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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县举行了外国人社区召集人委托仪式！！
作为连接当地社区和外国人的沟通桥梁，32 名居住在福井县的外国人被选任为社区召集人。
9 月 26 日举行了委托仪式。感谢所有成为召集人的协助！！
【为什么需要外国人社区召集人？】
外国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因语言不通，可通过社区召集人用母语了解信息，解决由于文化和习俗的差异而引起的日常
生活问题和烦恼。
【外国人社区召集人的作用】
召集人用母语或使用 SNS 等向外国居民传达来自政府或自治会的生活和灾害信息。 此外，召集人将外国居民的
需求反馈给政府或自治会，从外国居民的处境出发提出相应的意见或在必要时考虑改善措施，协助建立一个令人安
心生活的环境。
【以多元文化共生为目标】
不管来日时间的长短，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国籍等等各不相同，为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目标各位外国人
社区召集人以及 FIA Pocket 的阅读者，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将福井县打造成一个适合大家生活的地方！！

【委托仪式和育成讲座场景】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与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年末年初闭馆通知
福井国际交流会馆

2020 年 12 月 29 日（周二）～ 2021 年 1 月 3 日（周日）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2020 年 12 月 27 日（周日）～ 2021 年 1 月 4 日（周一）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的设施租借业务

2020 年 12 月 28 日（周一）～ 2021 年 1 月 4 日（周一）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的护照发放业务

2020 年 12 月 29 日（周二）～ 2021 年 1 月 3 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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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2020 年 10 月～2021 年 2 月

FIA 日语讲座

第1 周日

第2 周日

第3 周日

11

18

8

已截止15

10 月

时间：10 月～2 月的周日
地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2 楼 研修室 1・2
程度：根据不同程度开设从初级至初中级 4 个班。
※第一次听课前有个小测试来确定班级。
听课费：4,000 日元（15 次）

11 月

1

12 月

13※

1月
2月

第4 周日

第5 周日

22

29

24

31

20
17

7

14

21

※从第 8 次课程以后参加的话，听课费为 2,000 日元。
名额：各班 15 人左右
班 级

时间

初级 1

10:30-12:00

初级 2 A

13:00-14:30

初级 2 B

14:45-16:15

初级 3 A

13:00-14:30

初级 3 B

14:45-16:15

初中级

10:30-12:00

程度
初次学习日语者
理解最简单的日语（日语能力 N5 考试水平）

理解基础日语（日语能力 N4 考试水平）
理解日常日语（日语能力 N3 考试水平）

注意事项
・请带上在留卡和听课费提前报名。
・讲座期间中途也可以报名参加。
・主要教材授课时借给大家。
・一旦缴付的听课费不予退回，中途休课也不予退回。 ・无法上课时请务必和国际交流协会联系。
・上课时务必戴口罩。・上课前请将手洗干净。
报名､咨询：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1 楼 信息咨询处

电话

0776-28-8810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的网页支持 12 种外语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的网页已经有日语、英语、中文、葡萄牙语和越南语 5 个语种。
现在又采用了自动翻译系统，支持以下 12 种语言。
语种：英语、繁体中文、简体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尼泊尔语、泰语、越南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缅甸语 [12 语种]
【使用方法】 按主页上方的“Foreign Language／外国语”
，便会显示各语种，选择你需要的语种即可。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COVID-19）信息的专用网页
为便于了解来自国家和县政府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信息，以及生活和工作援助等制度，
我们创建了一个简易版的网页，将各种相关信息的链接归纳在一起。
您可从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的网页上查阅。
语种：英语，中文，葡萄牙语，越南语，简单的日语

https://www.f-i-a.or.jp/ja/covid-19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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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外国人的免费咨询会
我们向您提供有关在留资格、家人访日、入日本国籍、法律、就业、婚姻、交通事故、
多重债务等问题的免费咨询服务。

外国人入境、逗留相关的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接待人：行政书士，FIA 接询员
时间：12 月 5 日(周六), 1 月 9 日(周六), 2 月 6 日(周六) 13:00～16:00
地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会 接待人：律师，FIA 接询员
时间：12 月 19 日(周六), 1 月 16 日(周六)，2 月 20 日(周六) 13:00～16:00
地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请务必提前预约。如需翻译,请提前联系我们。(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越南语、韩语、尼泊尔语、
菲律宾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敦贺市)也举办。具体请电话咨询！
报名：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电话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0776-88-0062

电话 0776-28-8810／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电话 0770-21-3455

面向外国人的远程免费咨询会

咨询者

如果您住得很远或缺乏移动手段，可以选择您方便的地方咨询！
时间：12 月 26 日(周六)，1 月 30 日(周六) 13:00～16:00
接待人：律师，FIA 接询员

福井外国人咨询处翻译

●请提前电话或在网上预约，如需翻译也请告知。
报名：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电话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0776-88-0062

电话 0776-28-8810

律师

★您可以通过电话、智能手机、PC、平板电脑等进行咨询。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1 楼 信息咨询处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图书资料处

来写下您想要借阅的书吧！
如果您在信息咨询处有想要借阅的书，请写在纸上，投入订阅箱。
我们将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生活和活动信息
慈善世界文化介绍讲座

美国

☆ALT Leah 老师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乡佛罗里达州的趣闻轶事☆
时间：12 月 5 日（周六）13:30～16:00
地点：坂井市十乡社区中心 （坂井市坂井町长畑 25-11-1）

佛罗里达州

讲师： Leah Burkett （佛罗里达州出身・三国中学校 ALT） ☆用正在学习的日语作介绍☆
参加费：免费 (请协助筹款！)
报名、咨询：坂井国际交流协会（ISA）平田

Tel

090-2034-5761

Email

812905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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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籍子女开设的日语补习课 免费
志愿者将教授在学校及生活中所需的日语，以及如何做作业。家长也可参加学习或咨询。
大家快来报名哟！
时间：12 月 5 日、19 日／ 1 月 16 日(均为周六) 10:00～11:30
地点：Phoenix Plaza 3 楼(福井市田原 1-13-6)

日语交流教室 shaberiba 免费
Shabiliba 是一个和日本人边愉快交流边学习日语“听说读写”的地方。
时间：12 月 13 日(周日)、26 日(周六)／ 1 月 10 日(周日)、23 日(周六) 10:00～12:00
地点：Happiring 4 楼 福井市综合义工服务中心(福井市中央 1-2-1)

报名、咨询：公益社团法人 福井市民国际交流协会(FCIA)
电话 0776-97-5020

传真 0776-97-5022

网址 https://www.fcia.jp

电子邮箱 fukuikokusai@fcia.jp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ukuikokusai

※为防止新冠肺炎感染传播，可能会停止，谨请谅解。い。

关于高等教育升学援助新制度的通知
该制度是援助既考虑升学但又有学费等资金方面烦恼的各位高中生，帮助你们不用担心钱的事来升学完成学业。
【概要】 学生可以免除・减少学费・入学费，获得福利奖学金（无需退还资金的奖学金）
。援助金额取决于收入、
升学学校类型（大学或职业学校等・・・）
、从家走读或独自生活等等条件。
【对象】 免居民税家庭的学生，具有学习欲望的学生
【外国人】
・特別永住者、永住者、日本人配偶者或永住者配偶者的在留資格者
・定住者在留資格者、被现所在学校长认为将来有永住的意向
【对象学校】 大学、短大、高等专科学校（4 年级・5 年级）
、专门学校
【申请途径】 通过现所在学校申请
【详情咨询】
〇日本学生援助机构 奖学金咨询中心

电话：0570-666-301（周一～周五 9 点～20 点）

https://www.jasso.go.jp/index.html
〇文部科学省特设“高等教育升学援助制度” https://www.mext.go.jp/kyufu/index.htm

福井县最低时薪调整为 830 日元
从 2020 年 10 月 2 日起,福井县法定最低时薪调整为 830 日元。如时薪低于这一标准属于违法。违法雇主被责令
处以最高 50 万日元的罚款。如遇到可疑情况,请前往附近的劳动局和 Hello Work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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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接诊的医院、急救中心、诊所
有关节假日期间就诊的医院信息,请查询 FIA（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手机网站
“周末节假日值班医院网页”
。 http://f-i-a.or.jp/k/ (日语、英语)

医院名称、诊疗科室

电话・地址

就诊日

就诊时间

福井市节假日急救中心
きゅうじつ
あ
びょういん

电话 0776-22-2099
周六
こうえきざいだんほうじん ふく い けん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かい

19:00～23:00

けいたい さ い と

休 日に開いている 病 院については、FIA（公益財団法人 福井県国際交 流 協 会）の携帯サイトの

ど にちしゅくじつ
内科

とうばん い いん ぺ ー じ

み

福井市城东 4-14-30

周日､节假日

9:00～23:00

に ほん ご

えい ご

「土日 祝 日の当番医院ページ」を見てください。http://f-i-a.or.jp/k/
12/30～1/3（日本語・英語）

福井县儿童急救中心

电话 0776-26-8800

周一～周六

19:00～23:00(22:45 之前受理)

儿科

福井市城东 4-14-30

周日、节假日
12/30～1/3

9:00～23:00(22:45 之前受理)

福井市节假日急救牙科诊所

电话 0776-26-8468

牙科

福井市大愿寺 3-4-1

周日、节假日、调休
12/30～1/3

9:00～12:00
13:00～17:00(16:45 之前受理)

大野市节假日急救诊所

电话 0779-65-8999

周六

13:00～21:00 （小儿科休诊）

内科、外科、儿科

大野市篠座 117-6-1

周日、节假日、12/31
～1/3

9:00～21:00

敦贺市节假日急救中心

电话 0770-25-5311

内科、儿科、牙科

敦贺市中央町 2-16-52

周日、节假日
12/31～1/3

9:00～12:00(11:45 之前理)
13:00～15:00(14:45 之前受理)

◆“儿童急救医疗电话咨询 ” 是针对儿童急性病症，通过电话给予建议。
电话 0776-25-9955 或短号 #8000 (日语)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19:00～次日 9:00 周日､节假日､调休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信息

9:00～次日 9:00（无休）

福井县 新型冠状病毒帮助平台
有关新冠病毒的咨询，请先向常去看病的医院咨询。如没固定医院的话就给“就诊・咨询中心”打电话咨询。
电话：0776-20-0795

时间：7:00～21:00 （包括双休日节假日） ※时间外会告知手机号。

(从 11 月 1 日起“归国者・接触者咨询综合中心”改名为“就诊・咨询中心”。)

●如果需要口译，请给福井外国人咨询处打电话。(对应语言､时间请看第 6 页)

为外国人士

电话

0776-88-0062

提供有关家暴的咨询

您有否因为丈夫或者伴侣的暴力行为而感到困扰呢。女性 DV 咨询员将为您提供咨询。
不会说日语也没关系。为您保守秘密。
DV (Domestic violence)－俗称家庭暴力
殴打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不给生活费、不允许你接触你的朋友或家人等人身限制、以强制性手段发生性行为等。

●请务必提前预约。如需翻译,请提前联系我们。(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等)
地

点

时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周四 10:00～17:30

电话

*休馆日…节假日,调休,12/29～1/3

0776-28-8800

生活学习馆 (You-I Fukui)面谈室
(福井市下六条町 14-1)
电话 0776-41-7112

除周四以外 每天

间

9:00～16:45

*休馆日…周一(节假日除外),第 3 个周日,节假日的第二天(周六、周日、
调休除外),12/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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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さくら通り
樱花大道

フ
ェ
ニ
ッ
ク
ス
通
り

〒910-0004 福井市宝永 3－1－1
电话 0776-28-8800 传真 0776-28-8818
电子邮箱 info@f-i-a.or.jp

福井県国際交流会館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福井県庁
福井县厅

不
死
鸟
大
道

租借设施/教室
开馆时间

9:00～21:00

休馆日

节假日,调休,年末年初（12/28～1/4）

JR 福井駅
JR 福井站

【交通】从 JR “福井”站徒步约 10 分钟

信息咨询处/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开放时间
休息日

周三、五、六、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9：00～18：00

周二、四 9：00～20：00
每月第 1、3、4、5 个周一,节假日,调休,年末年初（12/29～1/3）

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向外国人士提供 16 种语言的咨询服务！
视频电话口译(13 种语言)与三方电话口译可对应的语言(16 种语言) 电话 0776-88-0062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越南语､韩语､尼泊尔语､菲律宾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周二～周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俄语､法语､印尼语【周二～周五､每月第 2 个周一】
缅甸语､蒙古语､高棉语(柬埔寨语)【仅限三方电话口译 周二～周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咨询员与翻译人员可对应的语言(3 种语言)
英语

周二～周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葡萄牙语

周五、周六

11:45～17:30

越南语

周六、周日

11:45～17:30

9:30～16:30

※出勤日有可能变更。请提前向福井国际交流会馆确认。
咖啡角
开放时间

9:00～11:00

12:00～17:00

休息日

节假日,调休,年末年初（12/28～1/4）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福井外国人咨询岭南处)

神楽町商店街
神乐町商店街

〒914-0063 敦贺市神乐町 2 丁目 2-4 AQUATOM 2 楼
电话 0770-21-3455

氣比神宮

福井県国際交流嶺南センター アクアトム 2 階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AQUATOM 2 楼

传真 0770-21-3441

电子邮箱 reinan@f-i-a.or.jp
国国
道道
８８
号号
线線

如果从 JR 敦贺站乘坐巴士前来，请乘坐②④⑤⑧⑩⑬⑭号巴士，
在“神乐町”下车，或乘坐⑫号巴士在“敦贺儿童公园”下车。

JR 敦賀駅
JR 敦贺站

【交通】从 JR“敦贺”站徒步约 20 分钟

开馆时间

周二､三､五､六
18:00

9:30～18:00

／

周四

9:30～20:00

／ 每月第 1、3 个周日

休馆日

周一,第 2、4、5 个周日,节假日,调休,年末年初（12/29～1/3）

12 月、1 月节假日
➏

1 月 1 日（周五）元旦

1 月 11 日（周一）成人节

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