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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活动・讲座・募集 

讲座・活动・募集 日 程 内容・其他 

① 令人陶醉的音楽紀行（演奏会） 11 月 1 日（周六） 
欣赏由手风琴伴奏令人陶醉的探戈

舞！！ 

② 用中国语举行的国際理解讲座 
11 月 8 日（周六） 

11 月 15 日（周六） 

关于与中国做生意， 

好喝的中国茶世界 

③ 用英語举行的国際理解讲座 
11 月 15 日（周六） 

11 月 22 日（周六） 

加拿大人讲师 

澳大利亚人讲师 

④ 用日语举行的国際理解讲座 
11 月 15 日（周六） 

11 月 22 日（周六） 

多米尼加共和国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⑤ 国際文化理解讲座 11 月 29 日（周六） 
不是观光而是通过当地生活了解到的

瑞士 

⑥ 「外国人眼中的川崎」摄影大赛 
募集截至日期 

11 月日 28（周五） 

我们期待着与外国有关的诸位来应征

「川崎写真」摄影大赛！ 

【主催・咨询】(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TEL：044‐435‐7000     

*************************************************************************************************** 

冬季・汇集 2014 

「大家创造的多文化汇集」 

  防災讲座、摄影大赛、小组讨论、世界音乐、世界的茶・关于小点心 

【内 容】    ○『我喜欢的国家，我喜欢的城市』    

○「外国人市民眼中的川崎」摄影大赛 

○ 防灾讲座 （为外国人市民举办的讲座「防灾准备工作」） 

○ 世界的音乐 （拉丁吉他、菲律宾歌手） 

○「世界的茶・小点心」 

【日 时】 １２月１３日（周六）１３：００～１６：００（开场１２：３０） 

【会 場】 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大厅 

【参加費】 ３００円（中学生以上） 

【报  名】 １１月１日开始  电话・FAX・来馆 

【咨  询】 （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TEL：044-435-7000 FAX : 044-435-7010 

为外国人举办的儿童急救讲习会 

【日 时】  １１月１４日（周五）１０:００～１１:３０               参加費免费！     

http://www.kian.or.jp/
mailto:kiankawasaki@kian.or.jp


【会 場】  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                  

【内 容】  儿童・幼儿为对象的急救法讲习 （心脏按摩以及儿童用 AED 的使用） 

【申  请】 （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多文化共生課 TEL：044-435-7000 

「第３７回 川崎市民庙会」（川崎市最大的庙会） 
【日  时】 11 月 1 日（周六）～3 日（周一・祝日）10:00～16:30 

  ☆ 11 月 2 日（周日）举行庆祝游行。 

【会 场】 川崎区富士見公園一帯   JR 川崎駅・京急川崎駅徒步 15 分 

【内 容】 200 店舗以上的集市，新鮮蔬菜等的当场贩卖会，各种的体验角，舞台表演等 

【咨  询】 川崎市民庙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咨询時间：平日 9:00～17:00） TEL：044-200-2308 

 

☆2014 年度 川崎市外国人市民代表会议 召开公开会议☆ 

【日 時】 11 月 16 日(周日) 14:00～17:00  地点 中原市民館  

今年的公开会议、以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课题为主题、进行小组讨论。 

【咨 询】市民・儿童局 人权・男女共同参画室 TEL:044-200-2359 FAX:044-200-3914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日本・在・川崎 2014」 

11 月 22 日（周六）～11 月 30 日（周日）举行 

【会  场】 ミューザ川崎交响乐大厅/ラゾーナ川崎プラザソル/CLUB CITTA / 

 洗足学園前田大厅/ 昭和音楽大学テアトロ・ジーリオ・ショウワ 

【出演者】 根据举办日期不同而不同。 

  11 月 22 日(周六) ナタリー・コール 

  11 月 28 日(周五) 由紀さおり／ 

    洗足学園ゲット・ジャズ・オーケストラ                                                  

【费  用】 根据举办日期・座位不同而不同。             

  ※ 详细请看在ＷＥＢ查看  http://www.montreuxjazz.jp/kawasaki/ 

【咨  询】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日本・在・川崎 20142014 実行委員会 

TEL: 044-222-5805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窗口    咨询免费 

有什么想询问、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        

 咨询时间(从上午 10点至 12点 从下午 1点至 4点） 电话 044-435-7000 

语 言 星 期  语 言 星 期 

英語  周一～周六   中国语 周二・周三・周五 

葡萄牙语 周二・周五   西班牙语 周二・周三 

韓国・朝鮮语 周二・周四  他加禄语 周二・周三 

・川崎区役所 外国人免费咨询(面談)           ・麻生区役所 外国人免费咨询(面談)  

语 言 星 期 时 间  语 言 星 期 时 间 

英语 第 1、第 3周四 １４：００～１６：３０ 英语 第 1、第 3 周四 ９：３０～１２：００ 

中国語 第 1、第 3周二 １４：００～１６：３０ 中国语 第 1、第 3 周二 ９：３０～１２：００ 

他加禄语 第 1、第 3周二 ９：３０～１２：００ 他加禄语 第 1、第 3 周三 １４：００～１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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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时： 11月 16 日   周日 下午 2点至 4点 （需要翻译要提前预约。）        

感受爵士乐带来的 

融为一体的感动！ 

http://www.montreuxjazz.jp/kawasaki/2014/lineup/yukisaori/
http://www.montreuxjazz.jp/kawasa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