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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人开设的快乐实用日本语讲座」
◎上午课程 每周 周二·周五 ９：５０～１１：５０ ＊有保育。（1 岁以上。免费）
1 学期：４月２４日（周二）～７月１０日（周二）
１１，０００円（共２２回）
2 学期：９月２１日（周五）～１２月７日（周五）
１１，０００円（共２２回）
3 学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周五）～３月８日（周五） ８，５００円（共１７回）
◎晚间课程 每周 周三 １８：３０～２０：３０
＊没有保育。
1 学期：４月２５日～７月１1 日
６，０００円（共１２回）
2 学期：９月５日～１２月１２日
７，５００円（共１５回）
3 学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３月 13 日 ４，５００円（共９回）
・除了学费还要交纳教材费。
・注意：学费不予退还。
【地点】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

【询问】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

あいうえお
かきくけこ
さしすせそ
たちつてと

044-435-7000

「外国人亲子学习日本语沙龙」 募集和宝宝一起参加的爸爸・妈妈
※ 有到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日为止 1 岁未满的乳儿的家长、共 10 组
大家一起交谈。成为朋友吧。
宝宝吃的东西·健诊、生病・受伤时该怎么办?
【时间】 ４月２４日、 ５月８日、 ５月２２日、 ６月５日、 ６月 １９日 （周二） １０：００～１１：３０
【地点】 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
【费用】 ￥０．－
【询问】 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 044-435-7000

举行以日本和亚州交流为目的联合音乐会。
【时间】 4 月 14 日
【地点】川崎市教育文化会館 大厅（川崎区富士見 2-1-3）
出演者： SHOW（台湾）、パク・ジョンミン（韓国）、ISSAｘSoulJa(日本)、
JAY’ED(日本)、Le Velvets(日本) ※出演者有时会有变更。
ｔｖｋ售票处
電話： ０４５－６６３－９９９９
【询问】川崎市市民・儿童局市民文化室 電話：０４４‐２００－３７２５

「在日本民家园举行的三个活动」
① 晚上的民家园
４月１４日（周六）、１５日（周日） 【地点】 宿場・信越之村
可以看到夜里工作的情形。听到过去的传说。
14 日 １８時１５分开始（約３０分） 「みちのく传说」
15 日 １８時１５分开始（約３０分） 「落語」 桂米多朗老师
② 五月装饰 （鲤鱼・武者旗、节日木偶）
４月２１日（土）～５月１３日（日）
【地点】 北村家他
③ 用方言讲述 ４月２２日（周日）
「日本民间故事会」的成员、用各地的方言讲述日本各地的民间故事。
１３時３０分～、 １４時３０分～（約４５分）
【询问】 日本民家园 （多摩区枡形７－１－１） ℡ 044-922-2181

☆

１． 入学式、
始業式
２． 給食、試食会、
当番
３． 授業参観
４． 懇談会、保護者会
５． 個人面談、
三者面談
６． 家庭訪問
７． 運動会、遠足
８． 放課後
９． 卒業式、
終業式
10. 給食費、教材費
11. 申請・提出期間

用手指的词汇・学校编
１． Nyugakushiki,
Shugyoshiki
２． Kyushoku、Shishokukai、
Toban
３． Jugyo sankan
４． Kondankai, Hogosyakai
５． Kojin mendan,
Sansya mendan
６． Katei homon
７． Undokai, Ensoku
８． Hokago
９． Sotsugyoshiki,
Shugyoshiki
10. Kyushokuhi, Kyozaihi
11. Shinsei・Teisyutsu kikan

☆

1． 入学式
开学式
2． 学校伙食、品尝会
值日
3． 参观上课
4． 座谈会、家长会
5． 个人面谈
三方面谈
6． 家访
7． 运动会、交游
8． 放学后
9． 毕业式
结业式
10. 学校伙食费、教材费
11.申请·提交期间

关于「就学援助制度」
在川崎市、有为小・中学校儿童设立的「就学援助制度」。双亲
的全部所得额低时、市里会对学校伙食费、教材费等给予援助。
详细情况请询问各学校。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 有什么想询问、或感到为难的事吗？
·业务日程 (10:00～12:00 13:00～16:00） 电话 044-435-7000

むりょう

（無料）
语言
英语
葡萄牙语
韓国・朝鮮语

星期
星期一至星期六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二・星期四

语言
中国语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 ・川崎区役所 外国人免费咨询(面談)
语言
星期
时间
英语
第一·第三星期四 下午 2:00～4:30
中国语
第一·第三星期二 下午 2:00～4:30
他加禄语 第一·第三星期二 上午 9:30～12:00

星期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二・星期三
・麻生区役所 外国人免费咨询(面談)
语言
星期
时间
英语
第一·第三星期四
上午 9:30～12:00
中国语
第一·第三星期二
上午 9:30～12:00
他加禄语
第一·第三星期三
下午 2:00～4:30

・ 行政書士免费咨询（日语）
场所：国际交流中心２楼 協会会議室
日期： 4 月 15 日(星期天) 下午 2 点到 4 点（需要翻译时要提前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