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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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44-435-7000   Fax044-435-7010    http://www.kian.or.jp/ E-mail： kiankawasaki@kian.or.jp     

    

            国際交流国際交流国際交流国際交流中心的暑期儿童学习班中心的暑期儿童学习班中心的暑期儿童学习班中心的暑期儿童学习班            ※※※※请必须用往返明信片申请请必须用往返明信片申请请必须用往返明信片申请请必须用往返明信片申请。。。。    

学习班名学习班名学习班名学习班名                日日日日        时时时时    対象対象対象対象・・・・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讲师讲师讲师讲师    学费学费学费学费((((含税含税含税含税))))    截止截止截止截止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儿童英语儿童英语儿童英语儿童英语ＡＡＡＡ    9999：：：：50505050    

～～～～10101010：：：：50505050    

小小小小 1111・・・・2222年生年生年生年生    

・・・・15151515名名名名    

儿童英儿童英儿童英儿童英语语语语ＢＢＢＢ    11111111：：：：00000000    

～～～～12121212：：：：00000000    

小小小小 3333・・・・4444年生年生年生年生    

・・・・15151515名名名名    

    
ロザーナロザーナロザーナロザーナ・・・・グレイグリグレイグリグレイグリグレイグリ

ーーーー((((新西兰出身新西兰出身新西兰出身新西兰出身・・・・语学学语学学语学学语学学

校讲师校讲师校讲师校讲师))))    

儿童中国语儿童中国语儿童中国语儿童中国语    

    
7/247/247/247/24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    

7/267/267/267/26    
((((周四周四周四周四))))    

13131313：：：：00000000    

～～～～14141414：：：：00000000    

5555岁岁岁岁～～～～8888岁岁岁岁    

・・・・15151515名名名名    
((((保护者入室可保护者入室可保护者入室可保护者入室可))))    

斉藤優理絵斉藤優理絵斉藤優理絵斉藤優理絵    

((((上海出身上海出身上海出身上海出身・・・・元元元元音乐教师音乐教师音乐教师音乐教师))))    

    
    
各各各各 3,0003,0003,0003,000円円円円（（（（含含含含

教材费教材费教材费教材费））））    

                

    
    
7/7(7/7(7/7(7/7(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必须邮到必须邮到必须邮到必须邮到    

亲子料理亲子料理亲子料理亲子料理    

((((中华点心中华点心中华点心中华点心))))    

    
8/118/118/118/11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11:0011:0011:0011:00    
        ～～～～14:0014:0014:0014:00    

5555岁岁岁岁～～～～12121212岁岁岁岁    
((((亲子亲子亲子亲子 10101010组组组组))))    
    

王王王王    柏柏柏柏人人人人 ( ( ( (上海出身上海出身上海出身上海出身・・・・料料料料

理人理人理人理人))))    ・・・・何何何何    文淵文淵文淵文淵((((上海出上海出上海出上海出

身身身身・・・・语学学校讲师语学学校讲师语学学校讲师语学学校讲师))))    

亲子一共亲子一共亲子一共亲子一共    

    1,5001,5001,5001,500円円円円    
8/1(8/1(8/1(8/1(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必须邮到必须邮到必须邮到必须邮到    

【咨询】川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044-435-7000 ⇒語学教室(担当 交流事業課 松嶋)   

料理教室(担当 多文化共生課 中村・佐川) 

    

        「「「「去儿童博物馆进行快乐的体验吧去儿童博物馆进行快乐的体验吧去儿童博物馆进行快乐的体验吧去儿童博物馆进行快乐的体验吧！！！！」」」」    

【会场】 市民博物馆消遥展示空间、等々力工业会   

【内容・日时】 ➀「ＫＯＳＵＧＥ1-16」（用平面的废材料打印）  

            日时：７７７７月月月月２１２１２１２１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２２２２２２２２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６１６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②「タムラサトル」 （组装立体的废材） 

             日时：７７７７月月月月２８２８２８２８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29292929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６１６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截止日期】     ①７月７日（周六）  ②7 月 14 日(周六) 

【申请・咨询】  市民博物馆 TEL.044-754-4500  

讲座名「暑期儿童博物馆」、写明姓名、年龄、希望日程、人数、地址、电话号、传真号 

FAX. 044-754-4533  或者 E メール： edu@kawasaki-museum.jp 来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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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有什有什有什么想询问么想询问么想询问么想询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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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从从上午上午上午上午１０１０１０１０点至点至点至点至１２１２１２１２点点点点    从从从从下午下午下午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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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７７月月月月１１１１日日日日        ((((只在国际节时间内只在国际节时间内只在国际节时间内只在国际节时间内))))    

8888 月月月月１１１１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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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一般 

費用：1000 円  

定员：各 15 名 
 



        

「「「「第第第第 17171717 回回回回    川崎大师川崎大师川崎大师川崎大师    风铃市风铃市风铃市风铃市」」」」        7777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周三周三周三周三))))～～～～22222222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10:0010:0010:0010:00～～～～18:0018:0018:0018:00    

♪来自从北海道到冲绳全国 47个都道府县约 900种 30,000个风铃将被展销。♪ 

除了川崎大师自家制作的除邪达磨风铃以及全国各地的风铃以外、还展有金属・玻璃等各种材料制作的

风铃。 

请感受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风铃的音色带来的凉快之感。 

【会场】 川崎大师平间寺附近   京急大师线「川崎大师站」下车徒步约８分种 

【咨询】 川崎大师平间寺 ℡ 022-266-3420    

    
川崎吹奏乐队表演的川崎吹奏乐队表演的川崎吹奏乐队表演的川崎吹奏乐队表演的「「「「夏季之窗音乐会夏季之窗音乐会夏季之窗音乐会夏季之窗音乐会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        ７７７７月月月月７７７７日日日日（（（（周六周六周六周六））））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222 点点点点～～～～    

    
1971 年由川崎市周边在住的学生们组成、现在有不同年龄层,各种职业的队员们在坚持活动的川崎吹奏

乐队(爱称「かわすい」)、将给大家演奏欢快富有朝气的音乐。 

【会场】 幸市民馆大厅  

从 JR南武线·东急东横线「武蔵小杉駅」乘公共汽车在「幸区役所入口」下车徒步２分 

【演奏内容】 ●卡乐爷爷的空中飞翔房子选 

●电影「魔女的宅急便」中的『能够看到大海的城市』等电影音乐 

●罗伯特.W.斯蜜斯的『大海的男人们之歌』等的古典音乐 

【咨询】川崎吹奏乐队事务局 ℡・FAX：044-511-7812    

    
    

        「「「「欣赏欣赏欣赏欣赏、、、、制作制作制作制作、、、、连接连接连接连接！！！！！！！！！！！！音乐影画故事音乐影画故事音乐影画故事音乐影画故事    」」」」        ７７７７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 点点点点 30303030 分分分分～～～～3333 点点点点 30303030 分分分分    

        

【会场】中原区役所５Ｆ  

【内容】①请欣赏与纪念区制 40 周年的中原区有因缘的传说·音乐    入场免费 

       ●神地和妖怪寺庙    ●中原古今连环画剧 

       ●感受琴声带来的凉快时刻！  ●小心火的狐狸 

    ②参加者一起来制作音乐影画故事吧！ 

   制作的音乐影画故事、于 11 月 9 日(周五)、10 日(周六)在中原市民馆大厅将被发表。 

【【【【咨询】       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  ℡ 044-200-3939 

【内容的咨询】 E メール:  otoestage-qanda@gmail.goo.ne.jp  

           

                                
                       

「「「「小溪放河灯小溪放河灯小溪放河灯小溪放河灯（（（（中原区中原区中原区中原区））））」」」」8888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18181818 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点左右    

 

【会场】江川小溪游步道 东屋附近（小关桥的下流）    

JR 南武线 武藏新诚站南口下车徒步约５分 

【内容】父母・孩子们「自己制做的・带画的灯笼」放入小溪 灯笼配件 300日圆 

【【【【主办·咨询】 森林与小溪联合网 ・ ℡ 090-8813 1076 松本 

 

日本语能力试验的实施日日本语能力试验的实施日日本语能力试验的实施日日本语能力试验的实施日        第第第第 2222 回回回回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    

申请期间申请期间申请期间申请期间：：：：8888 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月下旬～～～～9999 月月月月下旬下旬下旬下旬（（（（预定预定预定预定））））    
    

 

需要提前申请 

雨天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