相关申请资料以及所需要的表格。 

    

入国管理局主页   

  http://www.immi-moj.go.jp/index.html 

 

 



アクセシビリティセンター 

  面向残障学生提供学业咨询・援助 

  无障碍环境的相关教育 

  培养提供援助的学生职员等的人才 

  研究开发新的援助方法 

广岛大学无障碍教育（协助辅助工具）中心 

  ACHU   Accessibility Center Hiroshima University  
 



为残障学生提供的学业援助 

由于残障等原因，出现： 

登录课程、上课等学业上的困难 

校内生活上的困难 

等情况时， 

    可以去所在学部・ 研究科申请援助。 



申请援助的流程 
① 咨询：支援室、无障碍教育中心 

② 写申请书：无障碍教育中心 

③ 提交申请书： 

  学部・研究科    商讨援助的必要性・决定 



援助内容 
课业援助 

对相关教职员工发送“关照请求” 

代写讲义笔记 

讲座的笔记翻译  等等 

校内生活援助 

校内的引导帮助 等等 



援助内容 

 教材援助 

 教科书・资料的电子化 

 资料的扩大复印 

 盲文翻译 

 影像教材的字幕制作 

援助机械的借贷 



咨询 

  无障碍教育中心 

学生Plaza2楼 

 咨询时间： 9:30 〜 17:30 

 邮箱: achu@hiroshima-u.ac.jp 

 电话 & 传真: 082-424-6324 

 网址:  

     http://www.achu.hiroshima-
u.ac.jp/ 

请提前预约！！！ 



关于广岛大学防止骚扰行为
的措施  

防骚扰谘商室  



 

广岛大学为了防止骚扰行为的发生特
别制定了相关规定。咨询室会对受害
者进行支援以及启发活动。 



骚扰行为主要指： 

性骚扰， 

职权性骚扰， 

学术性骚扰， 

精神性骚扰等。 

何谓骚扰？What Is Harassment? 

 



何谓骚扰？What Is Harassment? 

 

即使在同学或同事间也会发生，来
自指导教师、高年级生的骚扰，以
及大学职员对学生进行的骚扰。 



身体上的暴力、言语上的攻击，过
度的斥责・谩骂，威胁，极端漠
视・冷淡， 

无由的抱怨，怪罪，差别待遇，性
行为的指导，性方面的嘲弄以及跟
踪等。 

 

多种多样的骚扰行为 



 

老师对研究成果的要求十分严格，交不出
满意的结果，立刻就动怒，带给我很大的
压力。 

（学术性骚扰） 

事例（1） 



老师总是说 

“女人没什么用”  

“长得这么漂亮，成绩一定不会太好” 

“拿到学位以前，别谈恋爱”等话 

（性骚扰，性别歧视，性别骚扰）  

事例（2） 



在聚餐的场合上，强迫公开以前的
性经验。  

（性骚扰） 

事例（3） 



大家都有可能成为 

・被害者 

・加害者 

・不负责任的旁观者或者二次加害者 

有多种可能性 



未经对方同意的性行为是犯罪。 

此种行为会遭到刑事处罚以及大
学的处分。 

请大家注意 



防骚扰咨询室是校长直属的一个机构。 

咨询室内配有专门的咨询人员，与受

害者一起找出解决方法。 

何谓防骚扰咨询室？ 





周一～周五:13:00～19:00 
霞校区 

 



东千田校区 

 周五 : 13:00～17:00 



＊希望面谈的同学可以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等联系我们。 
 
＊当然，没有预约也可以前来咨询。 



我们会为大家保守咨询内容的秘密。 
 
在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我们不会将咨
询的内容泄露给任何人。 
 
我们将和大家一同探讨最佳解决方案并
付诸实施。 



奖学金  

房租补助 

保险 



 
 由大学推荐的奖学金 （约30个团体） 

 
 个人申请的奖学金 （约7个团体） 

 
 奖学金金额： 20000日元～150000日元（每月） 

 月         （会員からの寄付金 

民间团体的奖学金 



 详细信息将在“Momiji（もみじ）”上通 

知，请及时查看。 



东广岛市自费留学生住宅（房租）补助 

 补助金额  ¥6,000日元/月 

 补助时间  6个月(4-9月 或 10-3月). 

 补助人数  8-10 人 /学期 

 

申请资格 

 新赴日的留学生 
 租借东广岛市民间公寓的自费留学生 

 房租每月20000日元以上 

 录取之后，必须参加东广岛市的志愿者活动 



 详细信息将在“Momiji（もみじ）”上通 

知，请及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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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会保险 

 

  2.个人赔偿责任保险 

保 险 



治
疗
费/

医
疗
费 

社会保险①国民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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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费/

医
疗
费 

国民健康保険 

必须加入!!  

自己支付30% 
 



(1)老年基础年金  

   向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支付的年金。 

(2)伤害基础年金 

 向生病或受伤造成1级或2级伤害的人支付的年金。 

(3)去世者家属基础年金 

 被保险人本人去世后，对于依靠被保险者维持生计的家
属支付的基础年金。 

93 

社会保险②国民年金 

法律规定在日本居住的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
人，包括外国人在内都有缴纳保险的义务。 

但是，学生可以使用“保险费免除制度”（研
究生及非正规生）和“学生缴纳特例制度（正
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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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赔偿责任保险 



事故！ 

骑自行车撞到了行人，致使对方受重伤。 

向受害人支付2128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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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留学生附带学生生活综合保险 

给他人造成伤害时必须支付赔偿金。 

该保险是当学生成为加害者时需支付损害赔偿的一种
保险。 

广岛大学的留学生必须全员加入。 

个人赔偿责任保险 

（申请方法） 

在所属学院・研究科领取支付票 

          ↓ 

在邮局支付保险金 

          ↓ 

提交发票的复印件（写上学生证号码）到所属学院 



写作中心 



写作中心是什么地方？ 

• 指导论文和报告的写作 

• 研究生助教的1对1咨询 

• 助教不会单方面修改文章内容 

 

让大家学习自己发现 

自己文章的错误和问题的能力！ 



咨询内容 

• 可以咨询的文章为日语或者英语写作的学术
性文章 

–上课的报告，课堂发表资料，硕士论文等 

• 文章还没有写好也可以前来咨询 



 

• 广大的学生完全免费 

• 工作日的10:30-17:45 

• 预约优先 



请从网站进行预约 



在中央图书馆1层 



已经有很多学生前来咨询 

 

 

如果还在烦恼用日语写文章 
请来写作中心咨询 



广岛大学 
消费生活协同组合 



目录 

• 生协是什么？ 

• 広大生协的商店介绍 

• 加入生协的优点，加入方法，关于
Ｔｕｏ卡 

• 关于学生総合互助保障 

 

HIROSHIMA UNIVERSITY CO-OP since1971 

生协的介绍 

2018年10月 



生协是什么？ 

大学生协是大学生与教职员工组织的会员们共同出
资来运营的组织。在大学里负责福利卫生。 

 
出资 
留学生是
¥2,000 

利用 
书・文具・食品・
旅游商品等々 

参加 
·实现会员

的意见和
要求 



生协的商店介绍（详细在另纸） 

 生协商店 

大学生活中需要的准备。书・文具・食品・电脑etc… 

 旅游服务中心 

JR，机票，住宿的按排（日本国内与海外）。霞校区是
在ヴィオラショップ里面。 

 食堂 

从早到晚营业。帮助你的营养搭配好的食生活。也有
清真菜单。 

 房居 

介绍房组。 



加入生协的优点和加入方法 

 买书时，可享受九折优惠。 

 买东西时，如果用生协的电子货币「MYple（マイプ
ル）」付，有些商品会加积分。积累积分会自动充值
到Myple。付款结账更加快捷。 

 加入方法・・・在大学会馆，西2生协商店，北1生协
商店受理。当做出资金需要2000日元。 

 毕业时，退款出资金2000日元。 

 Ｔｕｏ卡・・・大学生协的信用卡。也可以在生协商店
里付款。 

 



学生総合互助保障是什么？ 

 为预防「生病」「受伤」「事故」等的万一的情况，学生
出资互相帮助的保障制度。 

 支付少量保险费就可获得安心的保障。 

 全天24小时，在日本国内期间、回国期间、海外旅
游期间都在保障对象之内。 

 此外，同时向大家推荐参加「学生賠償責任保険」 
→当对他人造成损失时需要的保险。 

 同时可以办理汽车保险。 

 加入的受理在「大学会馆1楼生协事务所」。 

 

详细请看另外发给的小册子。 



联系我们的方法 

 生协事务所（大学会馆1楼） 

 营业时间： 

 9:00〜17:00（平日）、9:00〜13:00（星期六） 

 电话号码：082-424-2525 

 ｅMail：honbu@hucoop.jp 

 Website:www.hucoop.jp 

 Facebook:www.facebook.com/hucoop 

 Twitter:@hucoop 

 



东广岛文化振兴协会 



东 广 岛 市 
  

外 国 人 交 流 中 心 



①地址 
②服务时间 

①地址 
②服务时间 



4月到3月，活动不断！ 奖品丰厚，机不可失！ 

上届最优秀
奖奖品： 

 
 



日语教室，Wai Wai日语， 
一对一日语 

①东广岛市日语教室 ③ 一对一日语 

②Wai Wai日语 



国际交流志愿者募集中！ 

职业律师， 
每月为大家提供
一次免费的法律
咨询服务。 



来自市政府的生活情报 来自交流中心的电子杂志 

 请参考此页资料。登
陆方法在这里哦。 
 

 如果您登陆，我们将
每月将“外国人生活
信息”电子杂志发送
到您的邮箱。 东广岛市 

外国人交流中心 



东广岛警察局 



 请勿酒后驾车。 
 依据国际驾照种类的不同，摩托车或电动车等

也是不可以驾驶的。 
 如果在日本驾驶摩托车或者汽车的话，请一定

要加入“任意保险” 。 

最低限度的交通规则 

包括电动自行车和 
装载有发动机的自行车 



 无驾照驾驶是违法的!  
  【持有国际驾照也未必有效】 

• 从入境日开始1年或者驾照发行日开始1年内，时间短的一方
将成为驾照的有效期。 

• 通过网络获得的国际驾照是不合法的。 
・  只有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国际驾照才是有效的。 

 在日停留1年以上有必要驾驶车辆的请尽早更换
日本驾照!! 

 具体请咨询广岛县驾照中心。 



 不可以擅自使用路边放置的自行车，否则将被视为偷
盗。 

 当你购买新自行车时,请在店内做好防盗的实名登陆。 
 转手自行车时，也需要进行变更防范登陆的手续。

（具体请咨询附近的警察站） 
 请一定遵守日本的自行车交通规则。 

关于自行车 

      参考：行人及自行车交通安全指南 



广岛县留学生 
活躍支援中心 

 



 
    

広島県留学生活躍支援センター 

Hiroshima Suppor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生活支援 

  奖学金 

 

文化设施等优待卡 

 

一对一日语学习 

 

交流活动 参加者募集中!! 

   11月23日（祝） 

     竹原野外调查 



预计在明年4月募集2019年的新成员！ 

ひろしま留学大使 
HIROSHIMA Study Abroad Ambassador 

向世界宣传在广岛的留学生活！ 

   @hsaa2014 

Follow Us! 



企业参观 

  

实习  

 

就职指导研讨会 

就职活动支援 



就职活动咨询 

    

企业说明会   

 

企业与留学生交流会 

就职活动支援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Follow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