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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幸福未来的教育学舍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培养专业人才。

广岛国际大学、大阪工业大学、摄南大学、常翔学园中学·高中、常翔启光学园中学·高中

◆入学考试中心［东广岛校区］

◆官方网站
◆邮箱地址

电话 81-823-70-4500（直通）

http://www.hirokoku-u.ac.jp
HIU.Nyushi@josho.ac.jp

学校法人 常翔学园

东广岛校区
〒737-0112 广岛县吴市广古新开5-1-1 〒739-2695 广岛县东广岛市黑濑学园台555-36
吴校区

保健医疗学院心理学院

医疗福利学院护理学院

药学院

医疗营养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广岛校区
〒730-0016 广岛市中区帜町1-5

医疗经营学院

上学交通方便！ 距离JR新广站徒步7分钟 位于以建设国际学术研究城市为目标的东广岛市 距离JR广岛站徒步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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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国际大学建校于1998年，办学理念是“以保健、医疗和福利为中心创

造世界和平的大学”。位于东广岛市，最初设有2个学院。现已在东广岛市，

吴市，广岛市的3个校区，拥有8个学院10个系10个专业，发展成一所培

养各类专业人才的健康，医疗，福利综合大学。努力培养能为社会、为他人，

为社区作贡献的专业人才，顺应时代的发展。目前本校约4200名学生正在

跨越学院，系科的框架，互相切磋学习。

2018年将迎来建校20周年。本校的未来目标是将学校办成一所“共创幸

福未来的教育学舍”。 本校的远景是希望跟本校有关的所有成员能够通过共

同学习、共同成长，“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在校学生、教职员工、毕业

生以及各位家长和社区居民能以本校为桥梁加深交流，携手共进。人与人之

间能互教互学。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能跟很多人相遇，共同成才的学舍。是

一所祈求每个人的幸福，并能将其实现的高等教育机构。

很多人相遇，共同成才的学舍。

The University has

成为世界的HIROSHIMA

水乡，广岛

广岛县在日本国内的排名
知名度 第 11 位
魅力值 第 21 位
信息开放度 第 20 位
居住吸引力 第 16 位
到访率 第 14 位

面向濑户内海，受惠于大海，群山的城市——广岛。乘坐新干线，距福冈约1小

时车程，距新大阪约2小时车程。目前共有约285万人居住在广岛县内

（2017年）。广岛市作为全世界首个原子弹受害城市，深知和平的可贵，每年

有超过6600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到访。

广岛是中四国地区的大都市，由各具特色的18个市町所组成，包括6条河川

流淌而过的美丽水乡——广岛市；支撑日本的工业都市——吴市；拥有优良

水质和田园风景、以及7座酿酒库的东广岛市等。

老龄社会的范本
老龄化领先世界并快速增长的国家——日本。在

医疗和福利领域，日本正在各地采取根据社会实

际情况，让人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为目标的社

区综合护理等新的对策。这些知识和见识将作为

未来面临老龄化社会的其他国家的先例，成为宝

贵的“知识财富”。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严岛神社
（照片提供：广岛县）

Japan has
老年人口（26.6%）
（65 ～）　

劳动年龄人口（60.8%）
（15 ～ 64）

少儿人口（12.5%）
（0 ～ 14岁）　

资料：总务省统计局《2015年国势调查 将年龄、国籍不详按比例分配后的人口（参考表）》（总人口）

出处：品牌综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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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口 1亿2709万人 （截止2015.10.01）

对广岛县的主要印象
可以参加或观看体育比赛 第9 位

有充满魅力的街道和历史建筑 第8 位

有充满魅力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第5 位

有想买的特产 第9 位

有代表当地的产业或企业 第10 位

广岛县的县警察
警察署数量 28
派出所数量 153
驻在所数量 141

广岛国际大学校长 博士（医学）

烧广  益秀

校区

学生数（学院）

合作学校

从事医疗行业的
人数
（毕业生）

3
4227
8151

学生宿舍 房间数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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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美利坚合众国 短期药学实习）
●贝佛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教育合作）
●摩斯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田纳西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英国 交流协议）
●越南国立药用天然物研究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胡志明医科药科大学（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科学、教育合作）
●大田大学（大韩民国 学生交流）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中台科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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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医疗行业的
人数
（毕业生）

3
4227
8151

学生宿舍 房间数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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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美利坚合众国 短期药学实习）
●贝佛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教育合作）
●摩斯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田纳西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英国 交流协议）
●越南国立药用天然物研究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胡志明医科药科大学（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科学、教育合作）
●大田大学（大韩民国 学生交流）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中台科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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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by Department Campus Life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HIU

5 个学院 6个学系
将招收留学生。

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健康、医疗、福利领域的综合性大学，

共有8个学院10个学系10个专业。

2018学年度共有5个学院6个学系7个专业

招收留学生。

Financial Aid
为减轻留学生的经济负担，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帮助。

Regular events in the 
University Yea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护理福利学专业

通过多个职种维护生活质量的护理福利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护理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1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福利居住环境协调员
※1.2017年3月的毕业生在毕业时便可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由于制度有所变更，作为过渡措施，2018年度入学的学生，
　　可按以下任一方法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①毕业后拥有5年现场经验 ②毕业时参加国家考试

护理签证

★在读期间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 ☆可以获得报考资格 ◎毕业时自动获得的资格证书 ○修完指定科目后可以获得的资格证书 ※国家考试合格率为2016年度本校合格率（应届生）　
　　　　　　　　　可以取得就劳签证的国家职业资格 即便是无法取得就劳签证（医疗）的学系，也有不少留学生在毕业后成功取得了人文国际签证，在各种企业中工作。护理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医疗福利学专业

将用户的声音传达给社区 成为以合作力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精神保健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保育学专业

培养拥有福利之心与福利知识的保育士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保育士（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57.7% 52人中30人
社会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25.8%）

100% 3人中3人
精神保健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62.0%）

心理学院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心理学系

连接“人”与“人”的实践型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认定心理士（日本心理学会认定资格）
○社会调查士（社会调查协会认定资格）
儿童辅导员任用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睡眠改善指导员
　（日本睡眠改善协议会认定资格）
★服务接待检定（实务技能检定协会主办）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理学疗法学专业

具备临床实践能力并引领日本的理学疗法的发展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理学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支撑做人的基本能力——交流能力与
饮食能力的新型康复专门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语言听力治疗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98.5% 67人中66人
理学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90.3%）

［国家考试合格率］

［国家考试合格率］82.6% 23人中19人
语言听力治疗师
（全国平均为75.9%）

［国家考试合格率］

70.6% 17人中12人
义肢矫形师
（全国平均为87.0%）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支援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义肢矫形学专业

用心制作。用技术支持。为了世界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义肢矫形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 ［4年制］

作业疗法学专业

成为精通脑科学的帮助患者回归社会的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作业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护理学院

吴校区［4年制］

护理学系

成为活跃于社区医疗工作现场的看护师、保健师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看护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　　　　保健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3
养护教师二类执照（即学校保健室医师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第一类卫生管理者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96.0% 50人中48人
作业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83.7%）

医疗经营学院

广岛校区※2［4年制］

医疗经营学系

面对生命的经营学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诊疗信息管理士 ★医疗信息技师
★医业经营管理能力检定 ★医疗经营士
★Medical Clerk（医疗事务技能审查考试）
★Doctor’s Clerk（医师事务作业辅助技能认定考试）
★IT认证 ★簿记
★财务规划技能士

※2.计划于2020年度起迁至东广岛校区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3.鉴于校外实习人数有限，采用选择制。
　　（2017年度25人左右）

97.5% 
120人中117人看护师（全国平均为88.5%）

国际医疗福利演习

保育实习室医院管理演习室

护理实习室

运动学实习室

听觉系实习室

精神生理学实验室（睡眠实验室）

针织品手工艺绘画实习室

基础看护学实习室

机械实习室

广岛国际大学面向留学生开展以下各种活动。日本学生也会

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是加深交流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积极参加

活动，与学长和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各种交流，找到“适合自

己的大学生活”。

学    院 常规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减免后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为帮助留学生培养大学学习期间所需的日语能力，我们还以

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日本语Ⅰa/Ⅰb》和《日本语Ⅱ

a/Ⅱb》，以及帮助留学生了解日本生活和文化的《日本事情

Ⅰ·Ⅱ》。这些科目的学分可算入毕业所需学分中。

对于不满足于日语课的学习时间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会安

排日语老师进行个别指导，以期尽快提高留学生的日语能力。

另外，对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会随时给出建议。

1开设《日本语》、
《日本文化·事情》科目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理学院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1,141,000日元

1,141,000日元

2减免常规学费的30%

4月 留学生欢迎会

7月 社区交流活动“饺子教室”

1月 国际交流送别会·研究报告会

入学后后不久，外国留学生
新生与在校生首次交流
的欢迎会。尽快与学长
和朋友们建立良好
关系的机会。

在一起制作饺子的过程中，让留学生、日本学生和黑濑町
的居民加深社区和食文化的交流，促进友好。

12月 日本文化体验会
每年定期举办的活动。去年
与东广岛市社会福祉协
议会合作，体验了打年
糕的活动。促进学
生与当地居民建
立友好关系。

庆祝留学生修完
课程后毕业，并举办
了研究成果的发表会及
送别会。为协助当年国际
交流活动等的在校生也会参
加，畅谈学生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回忆。

招 生 学 院 、学 系（ 专 业 ）

报 名 资 格

选 拔 方 法

选 拔 日 期 和 会 场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受本校承认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参加了2017年度或2016年度日本留学考试的“《日本
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学》”者
※出题语言指定为日语。

●日本留学考试（“《日本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
学》”）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获得本校批准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N2”或“N1”者

符合❶～❸中任何一项，并同时符合❹及❺中的条件者。
※后期入学选拔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综合康复学院

学 院 学 系 · 专 业

选拔类型

前  期 2017年11月4日（六）

2018年2月11日（日）后  期
（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选拔日期 选拔会场

广岛校区
（广岛国际大学）

医疗福利学系

心理学系
医疗经营学系

康复学系

康复支援学系
护理学系

医疗福利学专业
护理福利学专业
保育学专业

理学疗法学专业
作业疗法学专业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义肢矫形学专业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护理学院

本校有宿舍，共有1,638个单人间。每个房间内有约11.5㎡

的地板和约6.5㎡的厨房。房间内有浴室、卫生间、空调、床、桌

子等。入读本校的留学生可优先入住。

厨房

收纳小推车

碗柜

餐桌

阳台

空调

约26㎡

玄关

热水器

厕
所

洗
手
台床

带收纳
抽屉

浴缸

桌子 书架

◎内设物件
·空调
·收纳小推车
·餐桌
·圆椅
·碗柜
 ·窗帘
 ·床
 ·书架
 ·桌子
 ·椅子
 ·晾衣杆
 ·厨房

房间费用：每月20,000日元～ 22,000日元（含公共费用）
（每月常规费用为40,000日元～ 42,000日元。留学生有20,000日元补助※）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4可优先入住学生宿舍

②外国留学生学生宿舍、学生研修楼房间费用补助金制度
每月补助20,000日元房间费用

①外国留学生校内奖学金制度（补贴制）
每月给予20,000日元奖学金

※房间费用为常规费用40,000日元～ 42,000日元
　减去20,000日元后的金额。

※①、②中仅可选择一项。（无法并用。金额会每年调整）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费用减免仅限根据本校计算标准经审核被认定为因经济原因难以继续学业者。
※第1学年的学费与上述金额不同。　※入学时另需入学金250,000日元。

3外国留学生支援制度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心理学部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支援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看護学部医療経営学部

介護福祉学専攻

医療福祉学専攻

保育学専攻

心理学科

理学療法学専攻

言語聴覚療法学専攻

義肢装具学専攻

作業療法学専攻

看護学科医療経営学科



Courses by Department Campus Life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HIU

5 个学院 6个学系
将招收留学生。

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健康、医疗、福利领域的综合性大学，

共有8个学院10个学系10个专业。

2018学年度共有5个学院6个学系7个专业

招收留学生。

Financial Aid
为减轻留学生的经济负担，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帮助。

Regular events in the 
University Yea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护理福利学专业

通过多个职种维护生活质量的护理福利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护理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1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福利居住环境协调员
※1.2017年3月的毕业生在毕业时便可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由于制度有所变更，作为过渡措施，2018年度入学的学生，
　　可按以下任一方法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①毕业后拥有5年现场经验 ②毕业时参加国家考试

护理签证

★在读期间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 ☆可以获得报考资格 ◎毕业时自动获得的资格证书 ○修完指定科目后可以获得的资格证书 ※国家考试合格率为2016年度本校合格率（应届生）　
　　　　　　　　　可以取得就劳签证的国家职业资格 即便是无法取得就劳签证（医疗）的学系，也有不少留学生在毕业后成功取得了人文国际签证，在各种企业中工作。护理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医疗福利学专业

将用户的声音传达给社区 成为以合作力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精神保健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保育学专业

培养拥有福利之心与福利知识的保育士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保育士（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57.7% 52人中30人
社会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25.8%）

100% 3人中3人
精神保健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62.0%）

心理学院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心理学系

连接“人”与“人”的实践型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认定心理士（日本心理学会认定资格）
○社会调查士（社会调查协会认定资格）
儿童辅导员任用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睡眠改善指导员
　（日本睡眠改善协议会认定资格）
★服务接待检定（实务技能检定协会主办）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理学疗法学专业

具备临床实践能力并引领日本的理学疗法的发展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理学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支撑做人的基本能力——交流能力与
饮食能力的新型康复专门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语言听力治疗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98.5% 67人中66人
理学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90.3%）

［国家考试合格率］

［国家考试合格率］82.6% 23人中19人
语言听力治疗师
（全国平均为75.9%）

［国家考试合格率］

70.6% 17人中12人
义肢矫形师
（全国平均为87.0%）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支援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义肢矫形学专业

用心制作。用技术支持。为了世界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义肢矫形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 ［4年制］

作业疗法学专业

成为精通脑科学的帮助患者回归社会的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作业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护理学院

吴校区［4年制］

护理学系

成为活跃于社区医疗工作现场的看护师、保健师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看护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　　　　保健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3
养护教师二类执照（即学校保健室医师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第一类卫生管理者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96.0% 50人中48人
作业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83.7%）

医疗经营学院

广岛校区※2［4年制］

医疗经营学系

面对生命的经营学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诊疗信息管理士 ★医疗信息技师
★医业经营管理能力检定 ★医疗经营士
★Medical Clerk（医疗事务技能审查考试）
★Doctor’s Clerk（医师事务作业辅助技能认定考试）
★IT认证 ★簿记
★财务规划技能士

※2.计划于2020年度起迁至东广岛校区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3.鉴于校外实习人数有限，采用选择制。
　　（2017年度25人左右）

97.5% 
120人中117人看护师（全国平均为88.5%）

国际医疗福利演习

保育实习室医院管理演习室

护理实习室

运动学实习室

听觉系实习室

精神生理学实验室（睡眠实验室）

针织品手工艺绘画实习室

基础看护学实习室

机械实习室

广岛国际大学面向留学生开展以下各种活动。日本学生也会

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是加深交流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积极参加

活动，与学长和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各种交流，找到“适合自

己的大学生活”。

学    院 常规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减免后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为帮助留学生培养大学学习期间所需的日语能力，我们还以

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日本语Ⅰa/Ⅰb》和《日本语Ⅱ

a/Ⅱb》，以及帮助留学生了解日本生活和文化的《日本事情

Ⅰ·Ⅱ》。这些科目的学分可算入毕业所需学分中。

对于不满足于日语课的学习时间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会安

排日语老师进行个别指导，以期尽快提高留学生的日语能力。

另外，对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会随时给出建议。

1开设《日本语》、
《日本文化·事情》科目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理学院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1,141,000日元

1,141,000日元

2减免常规学费的30%

4月 留学生欢迎会

7月 社区交流活动“饺子教室”

1月 国际交流送别会·研究报告会

入学后后不久，外国留学生
新生与在校生首次交流
的欢迎会。尽快与学长
和朋友们建立良好
关系的机会。

在一起制作饺子的过程中，让留学生、日本学生和黑濑町
的居民加深社区和食文化的交流，促进友好。

12月 日本文化体验会
每年定期举办的活动。去年
与东广岛市社会福祉协
议会合作，体验了打年
糕的活动。促进学
生与当地居民建
立友好关系。

庆祝留学生修完
课程后毕业，并举办
了研究成果的发表会及
送别会。为协助当年国际
交流活动等的在校生也会参
加，畅谈学生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回忆。

招 生 学 院 、学 系（ 专 业 ）

报 名 资 格

选 拔 方 法

选 拔 日 期 和 会 场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受本校承认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参加了2017年度或2016年度日本留学考试的“《日本
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学》”者
※出题语言指定为日语。

●日本留学考试（“《日本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
学》”）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获得本校批准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N2”或“N1”者

符合❶～❸中任何一项，并同时符合❹及❺中的条件者。
※后期入学选拔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综合康复学院

学 院 学 系 · 专 业

选拔类型

前  期 2017年11月4日（六）

2018年2月11日（日）后  期
（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选拔日期 选拔会场

广岛校区
（广岛国际大学）

医疗福利学系

心理学系
医疗经营学系

康复学系

康复支援学系
护理学系

医疗福利学专业
护理福利学专业
保育学专业

理学疗法学专业
作业疗法学专业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义肢矫形学专业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护理学院

本校有宿舍，共有1,638个单人间。每个房间内有约11.5㎡

的地板和约6.5㎡的厨房。房间内有浴室、卫生间、空调、床、桌

子等。入读本校的留学生可优先入住。

厨房

收纳小推车

碗柜

餐桌

阳台

空调

约26㎡

玄关

热水器

厕
所

洗
手
台床

带收纳
抽屉

浴缸

桌子 书架

◎内设物件
·空调
·收纳小推车
·餐桌
·圆椅
·碗柜
 ·窗帘
 ·床
 ·书架
 ·桌子
 ·椅子
 ·晾衣杆
 ·厨房

房间费用：每月20,000日元～ 22,000日元（含公共费用）
（每月常规费用为40,000日元～ 42,000日元。留学生有20,000日元补助※）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4可优先入住学生宿舍

②外国留学生学生宿舍、学生研修楼房间费用补助金制度
每月补助20,000日元房间费用

①外国留学生校内奖学金制度（补贴制）
每月给予20,000日元奖学金

※房间费用为常规费用40,000日元～ 42,000日元
　减去20,000日元后的金额。

※①、②中仅可选择一项。（无法并用。金额会每年调整）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费用减免仅限根据本校计算标准经审核被认定为因经济原因难以继续学业者。
※第1学年的学费与上述金额不同。　※入学时另需入学金250,000日元。

3外国留学生支援制度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心理学部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支援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看護学部医療経営学部

介護福祉学専攻

医療福祉学専攻

保育学専攻

心理学科

理学療法学専攻

言語聴覚療法学専攻

義肢装具学専攻

作業療法学専攻

看護学科医療経営学科



Courses by Department Campus Life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HIU

5 个学院 6个学系
将招收留学生。

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健康、医疗、福利领域的综合性大学，

共有8个学院10个学系10个专业。

2018学年度共有5个学院6个学系7个专业

招收留学生。

Financial Aid
为减轻留学生的经济负担，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帮助。

Regular events in the 
University Yea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护理福利学专业

通过多个职种维护生活质量的护理福利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护理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1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福利居住环境协调员
※1.2017年3月的毕业生在毕业时便可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由于制度有所变更，作为过渡措施，2018年度入学的学生，
　　可按以下任一方法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①毕业后拥有5年现场经验 ②毕业时参加国家考试

护理签证

★在读期间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 ☆可以获得报考资格 ◎毕业时自动获得的资格证书 ○修完指定科目后可以获得的资格证书 ※国家考试合格率为2016年度本校合格率（应届生）　
　　　　　　　　　可以取得就劳签证的国家职业资格 即便是无法取得就劳签证（医疗）的学系，也有不少留学生在毕业后成功取得了人文国际签证，在各种企业中工作。护理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医疗福利学专业

将用户的声音传达给社区 成为以合作力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精神保健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保育学专业

培养拥有福利之心与福利知识的保育士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保育士（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57.7% 52人中30人
社会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25.8%）

100% 3人中3人
精神保健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62.0%）

心理学院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心理学系

连接“人”与“人”的实践型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认定心理士（日本心理学会认定资格）
○社会调查士（社会调查协会认定资格）
儿童辅导员任用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睡眠改善指导员
　（日本睡眠改善协议会认定资格）
★服务接待检定（实务技能检定协会主办）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理学疗法学专业

具备临床实践能力并引领日本的理学疗法的发展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理学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支撑做人的基本能力——交流能力与
饮食能力的新型康复专门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语言听力治疗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98.5% 67人中66人
理学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90.3%）

［国家考试合格率］

［国家考试合格率］82.6% 23人中19人
语言听力治疗师
（全国平均为75.9%）

［国家考试合格率］

70.6% 17人中12人
义肢矫形师
（全国平均为87.0%）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支援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义肢矫形学专业

用心制作。用技术支持。为了世界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义肢矫形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 ［4年制］

作业疗法学专业

成为精通脑科学的帮助患者回归社会的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作业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护理学院

吴校区［4年制］

护理学系

成为活跃于社区医疗工作现场的看护师、保健师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看护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　　　　保健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3
养护教师二类执照（即学校保健室医师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第一类卫生管理者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96.0% 50人中48人
作业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83.7%）

医疗经营学院

广岛校区※2［4年制］

医疗经营学系

面对生命的经营学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诊疗信息管理士 ★医疗信息技师
★医业经营管理能力检定 ★医疗经营士
★Medical Clerk（医疗事务技能审查考试）
★Doctor’s Clerk（医师事务作业辅助技能认定考试）
★IT认证 ★簿记
★财务规划技能士

※2.计划于2020年度起迁至东广岛校区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3.鉴于校外实习人数有限，采用选择制。
　　（2017年度25人左右）

97.5% 
120人中117人看护师（全国平均为88.5%）

国际医疗福利演习

保育实习室医院管理演习室

护理实习室

运动学实习室

听觉系实习室

精神生理学实验室（睡眠实验室）

针织品手工艺绘画实习室

基础看护学实习室

机械实习室

广岛国际大学面向留学生开展以下各种活动。日本学生也会

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是加深交流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积极参加

活动，与学长和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各种交流，找到“适合自

己的大学生活”。

学    院 常规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减免后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为帮助留学生培养大学学习期间所需的日语能力，我们还以

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日本语Ⅰa/Ⅰb》和《日本语Ⅱ

a/Ⅱb》，以及帮助留学生了解日本生活和文化的《日本事情

Ⅰ·Ⅱ》。这些科目的学分可算入毕业所需学分中。

对于不满足于日语课的学习时间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会安

排日语老师进行个别指导，以期尽快提高留学生的日语能力。

另外，对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会随时给出建议。

1开设《日本语》、
《日本文化·事情》科目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理学院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1,141,000日元

1,141,000日元

2减免常规学费的30%

4月 留学生欢迎会

7月 社区交流活动“饺子教室”

1月 国际交流送别会·研究报告会

入学后后不久，外国留学生
新生与在校生首次交流
的欢迎会。尽快与学长
和朋友们建立良好
关系的机会。

在一起制作饺子的过程中，让留学生、日本学生和黑濑町
的居民加深社区和食文化的交流，促进友好。

12月 日本文化体验会
每年定期举办的活动。去年
与东广岛市社会福祉协
议会合作，体验了打年
糕的活动。促进学
生与当地居民建
立友好关系。

庆祝留学生修完
课程后毕业，并举办
了研究成果的发表会及
送别会。为协助当年国际
交流活动等的在校生也会参
加，畅谈学生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回忆。

招 生 学 院 、学 系（ 专 业 ）

报 名 资 格

选 拔 方 法

选 拔 日 期 和 会 场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受本校承认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参加了2017年度或2016年度日本留学考试的“《日本
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学》”者
※出题语言指定为日语。

●日本留学考试（“《日本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
学》”）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获得本校批准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N2”或“N1”者

符合❶～❸中任何一项，并同时符合❹及❺中的条件者。
※后期入学选拔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综合康复学院

学 院 学 系 · 专 业

选拔类型

前  期 2017年11月4日（六）

2018年2月11日（日）后  期
（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选拔日期 选拔会场

广岛校区
（广岛国际大学）

医疗福利学系

心理学系
医疗经营学系

康复学系

康复支援学系
护理学系

医疗福利学专业
护理福利学专业
保育学专业

理学疗法学专业
作业疗法学专业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义肢矫形学专业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护理学院

本校有宿舍，共有1,638个单人间。每个房间内有约11.5㎡

的地板和约6.5㎡的厨房。房间内有浴室、卫生间、空调、床、桌

子等。入读本校的留学生可优先入住。

厨房

收纳小推车

碗柜

餐桌

阳台

空调

约26㎡

玄关

热水器

厕
所

洗
手
台床

带收纳
抽屉

浴缸

桌子 书架

◎内设物件
·空调
·收纳小推车
·餐桌
·圆椅
·碗柜
 ·窗帘
 ·床
 ·书架
 ·桌子
 ·椅子
 ·晾衣杆
 ·厨房

房间费用：每月20,000日元～ 22,000日元（含公共费用）
（每月常规费用为40,000日元～ 42,000日元。留学生有20,000日元补助※）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4可优先入住学生宿舍

②外国留学生学生宿舍、学生研修楼房间费用补助金制度
每月补助20,000日元房间费用

①外国留学生校内奖学金制度（补贴制）
每月给予20,000日元奖学金

※房间费用为常规费用40,000日元～ 42,000日元
　减去20,000日元后的金额。

※①、②中仅可选择一项。（无法并用。金额会每年调整）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费用减免仅限根据本校计算标准经审核被认定为因经济原因难以继续学业者。
※第1学年的学费与上述金额不同。　※入学时另需入学金250,000日元。

3外国留学生支援制度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心理学部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支援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看護学部医療経営学部

介護福祉学専攻

医療福祉学専攻

保育学専攻

心理学科

理学療法学専攻

言語聴覚療法学専攻

義肢装具学専攻

作業療法学専攻

看護学科医療経営学科



Courses by Department Campus Life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HIU

5 个学院 6个学系
将招收留学生。

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健康、医疗、福利领域的综合性大学，

共有8个学院10个学系10个专业。

2018学年度共有5个学院6个学系7个专业

招收留学生。

Financial Aid
为减轻留学生的经济负担，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帮助。

Regular events in the 
University Yea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护理福利学专业

通过多个职种维护生活质量的护理福利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护理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1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福利居住环境协调员
※1.2017年3月的毕业生在毕业时便可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由于制度有所变更，作为过渡措施，2018年度入学的学生，
　　可按以下任一方法取得护理福利士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①毕业后拥有5年现场经验 ②毕业时参加国家考试

护理签证

★在读期间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 ☆可以获得报考资格 ◎毕业时自动获得的资格证书 ○修完指定科目后可以获得的资格证书 ※国家考试合格率为2016年度本校合格率（应届生）　
　　　　　　　　　可以取得就劳签证的国家职业资格 即便是无法取得就劳签证（医疗）的学系，也有不少留学生在毕业后成功取得了人文国际签证，在各种企业中工作。护理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医疗福利学专业

将用户的声音传达给社区 成为以合作力解决问题的人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精神保健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福利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保育学专业

培养拥有福利之心与福利知识的保育士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保育士（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福利士（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57.7% 52人中30人
社会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25.8%）

100% 3人中3人
精神保健福利士
（全国平均为62.0%）

心理学院

东广岛校区［4年制］

心理学系

连接“人”与“人”的实践型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认定心理士（日本心理学会认定资格）
○社会调查士（社会调查协会认定资格）
儿童辅导员任用资格
社会福利主事任用资格
★睡眠改善指导员
　（日本睡眠改善协议会认定资格）
★服务接待检定（实务技能检定协会主办）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理学疗法学专业

具备临床实践能力并引领日本的理学疗法的发展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理学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支撑做人的基本能力——交流能力与
饮食能力的新型康复专门职业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语言听力治疗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98.5% 67人中66人
理学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90.3%）

［国家考试合格率］

［国家考试合格率］82.6% 23人中19人
语言听力治疗师
（全国平均为75.9%）

［国家考试合格率］

70.6% 17人中12人
义肢矫形师
（全国平均为87.0%）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支援学系

东广岛校区［4年制］

义肢矫形学专业

用心制作。用技术支持。为了世界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义肢矫形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综合康复学院 康复学系

东广岛校区 ［4年制］

作业疗法学专业

成为精通脑科学的帮助患者回归社会的专家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国家考试合格率］

☆　　　　作业疗法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护理学院

吴校区［4年制］

护理学系

成为活跃于社区医疗工作现场的看护师、保健师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　　　　看护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　
☆　　　　保健师（国家考试报考资格）※3
养护教师二类执照（即学校保健室医师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第一类卫生管理者执照（取得保健师资格证书后可申请取得）

96.0% 50人中48人
作业疗法师
（全国平均为83.7%）

医疗经营学院

广岛校区※2［4年制］

医疗经营学系

面对生命的经营学
［可以取得的资格证书（报考资格、相关资格）］
★诊疗信息管理士 ★医疗信息技师
★医业经营管理能力检定 ★医疗经营士
★Medical Clerk（医疗事务技能审查考试）
★Doctor’s Clerk（医师事务作业辅助技能认定考试）
★IT认证 ★簿记
★财务规划技能士

※2.计划于2020年度起迁至东广岛校区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医疗签证

※3.鉴于校外实习人数有限，采用选择制。
　　（2017年度25人左右）

97.5% 
120人中117人看护师（全国平均为88.5%）

国际医疗福利演习

保育实习室医院管理演习室

护理实习室

运动学实习室

听觉系实习室

精神生理学实验室（睡眠实验室）

针织品手工艺绘画实习室

基础看护学实习室

机械实习室

广岛国际大学面向留学生开展以下各种活动。日本学生也会

一起参加这些活动，是加深交流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积极参加

活动，与学长和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各种交流，找到“适合自

己的大学生活”。

学    院 常规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减免后学费（年度）
（第2～ 4学年）

为帮助留学生培养大学学习期间所需的日语能力，我们还以

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日本语Ⅰa/Ⅰb》和《日本语Ⅱ

a/Ⅱb》，以及帮助留学生了解日本生活和文化的《日本事情

Ⅰ·Ⅱ》。这些科目的学分可算入毕业所需学分中。

对于不满足于日语课的学习时间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会安

排日语老师进行个别指导，以期尽快提高留学生的日语能力。

另外，对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会随时给出建议。

1开设《日本语》、
《日本文化·事情》科目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理学院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18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1,630,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826,000日元

1,141,000日元

1,141,000日元

2减免常规学费的30%

4月 留学生欢迎会

7月 社区交流活动“饺子教室”

1月 国际交流送别会·研究报告会

入学后后不久，外国留学生
新生与在校生首次交流
的欢迎会。尽快与学长
和朋友们建立良好
关系的机会。

在一起制作饺子的过程中，让留学生、日本学生和黑濑町
的居民加深社区和食文化的交流，促进友好。

12月 日本文化体验会
每年定期举办的活动。去年
与东广岛市社会福祉协
议会合作，体验了打年
糕的活动。促进学
生与当地居民建
立友好关系。

庆祝留学生修完
课程后毕业，并举办
了研究成果的发表会及
送别会。为协助当年国际
交流活动等的在校生也会参
加，畅谈学生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回忆。

招 生 学 院 、学 系（ 专 业 ）

报 名 资 格

选 拔 方 法

选 拔 日 期 和 会 场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综合康复学院 护 理 学 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受本校承认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参加了2017年度或2016年度日本留学考试的“《日本
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学》”者
※出题语言指定为日语。

●日本留学考试（“《日本语》+《综合科目》”或“《日本语》+《数
学》”）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文件审查 ●日语记述（30分钟内200字） ●面试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心 理 学 院医疗福利学院

❶已在日本国外的学校教育中修完12年课程者，或预计
于2018年3月31日前修完者
❷符合❶中的条件，且满18周岁者
❸具备与❶中条件相当的能力，且获得本校批准者
❹入学时的在留资格原则上为“留学”者
但，入学时的在留资格非“留学”者将无法享受本校的各
种外国留学生优遇制度。
❺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N2”或“N1”者

符合❶～❸中任何一项，并同时符合❹及❺中的条件者。
※后期入学选拔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综合康复学院

学 院 学 系 · 专 业

选拔类型

前  期 2017年11月4日（六）

2018年2月11日（日）后  期
（仅限居住于日本国内者）

选拔日期 选拔会场

广岛校区
（广岛国际大学）

医疗福利学系

心理学系
医疗经营学系

康复学系

康复支援学系
护理学系

医疗福利学专业
护理福利学专业
保育学专业

理学疗法学专业
作业疗法学专业
语言听觉疗法学专业
义肢矫形学专业

医疗福利学院

心理学院
医疗经营学院

护理学院

本校有宿舍，共有1,638个单人间。每个房间内有约11.5㎡

的地板和约6.5㎡的厨房。房间内有浴室、卫生间、空调、床、桌

子等。入读本校的留学生可优先入住。

厨房

收纳小推车

碗柜

餐桌

阳台

空调

约26㎡

玄关

热水器

厕
所

洗
手
台床

带收纳
抽屉

浴缸

桌子 书架

◎内设物件
·空调
·收纳小推车
·餐桌
·圆椅
·碗柜
 ·窗帘
 ·床
 ·书架
 ·桌子
 ·椅子
 ·晾衣杆
 ·厨房

房间费用：每月20,000日元～ 22,000日元（含公共费用）
（每月常规费用为40,000日元～ 42,000日元。留学生有20,000日元补助※）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4可优先入住学生宿舍

②外国留学生学生宿舍、学生研修楼房间费用补助金制度
每月补助20,000日元房间费用

①外国留学生校内奖学金制度（补贴制）
每月给予20,000日元奖学金

※房间费用为常规费用40,000日元～ 42,000日元
　减去20,000日元后的金额。

※①、②中仅可选择一项。（无法并用。金额会每年调整）
※仅限根据本校奖学金规定，经审核被认定为经济较困难者。

※费用减免仅限根据本校计算标准经审核被认定为因经济原因难以继续学业者。
※第1学年的学费与上述金额不同。　※入学时另需入学金250,000日元。

3外国留学生支援制度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医療福祉学部　医療福祉学科

心理学部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支援学科

総合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部　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学科

看護学部医療経営学部

介護福祉学専攻

医療福祉学専攻

保育学専攻

心理学科

理学療法学専攻

言語聴覚療法学専攻

義肢装具学専攻

作業療法学専攻

看護学科医療経営学科



•Hà Nội

•Shanghai

•Beijing

•Tokyo•OsakaFukuoka•

Hồ Chí Minh•

共创幸福未来的教育学舍

健康、医疗、福利的综合大学，培养专业人才。

广岛国际大学、大阪工业大学、摄南大学、常翔学园中学·高中、常翔启光学园中学·高中

◆入学考试中心［东广岛校区］

◆官方网站
◆邮箱地址

电话 81-823-70-4500（直通）

http://www.hirokoku-u.ac.jp
HIU.Nyushi@josho.ac.jp

学校法人 常翔学园

东广岛校区
〒737-0112 广岛县吴市广古新开5-1-1 〒739-2695 广岛县东广岛市黑濑学园台555-36
吴校区

保健医疗学院心理学院

医疗福利学院护理学院

药学院

医疗营养学院 综合康复学院

广岛校区
〒730-0016 广岛市中区帜町1-5

医疗经营学院

上学交通方便！ 距离JR新广站徒步7分钟 位于以建设国际学术研究城市为目标的东广岛市 距离JR广岛站徒步10分钟

Hồ Chí Minh
Hà Nội

Shanghai
Beijing

Hiroshima
Osaka

Fukuoka









Tokyo

Hồ Chí Minh
Hà Nội

Shanghai
Beijing

Hồ Chí Minh
Hà Nội

Shanghai
Beijing

Shanghai
Beijing

airline
shinkansen

广岛国际大学建校于1998年，办学理念是“以保健、医疗和福利为中心创

造世界和平的大学”。位于东广岛市，最初设有2个学院。现已在东广岛市，

吴市，广岛市的3个校区，拥有8个学院10个系10个专业，发展成一所培

养各类专业人才的健康，医疗，福利综合大学。努力培养能为社会、为他人，

为社区作贡献的专业人才，顺应时代的发展。目前本校约4200名学生正在

跨越学院，系科的框架，互相切磋学习。

2018年将迎来建校20周年。本校的未来目标是将学校办成一所“共创幸

福未来的教育学舍”。 本校的远景是希望跟本校有关的所有成员能够通过共

同学习、共同成长，“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在校学生、教职员工、毕业

生以及各位家长和社区居民能以本校为桥梁加深交流，携手共进。人与人之

间能互教互学。广岛国际大学是一所能跟很多人相遇，共同成才的学舍。是

一所祈求每个人的幸福，并能将其实现的高等教育机构。

很多人相遇，共同成才的学舍。

The University has

成为世界的HIROSHIMA

水乡，广岛

广岛县在日本国内的排名
知名度 第 11 位
魅力值 第 21 位
信息开放度 第 20 位
居住吸引力 第 16 位
到访率 第 14 位

面向濑户内海，受惠于大海，群山的城市——广岛。乘坐新干线，距福冈约1小

时车程，距新大阪约2小时车程。目前共有约285万人居住在广岛县内

（2017年）。广岛市作为全世界首个原子弹受害城市，深知和平的可贵，每年

有超过6600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到访。

广岛是中四国地区的大都市，由各具特色的18个市町所组成，包括6条河川

流淌而过的美丽水乡——广岛市；支撑日本的工业都市——吴市；拥有优良

水质和田园风景、以及7座酿酒库的东广岛市等。

老龄社会的范本
老龄化领先世界并快速增长的国家——日本。在

医疗和福利领域，日本正在各地采取根据社会实

际情况，让人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为目标的社

区综合护理等新的对策。这些知识和见识将作为

未来面临老龄化社会的其他国家的先例，成为宝

贵的“知识财富”。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严岛神社
（照片提供：广岛县）

Japan has
老年人口（26.6%）
（65 ～）　

劳动年龄人口（60.8%）
（15 ～ 64）

少儿人口（12.5%）
（0 ～ 14岁）　

资料：总务省统计局《2015年国势调查 将年龄、国籍不详按比例分配后的人口（参考表）》（总人口）

出处：品牌综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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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人口 1亿2709万人 （截止2015.10.01）

对广岛县的主要印象
可以参加或观看体育比赛 第9 位

有充满魅力的街道和历史建筑 第8 位

有充满魅力的美术馆和博物馆 第5 位

有想买的特产 第9 位

有代表当地的产业或企业 第10 位

广岛县的县警察
警察署数量 28
派出所数量 153
驻在所数量 141

广岛国际大学校长 博士（医学）

烧广  益秀

校区

学生数（学院）

合作学校

从事医疗行业的
人数
（毕业生）

3
4227
8151

学生宿舍 房间数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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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美利坚合众国 短期药学实习）
●贝佛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教育合作）
●摩斯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田纳西大学 （美利坚合众国）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英国 交流协议）
●越南国立药用天然物研究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胡志明医科药科大学（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科学、教育合作）
●大田大学（大韩民国 学生交流）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中台科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术交流协议）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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