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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最好的舒缓学习压力的方法就是参与课外活动。在日本，课外活

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比赛为目标，几乎每天都有团练的社

团；而另一种就是比较轻鬆的社团。 

 

加入社团可以让你在留学期间内结识更多新朋友，体验日本学生

的日常社团活动，例如忘年会，欢送会等等。 

 

这个指导书的目的是介绍广岛大学不同的社团，通过这本书也许

你能找到心仪的社团。 

 

这本书收录了不同社团的活动时间，场所，联络方式等等。因为

社团的活动时间有可能改变，所以我们建议你在加入社团之前提

前联络他们。 

 

当你打算联络社团时，你可以参考下面的日文邮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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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当你发电邮联络学会时，可以参考以下的范例，请在电邮中注明你的名字和国家。 

 

汉字版本: 

CIRCLE NAME の方へ 

はじめまして！ 

私は HUSA の留学生の NAME です。COUNTRY から来ました。CIRCLE NAME に興味があ

るので、メールしました。一回 CIRCLE NAME の活動に行ってみたいのですが、いつ、どこ

に行けばいいですか。お返事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平假名版本: 

CIRCLE NAME の かた へ 

はじめまして 

わたし は HUSA の りゅうがくせい の NAME です。COUNTRY から きまし

た。 CIRCLE NAME に きょうみ が ある ので、 メール しました。いっかい 

CIRCLE NAME の かつどう に いってみたい の です が、いつ、どこ に い

けば いい ですか。おへんじ を おまちして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ねが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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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介绍 

以下我们将介绍广岛大学其中 16 个社团，所有社团都欢迎初学

者。但是加入时间有限，大部份社团要求基本的日语对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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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kido (Budō) 心身统一合气道部: 

合气道部一週训练四次，请儘量出席所有练习。合气道部欢迎所有初学者。每年十一月都会有

大型的武艺表演。 

时间: 每周活动 4 天，每次 90 分钟 

地点:  
通常在西体育馆，有时会有老师指导，届时会在东广岛运动公园进行社团

活动 

费用: 需要缴纳入会费，每月会费及部费 

联系方式:  

Website: https://hirodaisinsintouitu.jimdo.com;  

Twitter: @hu_aikido; 

Email: hu_aikidou@yahoo.co.jp 

要求: 入部需要购买专门的衣服，活动练习时请将衣服带过来 

注意: 如果可以的话你需要参加每一次的训练 

https://hirodaisinsintouitu.jimdo.com/
https://twitter.com/hu_aikido?lang=en
mailto:hu_aikidou@yaho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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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道部 

弓道部主要集中于西洋箭术，我们欢迎所有有兴趣的人。部员在缺席训练前请先联络

部长。弓道部每年都会参加不同的比赛。 

时间: 

周一/三/五/六练习可以请假但需要事先和主将联系 

平日 16:30-19:00 

假日 9:00-12:30 

地点:  国际关系研究科和棒球场附件的射箭场 

费用: 月费 1000 日元 

联 系 方 式 :

  

Website: home.hiroshima-u.ac.jp/archery/intro.html 

Twitter: @2015HUAC 

Email: b170075@hiroshima-u.ac.jp (Kobayashi Hiromoto)  

       or b170188@hiroshima-u.ac.jp (Fujita Miho, English OK!) 

要求: 
到上手前都可以借部室的弓具，练习时请穿运动服。如果想体验，请事先联

络。入部先参加试射会 

 

  

http://home.hiroshima-u.ac.jp/archery/intro.html
https://twitter.com/2015HUAC?lang=en
mailto:b170075@hiroshima-u.ac.jp
mailto:b170188@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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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部 

拳撃部的大部份部員都以大賽為目標訓練。當然亦可以以輕鬆的心態參加。拳撃部每

年都會舉辦不的活動例如夏天的ＢＢＱ，在浴衣祭設立攤位，秋季馬拉松賽跑和冬天

的聯歡會等等。 

 

时间: 周三/五晚 6-9 点，周日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可以请假 

地点:  东体育馆 

费用: 半年社费 6000 日元 

联系方式:  
Twitter: @hirodai_boxing 

Email: b166423@hiroshima-u.ac.jp  

要求: 绷带费 1000 日元 

注意: 
练习拳击，以在比赛中胜出为主要目标。不过将社团活动作为单纯日常运

动也可 

https://twitter.com/hirodai_boxing?lang=en
mailto:b166423@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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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大学合唱团: 

合唱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合唱练习（理所当然的…）我们建议团员儘量不要缺席练习，

因为之后会很难赶回进度。每年年底都会有一个表演，团员亦可以参加广岛县内不同

的表演活动。 

时间: 

周二、四的１８：２０－２０：２０；周六的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不一定要每次练习都参加，但有机会需要在请假之后自行练习跟上教学进

度 

地点:  基本上在大学会馆旁的社团专用大楼３楼的号音乐教室 

费用: 月费 500 日元，主要是乐谱以及指导费用 

联 系 方 式 :

  

Website: https://hucchome.jimdo.com/ 

Twitter: @hucchome 

Email: hucchome@gmail.com 

其他: 于１２月举行一年一次的公演 

  

https://hucchome.jimdo.com/
https://twitter.com/hucchome?lang=en
mailto:hucchom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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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部: 

探险部的活动包括爬山，露营，远足等户外活动。每週每有一次聚会。放长假的时候

会到比较远的地方。部员不一定要去所有的活动。所以探险部欢迎所有喜欢户外活动

的学生加入。 

时间: 
周二/四开会，说明之后的活动。实际上的野外活动会利用假日及较长的假

期 

地点:  综合科学不的其中一间教室。野外活动地点视情况而定 

费用: 会收取社团费以及保险费 

联系方式: Twitter: @hutkb48 

其他: 部分活动会用到连身衣和睡袋 

  

https://twitter.com/hutkb48?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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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式网球部 (FINESHOT): 

 Fineshot 是广岛大学的硬式网球部。Fineshot 比其他硬式网球部更轻鬆，部员可以只

参加一部份的训练。每年会有超过１００人参加一年两次的训练营。 

时间: 周二/周四 17:00-19:00；六、日 10:00-15:00 

地点:  综科旁以及生物生产学部旁边的球场 

费用: 有社费但具体费用不明 

联 系 方 式 :

  
Twitter: @FINESHOT1991 

要求： 需要网球鞋和球拍。球拍可以向社团借用，球鞋请穿运动鞋。 

注意: 可以自己决定练球时间，也有现任球员有时只能参加一个小时 

https://twitter.com/fineshot1991?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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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部: 

结他欢迎所有喜欢弹古典结他的人。 就算你是初学者，亦不需要出席每一次活动， 但

我们希望在表演之前每一个人都尽力去练习。 结他部每年会有两次表演。 

时间: 每周周一和周四 19：00-21：00 

地点:  大学会馆的集会室或社团楼的会议室 

费用: 每月交纳 1500 日元 

联系方式:  
Twitter: @HirodaiGuitar 

Email: hugc@hotmail.co.jp or hugcguitar@gmail.com 

其他: 每年 6 月和 12 月会举行演奏会 

  

https://twitter.com/HirodaiGuitar?lang=en
mailto:hugc@hotmail.co.jp
mailto:hugcguit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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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式网球部: 

这是广岛大学最强，最严格的网球部。虽然我们欢迎初学者，但训练会非常严格和辛

苦，而且不能缺席任何练习。本部每年会有三个内部比赛。如果只是想体验一下本部

活动的学生，我们可以借出运动器具，但加入网球部的学生就必需自行准备。 

时间: 每週４次，每次３小时 不建议缺席 

地点:  网球场 Nr.5 

费用: 2500yen/月 

联 系 方 式 :

  

Website: https://hirodaitennisbu.wixsite.com/hirodaitennis, 

Twitter: https://twitter.com/hirodaitennis,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uangDaoDaXueYingShitenisuBu 

 

注意: “不只是一个网球部，亦是个令你成长的地方” 

https://hirodaitennisbu.wixsite.com/hirodaitennis
https://twitter.com/hirodaitennis
https://www.facebook.com/GuangDaoDaXueYingShitenisuBu


13 

热气球学会 B.C. 有顶天: 

B.C. 有顶天是个热气球学会，你可以体验乘坐热气球的感觉。我们只会在每年的十一月至四月

底之间于西条起飞。在其他时间我们会去日本不同的地方升空。所以这是个游览不同地方的好

机会。 

时间: 不定。按天气和参加人数而家。一般会在早上 

地点:  一般都会在东广岛附近，但有时亦会去其他地方 

费用: 入会费 3000yen，月费 3000yen 

联 系 方 式 :

  

Website: http://bcuchoten.wixsite.com/bcuchoten 

Twitter: @bcuchoten 

Email: bcuchoten@gmail.com  

要求: 最好带上劳工手套。不过亦可以借用. 

注意: 我们不会在五月到十月底之间于东广岛起飞 

 

  

http://bcuchoten.wixsite.com/bcuchoten
https://twitter.com/bcuchoten?lang=en
mailto:bcuchot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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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合道部: 

居合道是日本的传统剑道武术。我们欢迎初学者参加，而且不会强逼他们参加练习。我们每年

有两至三个表演活动。 

时间: 周一/四：１８：３０－２０：３０ 

地点:  综合科学部 K02 教室 

费用: 月费 500 日元 

联系方式:  

Website: http://hirodaiyagyu.wixsite.com/index 

Twitter: @hirodaiyagyu 

Email: b150956@hiroshima-u.ac.jp (Eiki Ryoga) 

要求: 裝备来说，刀和道服一共約需花费５万日元。社团有机会能出借刀具 

  

http://hirodaiyagyu.wixsite.com/index
https://twitter.com/hirodaiyagyu?lang=en
mailto:b150956@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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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学会「广岛跑手」: 

我们每週会有两次在学校附近慢跑。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来跑，完全不需要担心自己是初学者。

大家在慢跑的时候会一起聊天，所以这是个练习日语的好机会。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活动，例

如夏令营，在广岛大学摆摊等 

时间: 週一和週四，每次 90 分钟 容许缺席 

地点:  会在北体育馆集合 

费用: 免费 

联系方式:  
Website https://hirodairunners.jimdo.com/ 

Twitter @hirodairunners 

要求: 適合跑步的衣服和鞋 

  

https://hirodairunners.jimdo.com/
https://twitter.com/hirodairunner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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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徒步旅行社: 

学会活动主要有爬山和远足，但有时候都会有其他活动例如踩单车，滑雪等。在平日，我们会

有训练活动用以准备週末的远行。训练内容包括慢跑，急救等等。我倒每年会有两次远行，一

个在春天一个在秋天。. 

时间: 
周一/四有练习和讨论会，约从 18：15 到 22：00。随状况不同而变化活动时

长 

地点:  
在北体育馆集合，接着在走路能到的范围内爬山。周末可能会到广岛县内其他

地方，交通方式将为电车等。 

费用: 

会费一年 2500 日元，社团费用半年 3000 日元 

有一些器具或设备可以借用，但 雨衣、登山鞋等个人用品必须自行购入，

45000 日元左右 

联系方式 :

  

Website: http://huwv2015pv.wixsite.com/wandervogel,  

Twitter: @huwv2015 

注意: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material might be a challenging if your 

Japanese level is not advanced. 

 

  

http://huwv2015pv.wixsite.com/wandervogel
https://twitter.com/huwv2015?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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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贝拉社: 

我们欢迎所有喜欢唱歌的人。因为这裡有说英文的人，所以就算完全不会日语也没有

关係。另外，我们会唱日文和其他语言的歌。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表演和活动。 

时间: 无固定时间，通常为组团并自行讨论练习时间。通常为一次 2 小时 

地点:  大学会馆旁的社团楼 

费用: 前期 3500 日元，后期 3000 日元。会有所调整 

联系方式:  

Website: http://hirodaipde.weebly.com 

Twitter: @acappella_pde 

Email:  pdenyuudan2018@gmail.com 

要求: 无 

注意: 歌曲类型会包括日语/英文以及其他外国歌曲 

http://hirodaipde.weebly.com/
https://twitter.com/acappella_pde?lang=en
mailto:pdenyuudan20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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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部: 

舞蹈部会练习不同种类的街舞例如 hip hop, locking, breakdance 等等。我们对于部员的要求

较严格,所以如果你打算加入的话,请有心理准备要出席大量的练习。我们接受因事缺席。我们

每年会有几次表演,包括夏天的浴衣祭和秋天的大学祭。 

时间: 星期三：７至９点 星期天：１０至１２点 练习时间会在临近表演前加长 

地点:  北体育馆或总合科学部 

费用: 每年大約１５０００ｙｅｎ 

联 系 方 式 :

  

Twitter: @HirodaiRDC,; Instagram: @hiroshimarhythmic,  

Facebook: HirodaiRDC, 

Email:  b166369@hiroshima-u.ac.jp  (鴨木 皓平 KAMOKI Kouhei) 

要求: 室外和室内练习用的鞋子，适合运动的衣服 

注意: 
我们只会在春天招收初学者！如果你有跳舞的经验而想在四月以外的时间入

会，请先通知学会 

 

https://twitter.com/hirodairdc?lang=en
https://www.instagram.com/hiroshimarhythmic/?hl=en
https://www.facebook.com/HirodaiRDC
mailto:b166369@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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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学会: 

寿司学会的目的在于让日本学生和留学生透过不同活动互相认识，例如躲避球比赛，ＢＢＱ或

烹饪班等等。我们的目标是每个月举办至少两至三之活动。我们欢迎所有人参加这些活动。不

过，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话，我们建议你有良好的日语能力去共同组织这些活动。 

时间: 一星期一次，每次半至一小时。取决于部员可以在哪一天出席 

地点:  Student Plaza 的会议室 

费用: 免费 

联 系 方 式 :

  

Twitter: @2018Sushi 

Facebook:: SUSHI サークル/SUSHI Circle 2018 

Email: b172767@hiroshima-u.ac.jp (Risato Azami) 

要求: 没有 

注意: 就算你没有加入本会，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 

  

https://twitter.com/2018Sushi?lang=e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33656984102580/
mailto:b172767@hiroshima-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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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x Talk: 

这個学会的主要目的是透过游戏和讨论不同议题来练习英文。我们希望有更多留学生可以加入

我们帮助日本人练习英文，而日本人的会员也可以帮助留学生学习日文。加入这个学会是认识

日本人的最好方法，因为就算你不会日文，其他会员都可以说英文。你亦可以只参加一部份的

活动。 

时间: 通常一星期最少一次。日子不定 

地点:  总合科学部或西图书馆 

费用: 免费 

联 系 方 式 :

  
Twitter @talk_hirodai 

要求: 没有 

注意: 就算你不會日語，在這裡你也可以跟日本人做朋友 

 

https://twitter.com/talk_hirodai?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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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你找到有兴趣的学会了吗？在广岛大学，这裡有至少上百个学会和社团，

所以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找到这些学会和社

团。我们在製作这本指南书的时候遇上了同样的问题，以下是我们的一点

建议： 

总合科学部大楼的壁报板有很多学会和社团的海报，但当中有一些己经非

常残旧，海报的排列亦相当不整齐。所以我们建议你找一个日本朋友，并

询问他有关学会的事情。 

另一个方法是参加广岛大学四月的开学礼。这是直接跟学会成员见面的最

好机会，因为大家都会去招收新会员。不过有一些只会收一年级学生，请

先问清楚该学会的成员。 

你们可以在四月左右去 Spain 广场附近逛逛，那裡平时都会一些学会招收

新会员。 

我们衷心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令你享受一个精彩的留学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