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FIA) 多语种简报

2 月＆3 月号
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 ukui

nternational

ssociation)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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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日本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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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 月 6 日(周六)、3 月 6 日（周六）

接待人：行政书士、FIA 接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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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周六)、3 月 13 日（周六） 13:00～16:00
地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面向外国人的远程免费咨询会

接待人：律师、FIA 接询员

如果您住得远或缺少移动手段，可选择方便的地方通过电话、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咨询。
时间：2 月 27 日(周六)、3 月 27 日（周六）

13:00～16:00

■请务必提前电话预约。远程免费咨询会可以通过 FIA 主页上的申请表格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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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6-88-0062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电话 0776-28-8810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电话 0770-21-3455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内可无线(Wi-Fi)上网！
馆内可使用 Wi-Fi 的地点
1 楼 信息咨询处､咖啡角､交流角､护照办理窗口､走廊
2 楼 第 1 会议室､第 2 会议室､第 3 会议室､走廊
地下 多功能厅､小广场
※关于 Wi-Fi 使用方法，请见交流会馆内告示。
※即使是在使用区域内，也会出现无法连接或信号很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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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 ukui

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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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 日语讲座
2021 年度春季 FIA 日语讲座预定 5 月起开始报名。
想学日语的各位，届时敬请报名参加♪

详情将在 FAI 4 月＆5 月简报上刊登。

欢迎大家来国际交流会馆一起学习日语！
！

报名､咨询：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1 楼

信息咨询处

0776-28-8810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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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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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所需语种即可。

展示通知

你知道 SDGs 是什么意思吗？

SDGs 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の简略、中文意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是联合国为 2030 年而制定的目标，联合国将与世界各国和全世界人民为此共同努力。
每个人的一点努力都将和整个地球的未来连接在一起。
在福井县国际会馆一楼的事务所前，为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
每两个月展示介绍 17 个目标。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能为世界做些什么。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设有一棵“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树。来会馆时请将你感兴趣的
目标挂在该树上☆

生活和活动信息
为外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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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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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➋

时

电话

0776-41-7112

间

10:00～17:30

除周四以外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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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和活动信息
日语学习网页

“在日生活的纵横链接” 免费

这是学习在日生话的常用日语网页。 即便于自学用，也可以作为课堂教材。

特点 1

多语种

支持六种语言及罗马字符：日语、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
（将来会增至 14 种语言）

特点 2

日常用语

可以学习在日本生活工作中的日常用语。

特点 3

动画为主

通过收看大量的动画视频来学习日常用语和日语语法。

特点 4

了解日语的基础知识

在学习日语之前，可以了解日语的特点及动词变化等日语基础知识。

网址
【 电脑・手机对 应 】

https://tsunagarujp.bunka.go.jp/

除了该网站，还有一个网站，可以学习日语，
还有“了解生活信息” 网站可看！
文化厅宣传纸漫画人物 Bu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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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20 日／ 3 月 6 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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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周日)、27 日(周六) 10:00～12:00 地点：Phoenix Plaza 3 楼(福井市田原 1-13-6)
时间：3 月 14 日(周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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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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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活动信息

“在日外籍儿童养育援助网页”通知
为在日生活学习的外国籍儿童及其母亲和家庭提供援助的信息网页。包括有关育儿的信息，敬请关注！
■支持 11 种语言。 从网站的首页，您可以选择语种。
（日语 英语 汉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菲律宾语 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 缅甸语 孟加拉语 尼泊尔语）
咨 询： 森山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福冈看护学部 副教授)
Tel

092-407-1729

E-mail

网页
【 电脑・智能手机对应】

m-moriyama@iuhw.ac.jp

http://ecdsuishin.com/index.html

关于纳税申报
纳税申报是向税务局申报从上一年的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的一年收入的税费（所得税）。
纳税申报的受理时间为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
※可能由于新冠肺炎感染的影响而延长受理时间。
有关详情，请参阅国家税务局主页 （https://www.nta.go.jp/index.htm）
。
在职人员如有以下情况，就需要申报。
■一年内曾在 2 家以上单位工作过
※1

（即使在途中换工作单位，如果现在的单位将前一家单位的纳税部分加起来一起进行年终调整 ，就不必申报。
）
※1 年终调整是指一年所得税的结算，由工作单位来进行。
■给在国外的家族汇款
※2

（在国外有被抚养者可申请被护养扣除。提交纳税申报申请退税 。
）
※2 申请退税就是退还多付的税金。
◎如有向国外汇款的话，须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和汇款证明。
亲属关系证明→护照复印件、外国政府出具的出生证明，户籍证明等。
汇款证明送→外国汇款申请复印件、信用卡（家庭卡）的使用流水账等。
■支付高额医疗费（包括怀孕和分娩的费用）
，因生了孩子，抚养人数增加了，
如果一年收入只有计时工的收入话，也可以申请纳税申报，并可追溯到五年前。

为了降低新冠状肺炎感染风险，您可以在家通过电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申报。
也建议使用 e-Tax。 在国家税务局的主页上，有一个关于申报的视频频道。
请参考。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achannel

2 月 7 日是福井县的诞辰

故乡日

现在看到的福井县诞生于 1881 年 2 月 7 日。这一天，被指定为“故乡日”
，使县民们能更好地理解家乡，并寄予明天的故乡以全新的
祝福。今年福井诞生 140 周年！
县花

➍

水仙

县鸟

斑鸫

县树

松树

县海鲜

越前蟹

生活和活动信息

福井县 新冠肺炎帮助平台
①有关新冠病毒的咨询，请先向常去看病的医院咨询。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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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为诊断新冠肺炎，如果医生认为需要核酸检测，则将在县或县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患者不必承担检测费用。
但是，需要承担初诊费等自费部分。
●如果需要翻译，请给福井外国人咨询处打电话。(对应语言､时间请看第 6 页)

电话

0776-88-0062

下雪天注意事项
2018 年 2 月，福井县遭遇了创纪录的大雪天气，今年 1 月份就下了大雪。
如果您在福井生活时间还不长，特别是下雪天请注意一下事项：
■在雪地上行走，须穿防滑鞋，且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此外，路边的水沟渠被雪覆盖无法认辨， 最好平时就留意危险之处。
■注意防范屋顶和街道树上堆积的雪突然落下。
■为避免事故发生尽量远离扫雪机，扫雪车。
■在地面或屋顶扫雪时，请尽量 2 人以上作业。 不要把雪扔到路上，而扔在指定的地方。
还请尽量参与居住地的扫雪。
■因下雪引起公共交通无法正常运行时，请尽量提早出门去上班上学。
■下雪天能见度低下，请穿戴亮色的衣服或帽子等。另外选用双肩背包可空出双手便于安全行走。

你可以在各种网站上找到多语种的大雪信息。
在此查询福井县的下雪信息

日本气象厅网站

ふ く い け ん ぼうさい ね っ

と

福井県防災ネット

https://www.jma.go.jp/jma/kokusai/multi.html

有关搬家手续
春天是搬家的季节。 搬家时须前往市区町村办理“迁出通知”“迁入通知”
“搬家通知”手续。
① 搬入其他市区町村

前往现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办“迁出通知”手续。
14 天之内在迁入地的市区町村办“迁入通知”手续

② 搬入地为同一区町村
③ 如果是搬到国外

。

搬家后 14 日以内前往迁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办“搬家通知”手续。

搬家前，须前往居住在地的市区町村办理“迁出通知” 手续。

在日本从公寓搬出时，通常是须将房间"恢复原状" 即入住时的状态退还给房东。

因此，最好在搬入时将原本脏污或

破损的地方拍照留下。 另外在搬入新居时，最好带上毛巾、肥皂、洗涤液等 500 日元左右的生活用品去和邻居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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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910-0004 福井市宝永 3－1－1（从 JR“福井”站徒步约 10 分钟）
电话 0776-28-8800

フ
ェ
ニ
ッ
ク
ス
通
り

传真 0776-28-8818

电子邮箱 info@f-i-a.or.jp

さくら通り
樱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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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咨询处/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开放时间

周三、五、六、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9：00～18：00 ／ 周二、四 9：00～20：00

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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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询员与翻译人员可对应的语言(4 种语言)
■英语

周二～周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汉语

周五、周六 11:45～17:30

■葡萄牙语

9:30～16:30

周五、周六 11:45～17:30

■越南语 周六、周日 11:4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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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日 节假日,调休,年末年初（12/28～1/4）

9:00～11:00 12:00～17:00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氣比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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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JR 敦贺站徒步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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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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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70-21-3455

国国
道道
８８
号号
线線

传真 0770-21-3441

电子邮箱 reinan@f-i-a.or.jp

开馆时间

周二、三、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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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8:00

2 月、3 月节假日
2 月 11 日（周四）建国纪念日

2 月 23 日（周二）天皇诞生日

3 月 20 日（周五）春分日

■2021 年 2 月 12 日春节（农历新年）
亚洲许多国家，如中国、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庆祝春节，即农历新年。

➏

日本通常庆祝元旦，即从 1 月 1 日开始的新年。

JR 敦賀駅
JR 敦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