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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你好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请大家参加清水日语交流会吧！（清水日本語交

流会に参加してみましょう） 

★定期日语讲座 

◎周二班 冈生涯学习交流馆「2楼讲义室」 

下午7点～8点半 

3期 1/12.19.26 2/2.9.16 3/2.9.16.23 共10回 

◎周五班 辻生涯学习交流馆「2楼讲义室」 

上午10点～11点半 

3期1/15.22.29 2/5.12.19.26 3/5.12.19  

共10次 

◎周六班 辻生涯学习交流馆 「2楼讲义室」 

下午7点～8点半 

3期1/9.16.23.30 2/6.13.20.27 3/6.13 共10回 

《咨询》mail:shimizu.nihongo.199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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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职者等再就职训练2个月课程（面向定住外国人)店

铺服务科  

離職者等再就職訓練2か月コース(定住外国人向け)

店舗サービス科 

向外国人教授日语和商务礼节、金钱处理方式、就职

活动和接待方式的训练课程。 

募集期间：2020年9月14日(周一)～12月8日(周二) 

训练期间：2021年1月15日(周五)～3月12日(周五) 

(每天有训练,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9:00～15:00 

对象者：会说日常会话的人 

费用:教材费 5258日元(含税)希望参加考试的人需要

日本语检定费 5000日元(含税) 

申请方式：请咨询附近的公共职业介绍所或静冈县立

清水技术专门学校 ☎054-345-3098 

 

   谢谢您平时阅读中文信息«朋友 你好»。2021年4月起纸版将由        

   Facebook/helpline.shizuokacity 代替，今后还请多关照! 

第8届奥静森林市场 (オクシズ森林の市) 

  奥静森林市场是以森林资源丰富的奥静的树木为主题，

儿童与成人都可以参加边享受乐趣边学习的活动。届时有

实际伐木表演、销售木制产品、积木游泳池、体育运动、

木工体验等很多内容。还有很多农产加工品。详细内容请

参阅网站。 

时间：1月31日(周日)10:00～15:30  ※风雨无阻 

入场免费    当天直接会场 林业中心(葵区千代) 

咨询：中山间地振兴课 ☎054-294-8807 

请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対策

のお願い) 

 请戴上口罩・避开3密・勤洗手・消毒做好基本对策。年

末年初期间会增加聚餐的机会。请在会话时也戴上口罩。 

Rivaeru  IKAWA滑雪场(リバウェル井川スキー場) 

 2021年1月23日、2月21日☆JR静冈市南口运行免费滑

雪巴士。预定上午7点出发下午5点返回。各30人左右。 

乘坐滑雪场登山索道需交费。 

申请方式：请寄往返专用明信片【①1/13(周三)②2/6

(周六)必到 

・每组1张・多数抽选 ※可以申请团队参加 

◇Rivaeru IKAWA感谢DAY！ 

 向高中生以上20名和初中生以下50名赠送

滑雪场登山索道使用券。向100组赠送茶叶。※以到达先

后为顺序 

时间：1月24日(周日)滑雪场登山索道⇒8:30～16:00 

离职者等再就职训练2个月课程（面向定住外国人)店

铺服务科  

離職者等再就職訓練2か月コース(定住外国人向け)

店舗サービス科 

向外国人教授日语和商务礼节、金钱处理方式、就职

活动和接待方式的训练课程。 

募集期间：2020年9月14日(周一)～12月8日(周二) 

训练期间：2021年1月15日(周五)～3月12日(周五) 

(每天有训练,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9:00～15:00 

对象者：会说日常会话的人 

费用:教材费 5258日元(含税)希望参加考试的人需要

日本语检定费 5000日元(含税) 

申请方式：请咨询附近的公共职业介绍所或静冈县立

清水技术专门学校 ☎054-345-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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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