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中国語） ＜2022 年度 面向外国人的日语讲座 / 令和４(2022)年度外国人住民のための日本語教室＞ 

这是山口县内日语讲座的信息。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开课的日程和地点有可能发生变动。上课前请事先确认讲座是否照常开课。 

 

 

 

区域 时间 地点 学费 授课程度和形式 主办方和联系方式 

下关 

【春季】4/18～7/11 【秋季】9/12～12/12 

【冬季】2023/1/16～3/6 

星期一（节假日除外） 18:00～20:00 

下关市民活动中心 

（下关市竹崎町 4-4-2 

ヴェルタワー下関
しものせき

 2F） 

2,000日元/学期 

※冬季 1,500 日元 

入门～初、中级 
NPO法人日本语社团 

nihongo.community@gmail.com 

090-5706-2503（杉原
すぎはら

）  

班级 

每月第 1、第 3星期六 14:00～16:00 下关市民活动中心 200日元/次 会话 

宇部 

【春季】5/11～7/13 【秋季】9/28～12/7 

【冬季】2023/1/11～3/15 

星期三（节假日除外）19:00～21:00 

常盤工业会会馆 2F 

※山口大学工学部正门前 

（宇部市东梶返 1-10-8） 

免费 

初级 宇部日本语俱乐部 

ubenihongoclub@gmail.com 

0836-33-0822（小寺
こ で ら

）  
班级 

每周星期六（节假日除外）10:00～12:00 
宇部市勤劳青少年会馆 

（宇部市松山町 1-12-1） 
免费 

初级～高级 Group Konnichiwa 

catsnagayama@hotmail.com（永山
ながやま

） 小组 

山口 

【春季】4/16～7/9 【秋季】9/17～12/10 

【冬季】2023/1/7～3/18 

星期六 15:00～17:00 / 12:30～14:30 

山口大学 国际交流会馆 

※山口大学内 

（山口市吉田 1677-1） 

500日元/学期 

初级 山口日本语俱乐部 

083-925-2969（吹屋
ふ き や

） 班级 

萩 

【春季】4/13～7/6 【秋季】9/14～12/7 

【冬季】2023/1/18～3/22 

星期三（节假日除外）19:00～21:00 

萩市综合福祉中心 ※仅限第一次 

（萩市江向 510） 

※从第二次开始为网课（Zoom） 

1,000日元/学期 

初级～中级 萩日本语俱乐部 

090-7778-5759（中嶋
なかしま

） 班级 

防府 
每周星期三 19:00～21:00 

（节假日和每月第五个星期三除外） 

防府市市民活动支援中心 

（防府市荣町 1-5-1  

ルルサス防府 2F） 

资料实际费用 

初级 NPO防府 Global Net 

hofuglobalnet@gmail.com 

090-9503-7300（松浦
まつうら

） 
班级 

光 每周星期四  17:00～20:00  
光市生涯学习中心 

（光市岛田 4-14-3） 
免费 

初级～中级 光乐日本语  alotgotm22@gmail.com 

080-1904-5353（毛利
も う り

） 班级 

岩国 

每周星期二（节假日除外）19:00～20:30 
岩国市福祉会馆 

（岩国市麻里布町 7-1-2） 
1,000日元/半年  

初级～中级 岩国日本语教室 

090-1153-9106（松村
まつむら

） 小组 

每周星期三（8月和节假日除外） 

13:30～15:00 

岩国市福祉会馆 

（岩国市麻里布町 7-1-2） 
500日元/年 

初级～中级 岩国日本语教室虹之会 

090-7507-7492（中川
なかがわ

） 小组 

每周星期四（节假日除外） 19:00～20:30 
岩国市福祉会馆 

（岩国市麻里布町 7-1-2） 
200日元/月 

初级～高级 岩国日本语教室虹之会 

090-6407-1345（兼本
かねもと

） 小组 

长门 
每周星期一（节假日除外）17:30～18:30  

每周星期六（节假日除外）17:30～18:30 

长门市中央公民馆 

（长门市东深川 1326-6） 
100日元/次 

初级～中级 长门日本语俱乐部  

080-2145-3440（上田
う え だ

） 小组 

周南 

【春季】4/21～7/14 【秋季】9/15～12/8 

星期四（节假日除外） 19:00～21:00 

【冬季】2023/1/7～2/25  周六 14:00～16:00 

周南市德山保健中心 

（周南市儿玉町 1-1） 

1,500日元/学期 

※冬季 1000日元 

初级 周南日本语俱乐部 

083-973-0420（石井
い し い

） 班级 

每月第 2、第 4星期日（4/10～2023/2/26） 

10:00～11:30 

周南市德山保健中心 

（周南市儿玉町 1-1） 
100日元/次 

初级后半以上 周南日本语俱乐部 

090-2009-7336（淺田
あ さ だ

） 会话交流型 

山阳小野田 每周星期五（节假日除外）19:00～20:30 
高千帆地域交流中心 

（山阳小野田市日之出 3-11-11） 
免费 

初级～高级 
小野田日本语教室讲师会 

yuki.glaciere.m6.snow@gmail.com 

090-7132-9524（上田
う え だ

） 小组 

【致参加日语讲座的各位】 

※日语讲座的日程有可能发生变动。每逢节假

日·年底年初·盂兰盆节（八月中旬）等，

讲座有可能停课。关于各讲座的详细安排，

请询问各讲座的联系人。 

      

【综合咨询】 

公益财团法人 山口县国际交流协会 

Yamaguchi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753-0082 

山口市水上町１-7 3F 

【TEL】083-925-7353  

【FAX】083-920-4144   

【Email】yiea.info@yiea.or.jp 

【URL】https://yiea.or.jp/ 
 

各讲座正在招募给外国人居民教授日语的志愿

者。如果您对志愿者活动感兴趣，请垂询各讲座

或山口县国际交流协会。 

 

※本宣传页的制作利用了文化厅“令和 4年度地

域日本语教育的综合性体制创造推进项目”。 

 
＜其他讲座＞ 

■面向儿童的日语讲座 

【青年海外协力队山口县 OB 会】 

yamaguchi.jocv.jpn@gmail.com      

090-9735-6484（橋本
はしもと

） 

 

■用日语交谈吧 in ASA 

【山阳小野田市国际交流协会】 

0836-82-1134 

 

■日语交流沙龙 

【光市企画调整科】0833-72-1407 

 

■面向外国人居民的日语教室 

【美祢市行政经营科】0837-5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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