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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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435-7000 Fax044-435-7010 

http://www.kian.or.jp/                E-mail：kiankawasaki@kian.or.jp 

    

    

 

        

「「「「为外国人开设的快乐实用日语讲座为外国人开设的快乐实用日语讲座为外国人开设的快乐实用日语讲座为外国人开设的快乐实用日语讲座」」」」    
    ◎◎◎◎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周二周二周二周二・・・・周五周五周五周五    ９９９９：：：：５０５０５０５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５０５０５０５０  ＊有保育。（１岁以上。免费） 

       １学期：４月２３日（周二）～７月１２日（周五）     １１，０００円（全２２回） 

       ２学期：９月２４日（周二）～１２月６日（周五）     １１，０００円（全２２回） 

       ３学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周五）～３月１１日（周五） ８，５００円（全１７回） 

            

◎◎◎◎晚上班晚上班晚上班晚上班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１８１８１８１８：：：：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   ＊没有保育。 
       １学期：４月１７日～７月１０日        ６，０００円（全１２回） 

２学期：９月４日～１２月１１日        ７，５００円（全１５回） 
３学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３月１２日  ４，５００円（全９回） 

                 ・除了学费还要交纳教材费。 
              ・注意：学费不予退还。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国际国际国际国际流流流流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申请报名申请报名申请报名申请报名】】】】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国际国际国际国际交流協会交流協会交流協会交流協会        ℡℡℡℡        044044044044----435435435435----7000700070007000    

    

    

    

    

            

    请请请请外国人市民外国人市民外国人市民外国人市民诸位多多支持和帮助诸位多多支持和帮助诸位多多支持和帮助诸位多多支持和帮助    

                                        ※※※※    下表是下表是下表是下表是 4444～～～～9999 月月月月讲座和活动的讲座和活动的讲座和活动的讲座和活动的一部一部一部一部分分分分。。。。内容内容内容内容有时会有变更有时会有变更有时会有变更有时会有变更。。。。    

    

    

月月月月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 用英语开设的国际理解讲座（春季）  
（6月・全3回） 

讲师是外国人市民、是每回以各种各样课题为内容的讲座。
（以中上級水平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 

■第１９回Krokodiloes演奏会 
 （中旬） 

毎年由蛤佛大学男子学生组成的无伴奏合唱团。 
将熟悉的歌曲充满活力的演唱给大家。 

 

6

月 

■澳大利亚姉妹都市Wollongong・大学生川
崎研修 

到一般家庭寄宿用日语交流。 
（募集寄宿家庭→市政だより３/２１日号有刊登） 

7

月 
■ 国际节 7月7日（周日） 

能够体验·感受全世界的宝贵的一天！ 
世界各地料理、表演、物産等、全館开放举行。 

８
月 

■ 暑期儿童英語教室（全3回） 
■ 暑期儿童汉语教室（全3回） 

英語初学者、５岁～２年级孩子的英语体验班 
汉语初学者、５岁～８岁孩子的汉语体验班 

９
月 

■ 为外国人开设的日语讲座（Ⅱ学期） 
（９月～１２月）上午班・晚上班 

【上午班】(周二・周五）9点50分～11点50分（有保育） 
【晚上班】（每周三）18点30分～20点30分  

☆咨询 （公財）川崎市国际交流協会…电话（上午9点半～下午4点/周日休息） (044)-43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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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和宝宝一起参加的外国人妈妈・爸爸 

【【【【日日日日        时时时时】】】】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1114444 日日日日((((周五周五周五周五))))～～～～7777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全全全全 9 9 9 9 回回回回））））毎毎毎毎周二周二周二周二 10101010：：：：00000000～～～～11111111：：：：30303030    

【【【【人人人人    数数数数】】】】親子親子親子親子 10101010 組組組組    

【【【【会会会会    場場場場】】】】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川崎市国際交流中心                                    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对宝宝有用的日语会话对宝宝有用的日语会话对宝宝有用的日语会话对宝宝有用的日语会话。。。。    

         有日语沙龙的博客 

「育儿 有时 日语」 http://nihongosaron.cocolog-nifty.com/blog/    

                【【【【报名报名报名报名・・・・咨询咨询咨询咨询】】】】    

                親子日親子日親子日親子日语沙龙语沙龙语沙龙语沙龙    ((((浜田浜田浜田浜田))))    EmailEmailEmailEmail：：：：nihongosaron@gmail.comnihongosaron@gmail.comnihongosaron@gmail.comnihongosaron@gmail.com    

                    或或或或((((公財公財公財公財))))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川崎市国际国际国际国际交流協会交流協会交流協会交流協会    TelTelTelTel：：：：044044044044----435435435435----7000700070007000    Email: kiankawasaki@kian.or.jpEmail: kiankawasaki@kian.or.jpEmail: kiankawasaki@kian.or.jpEmail: kiankawasaki@kian.or.jp            

 
 

 

 

 

虽受东日本大地震灾害的影响、但复旧工事已完成,各种各样的演奏会又重新开始。 

装修后再开放纪念演奏会上听一听布鲁克纳的杰作! 

 【【【【日日日日    時時時時】】】】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７７７７日日日日((((周日周日周日周日)15:00)15:00)15:00)15:00 点开演点开演点开演点开演    

    【【【【出出出出    演演演演】】】】指揮指揮指揮指揮：：：：Hubert SoudantHubert SoudantHubert SoudantHubert Soudant ( ( (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交响乐交响乐交响乐交响乐団音団音団音団音乐监督乐监督乐监督乐监督））））管弦乐管弦乐管弦乐管弦乐：：：：東京交東京交東京交東京交响乐团响乐团响乐团响乐团    

                管弦乐管弦乐管弦乐管弦乐：：：：東京交東京交東京交東京交响乐团响乐团响乐团响乐团        

    【【【【曲曲曲曲    目目目目】】】】布鲁克纳布鲁克纳布鲁克纳布鲁克纳：：：：交响曲交响曲交响曲交响曲第第第第９９９９番番番番（（（（ノヴァークノヴァークノヴァークノヴァーク版版版版））））    

                    布鲁克纳布鲁克纳布鲁克纳布鲁克纳：：：：Te DeumTe DeumTe DeumTe Deum    

【【【【费费费费        用用用用】】】】SSSS 席席席席：：：：8,0008,0008,0008,000 円円円円    AAAA 席席席席：：：：7,0007,0007,0007,000 円円円円    BBBB 席席席席：：：：5,0005,0005,0005,000 円円円円    CCCC 席席席席：：：：4,0004,0004,0004,000 円円円円    

    【【【【售票日售票日售票日售票日】】】】一般販売一般販売一般販売一般販売：：：：１２１２１２１２月月月月１９１９１９１９日日日日（（（（周三周三周三周三））））    

【【【【电话预约电话预约电话预约电话预约】】】】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044044044044----520520520520----0200(10:000200(10:000200(10:000200(10:00～～～～18:00)18:00)18:00)18:00)    

アルテリッカアルテリッカアルテリッカアルテリッカしんゆりしんゆりしんゆりしんゆり 2013201320132013    黄金周黄金周黄金周黄金周（（（（4444 月月月月 2626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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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祝祝祝日日日日))))举办举办举办举办））））！！！！    

咨询            川崎・しんゆり芸術祭 2013实行委員会事務局 

川崎市麻生区万福寺 1-2-2 新百合 21ビル B2 Tel：044-95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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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或感到为难的时候可以进行咨询。。。。               (       (       (       (免费免费免费免费))))    
・ 询问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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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行政書士可以咨询的内容包括入管关联、結婚、离婚、会社设立、日本支店设立、外国人雇用等・ 

时间：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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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