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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你好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第2次静冈わいわい世界博览会招募当天义工                  

（第2回静岡わいわいワールドフェア当日ボランティア募

集） 

日期：11月29日（周日）9：00-17：00（活动开始时间 10：30

-15：30） 

地点：青叶公园（静冈市葵区） 

对象及招募人员：50人（满员即停止招募） 

申请方法：电话、电邮、传真、邮寄等均可。申请表可从官网

下载或直接前往协会本部、清水支部领取。 

工作内容：接待来场者、各区域的运营协助、民族服装区域的

运营协助、整理会场。包午餐。有事前说明会。（11月28日周六 

14：00-15：30） 

咨询：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273-5931 

今年开始人口普查 (令和2年国勢調査が始まります) 

   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10月7日期间，将进行5年一次

的人口普查。居住在日本的所有人和家庭都将成为普查

对象，无关国际和年龄。外国人也是人口普查的对象。 

如果您预计在日本停留3个月以上，请务必作答 

调查:关于家庭和家庭成员16个问题 

1.关于家庭-家庭类型，家庭成员数量等 

2，关于家庭成员-姓名，性别，出生日期，配偶身份，

受教育程度(就学状况，毕业状况等)就业状况，工作地

点或就读学校等 

调查方式： 

①调查资料从9月14日开始分发 调查人员探访时，将资

料放入各家信箱。 

②在互联网上回复(智能手机和PC) 

回复期间-9月14日～10月7日                             

③在回信信封中放入调查问卷，回寄过去（不贴邮票） 

②③无法配合时，调查员将直接前来收取调查问卷 

咨询：9月7日-10月31日 每日 8:00-21:00 

☏0570-07-2020 

人口普查静冈市实施本部 ☏ 351-6111 

 

SAME主页 http：www.samenet.jp/ 

英语・中文・韩国语・印度尼西亚

语・菲律宾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越南语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welcometoSAME 

Email：same@samenet.jp 

中文工作人员姓名 

望月 爱（静冈） 

周三9:00-12:00 葵区追手町4-16 17楼 

电话：054-273-5931 

王 瓯迦（清水） 

周四13:00-16:00 

清水区旭町6-8  清水厅舍2楼  

电话：054-354-2009 

外国居民免费生活咨询会（外国人の無料生活相談会） 

  面向外国人居民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系的日本人，静冈

市国际交流协会将举办生活咨询会。届时会有行政书士和

律师为您解答问题。 

时间：11月29日（星期日） 下午12点半—3点半 

地点：fusimiya大厦会议室（葵区吴服町2-3-1） 

咨询费用：免费 

翻译：英语，菲律宾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

南语 

申请：事先预约优先，请事前打电话申请。当天直接前往

会场也可以。 

咨询：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清水支部☎354-2009   

令和2年度SAME日语教室（令和２年度SAME日本語教室） 

①生活日语教室 （会面式，和老师在教室内上课） 

内容：在课堂上使用对静冈市生活有帮助的教材，学习日

常生活需要日语和简单的读写 

时间：10月3日(周六)-2021年年3月13日(周六) 

      17:30-19:00 共20次 

会场：静冈烧津信用金库追手町大厦4楼会议室 

对象：第一次学习日语的人，日语能力初级程度的人 

名额：16个人 

费用：8,600日元(含报名费用和教材费用) 

②できる日语教室（网课，小班制） 

内容：使用「できる日语」教材，将重点放在对话能力，

提高交流技能 

日期：周一、周四 20:00-21:00 共10次 

对象：日语能力初级～中级程度的人 

名额：4-10人 

费用：13000日元（含报名费） 

申请：①、②可致电静冈本部电话 ☎273-5931 

      或者协会网站上申请  

担当：多多良 （静冈本部） 



◆紧急电话  警察  110    火警.急救  119 

 

◆假日.夜间对应医院(请带上保险证和医疗费) 

(急救,值班医生的介绍) 

静冈县急救医疗情报中心 0800-222-1199 (葵区,骏河区) 

（葵区、骏河区） 

急病中心261-1111（葵区柚木1040）19-22点内科、小儿科、

外科 

静冈县立综合病院  054-247-6111 (葵区北安东4-27-1) 

静冈济生会综合病院 054-285-6171 (骏河区小鹿1-1-1) 

静冈赤十字病院 054-254-4311 (葵区追手町8-2) 

市立静冈病院 054-253-3125 (葵区追手町10-93) 

静冈市牙科医师会救急中心 054-249-1199 (葵区城东町24-1) 

(星期天、节假日、年初年末 9点-15点半) 

静冈德洲会病院 054-256-8008 （骏河区下川原南11-1） 

(清水区) 

静冈厚生病院 054-271-7177  （葵区北番町23） 

市立清水病院 054-336-1111 (清水区宫加三1231) 

清水厚生病院 054-366-3333 (清水区庵原町578-1) 

樱ヶ丘综合病院 054-353-5311 (清水区樱ヶ丘町13-23) 

共立蒲原综合病院 0545-81-2211(富士市中之乡2500-1) 

◆SAME医疗单位目录   http://www.samenet.jp 

◆全方面医疗、健康咨询 

AMDA国际医疗情报中心 03-6233-9266(英语、韩语、泰国语、

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平日10：00-15：00) 

◆HIV/AIDS检查、咨询(免费、匿名)平日随时都可免费咨询 

静冈市保健所 保健预防课 249-3172(葵区城东町24-1)(每月

第一,三周的周三8:45-11：45,夜间 每月第一周的周三18-20

点)   

◆心理咨询(免费、匿名) 

东京生命电话(英语) 03-4550-1191 每日 9-18点 
浜松生命电话 053-473-6222周日~周二・节日10:00～22:00 

周三~周六10：00-24：00 第二・四周六10：00-翌日10：00 

◆女性烦恼咨询(DV、法律、心理咨询·预约制) 

静冈县男女共同参画中心AZAREA 054-272-7879(周一、二、

四、五9-16点 周三14-20点 每月第二周的周六13-18点 电话

咨询/预约受理) 

静冈市女性会馆AISEIRU21 054-248-1234(周二・三・五・六

10点-13点、14点-18点 周四14点-20点 周六10-13点  电话咨

询/预约受理) 

◆住民票的手续（变更、移动、各区役所户籍住民课） 

葵：221-1061 骏河：287-8611 清水：354-2126 蒲原：385-

7760 

◆有关签证的问题 

入国管理局 静冈出张所 653-5571 (葵区传马町9-4一濑中心

大楼6层) 周一～五 9-12点、13-16点 

在留综合信息中心 0570-013904 周一-五 8:30-17:15   

浜松外国人综合相谈支援中心 053-458-1510 每周五 

◆日本法律制度的情报提供、关系机关窗口介绍 

法テラス•多言语情报提供服务 0570-078377 平日9-21点、周

◆有关县营、市营的住宅问题 

※县营：县住宅供给公社 054-255-4824(葵区追手町9-18 静冈中

央大楼9层) 

※市营：静冈市城市建设公社(葵区、骏河区) 054-221-1253 (静

冈厅舍5层)    (清水区) 054-354-2238 (清水厅舍2层) 

 

◆就职、劳动咨询 

ハローワーク静冈 238-8609 （平日8：30-17：15）  

ハローワーク清水 351-8609 （平日8：30-17：15）  

◆劳灾及劳动条件的相关咨询 

静冈劳动局 254-6352（汉语周三9：00-11：30） 

 

◆关于婴幼儿 

静冈市健康创造推进课 母子保健担当 221-1574 

*预防接种・・・静冈市保健预防课 249-3173 

*母子健康手帐的发送、婴幼儿健康咨询等 

(葵区)城东保健福祉中心 249-3180 

(骏河区)南部保健福祉中心  285-8111  

(清水区)  清水保健福祉中心  348-7711 

(蒲原地区) 蒲原保健福祉中心  385-5670 

 

◆申请上保育园、幼儿园、学校 

*公立保育园的入园申请 (各区役所、福祉事务所、保育儿童课)  

葵 221-1095   骏河 287-8673   清水 354-2358    

蒲原 385-7790 

*市立幼儿园的入园申请   教育委员会教育总务课  354-2504 

*中小学校的入学、转校手续  学事课  354-2377 

*外国学生的日本语初期、适应指导  学校教育课  354-2519   

◆有关儿童的保育、咨询、各种补助 

*临时照看 

静冈中央子育中心 254-2287 (葵区吴服町2-1-1札的辻大楼3、4 

楼) 

清水中央子育支援中心 355-3311(清水区岛崎町223清水テルサ1

楼) 

*儿童补助、医疗补助等各种给付(各区役所、福祉事务所、保育

儿童课) 

 葵 221-1093   骏河 287-8674   清水 354-2120    

 蒲原 385-7790 

*育儿咨询 

家庭儿童咨询室(各区役所、福祉事务所、保育儿童课) 

葵 221-1096   骏河 287-8675   清水 354-2429 

*儿童虐待、孩子成长的烦恼  儿童咨询所  275-2871 

 

◆有关驾驶执照 

JAF(日本机动车联盟) 054-654-1515 (骏河区曲金6-4-8) 周一—

周五  9:00-17:30 

中部驾驶执照中心 054-272-2221 (葵区与一6-16-1) 

◆不可燃垃圾(不可燃、大型垃圾)的申请 

不可燃、粗大垃圾申请中心 0120-532-471（周一-周五 9-19点） 

◆警察 

中央警察署 250-0110 南警察署 288-0110 清水警察署 366-0110 

 
Web site: http://www.samenet.jp 
Youtube:www.youtube.com/user/samewebtv 
Facebook:https://ja-jp.facebook.com/
welcometoSAME 
E-mail: same@samenet.jp 

 

在万一的时候   请用紧急通讯录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中国语版 2020年 

 いざというときに役立つ連絡先一覧  静岡市国際交流協会 中国語版 2020年 

SAME(静冈国际交流协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SAME是作为市民国际交流的据点,进行①国际交流、异文化理解 ②多文化
共生 ③志愿者培训 ④姐妹城市交流的地方.  
 
[向外国人提供外语信息]① 市街地地图   ②日语教室表   ③可用外语受
诊的医院通讯录  ④有关各种市民服务的信息  ⑤通过HP、信息报提供各
种语言信息  http://www.samenet.jp  ⑥通过留言板可进行信息交换（学
习外语、再利用信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