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３年５月号                                 汉语版 

 

 

 

 

英语，汉语，韩国・朝鲜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他加禄語,简单易懂的日语 

協会ＨＰ（http://www.kian.or.jp/hlkwsk.html）有记载。 

         (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211-0033 神奈川県川崎市中原区木月祗園町 2－2   

          ℡044-435-7000 Fax044-435-7010 http://www.kian.or.jp/                E-mail：kiankawasaki@kian.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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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外国人举办的为外国人举办的为外国人举办的为外国人举办的「「「「市营住宅申请书市营住宅申请书市营住宅申请书市营住宅申请书」」」」添写方法的说明会添写方法的说明会添写方法的说明会添写方法的说明会    

想申请市営住宅但不知道怎样添写。                     需要提前预约 

您可以直接添写申请书后当场就能够提交。    

（有英语、中国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他加录语的翻译）          免费 

    【【【【日日日日    時時時時】】】】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10)10)10)10：：：：00000000～～～～12121212：：：：00000000    

【【【【場場場場    所所所所】】】】  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 ２階 協会会议室  

【【【【携带品携带品携带品携带品】】】】   能证明去年收入的材料（源泉徴収票或纳税証明書） 

【【【【定定定定    員員員員】】】】   20 名（在川崎市内居住或工作 1 年以上的人）    

【【【【申申申申    请请请请】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周二周二周二周二))))～～～～5555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打电话或打电话或打电话或打电话或来館来館来館来館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咨咨咨咨    询询询询】】】】     （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 044-435-7000 

 详细请看广告详细请看广告详细请看广告详细请看广告宣传宣传宣传宣传纸纸纸纸、、、、网页网页网页网页或或或或直接向直接向直接向直接向（（（（公財公財公財公財））））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咨询咨询咨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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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也有    市営住宅入居者募集市営住宅入居者募集市営住宅入居者募集市営住宅入居者募集    。 

【【【【市営住宅是指市営住宅是指市営住宅是指市営住宅是指】】】】    

○    为了让有居住困难、收入比較少的人能够交便宜的房租就能居住的、国家和市联合建設市所

有的住宅。 

○ 申请时和入居后都与民間住宅不同、有収入基準等的各种規定。 

○ 虽然不要礼金和更新费、毎年进行収入調査、来决定使用费用(房租)。 

 

【【【【申请申请申请申请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1)市内在住或市内同一工作单位在勤 1 年以上 

          (2)不超过一定的月収額 

          (3)有居住困难等 

【【【【募集時期募集時期募集時期募集時期】】】】川崎市営住宅的募集、一年进行 2 回。         

（春季）・・・ 5 月下旬左右～ 6 月初左右（入居予定時期 10 月～第二年 3 月左右） 

（秋季）・・・10 月下旬左右～11 月初左右（入居予定時期 第二年 4 月～ 9 月左右） 

【【【【咨询咨询咨询咨询】】】】        川崎市住宅供給公社 公営住宅部市営住宅管理課 TEL 044‐244‐7578 

        http://www.kawasaki-jk.or.jp/sh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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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0101010 回回回回    はいさいはいさいはいさいはいさい节节节节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周五周五周五周五))))～～～～5555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周一周一周一周一))))  
非常有人気的物産展＆沖縄料理露天店等、 

音乐节、电影节、体験教室和大抽選会等 让您充分感受一个既好玩・好吃又实惠的沖縄！！ 

 

●５／５（周日・祝日）音楽祭＠俱乐部チッタ    

 http://lacittadella.co.jp/haisai/  

[場所]ラ チッタデッラ(川崎区小川町４－１) 

【【【【咨询咨询咨询咨询】】】】      ㈱チッタ エンタテイメント 

 電話 044-233-1934 

                                        

    



    

友好友好友好友好交流会交流会交流会交流会    挑战突尼斯挑战突尼斯挑战突尼斯挑战突尼斯料理料理料理料理！！！！    

６６６６月月月月８８８８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 点到下午点到下午点到下午点到下午 2222 点点点点 30303030 分分分分    

讲师讲师讲师讲师            波郝玛波郝玛波郝玛波郝玛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地地地地        点点点点】】】】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料理室 

【【【【定定定定    員員員員】】】】   ２０名 （応募者多数时要抽选） 

【【【【参加费参加费参加费参加费】】】】  1,500 円( 当日交纳。）※ 有托儿服务 （5 人为止） 

【【【【报名报名报名报名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用往反明信片来申请。1 枚最多可以申请 2 个人 

①講座名「料理」② 姓名(２人申请时２人的姓名)  

③住所 （添写到市・区） ④ 联系地址   

【【【【报报报报        名名名名】】】】 ５５５５月月月月 1111００００日日日日（（（（周周周周五五五五）～）～）～）～22224444 日日日日（（（（周五周五周五周五））））必须到达必须到达必须到达必须到达    

【【【【询询询询        问问问问】】】】  （公財）川崎市国际交流協会        TEL：044‐435‐7000        

                ※ 详细请参看、广告宣传纸、ＨＰ或（公財）直接向川崎市国际交流協会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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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国国国国际际际际理解理解理解理解讲讲讲讲座座座座    

英语中上級者为対象・用英語授课/Q＆A（没有翻译） 

第第第第 1111 回回回回    ６６６６月月月月８８８８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讲师讲师讲师讲师        本杰明本杰明本杰明本杰明····布郎布郎布郎布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对于劳动对于劳动对于劳动对于劳动价值观价值观价值观价值观        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    CIR CIR CIR CIR 国際交流員国際交流員国際交流員国際交流員))))    

第第第第 2222 回回回回    6666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讲师讲师讲师讲师        莎芭莎芭莎芭莎芭堤堤堤堤、、、、梦塞拉得梦塞拉得梦塞拉得梦塞拉得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关于西班牙文化关于西班牙文化关于西班牙文化关于西班牙文化」」」」            （（（（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西班牙人            咨询者咨询者咨询者咨询者））））    

第第第第 3333 回回回回    7777 月月月月 1 1 1 13333 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讲师讲师讲师讲师        珊蒂珊蒂珊蒂珊蒂····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        

                                                    「「「「从老鼠学习从老鼠学习从老鼠学习从老鼠学习」」」」    （（（（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加拿大人加拿大人        大学院研究员大学院研究员大学院研究员大学院研究员））））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每回都是 10 点 30 分至 12 点 

【【【【場場場場    所所所所】】】】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 

【【【【定定定定    員員員員】】】】  40 名（抽选） 

【【【【听讲听讲听讲听讲费费费费】】】】  3,000 円（3 回费用一次性银行拨入） 

【【【【报报报报        名名名名】】】】  用往復明信片应募 5 月 15 日 

※详细请参看、广告宣传纸、ＨＰ或（公財）直接向川崎市国际交流協会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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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的外国人咨询」」」」有什么想询问有什么想询问有什么想询问有什么想询问、、、、或感到为难或感到为难或感到为难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 咨询时间((((从上午从上午从上午从上午１０１０１０１０点至点至点至点至１２１２１２１２点点点点    从下午从下午从下午从下午１１１１点至点至点至点至４４４４点点点点）））） 电话 044044044044----435435435435----700070007000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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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点時至 4点半 英语 第１、第３周四 上午 9 点半至 12点 

中国語 第１、第３周二 下午 2点時至 4点半 中国语 第１、第３周二 上午 9 点半至 12点 

他加禄语 第１、第３周二 上午 9 点半至 12点 

 

他加禄语 第１、第３周三 下午 2 点至 4 点半 

 

＊行政書士行政書士行政書士行政書士免费咨询免费咨询免费咨询免费咨询（日语）    场所：国际交流中心 2 楼 協会会議室 

                        时间：    5555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点至点至点至点至４４４４点点点点    （需要翻译要提前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