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FIA) 多语种简报

汉语
（中国語）

信息

FIA 日语讲座

日

根据不同程度开设从初级到中初级四个班。
时

间：10 月 17 日～2 月 13 日的周日（前期）

地

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2 楼 研修室 1・2

语

信

息

■2021 第 2 次 日语能力考试（JLPT）

听课费：4,000 日元（共 15 次）

时间：12 月 5 日(周日)

报名处：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考试费：6,500 日元

报名从 9 月 17 日（周五）开始。

报名期限： 9 月 16 日（周五）下午 5 点截止
注：也可线上报名

JLPT

远程 BUZZ CAFE 2021
■日语学习教材介绍“色彩：生活中的日语”

用英语和国际交流员 Zoe 小姐互动！

这是一本帮助在日生活中掌握沟通能力的教材。

详情请看链接

可通过网站免费下载 PDF 文件。还能打印、
或用电脑、智能手机直接阅读和收听。

采访福井外国人社区召集人
■为外国籍子女开设的日语补习课

作为连接当地社区和外国人的沟通桥梁，外国人社区召集

由自愿者辅导日语和学校课程。家长也可陪伴。

人在发生灾害时用母语传达信息，从外国居民的处境出发提出
相应的意见和改善措施，协助建立一个令人安心生活的环境。福

■日语交流教室 shaberiba

井县有 32 位召集人（2021 年 7 月現在）

边交流边学习日语。

采访信息请看链接

咨询：福井市民国际交流协会(FCIA)电话 0776-97-5020

（根据采访顺序刊登）

生活信息

有关外国人接种新冠疫苗的咨询
咨询处将为希望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人提供帮助。如有看

秋天去足羽山郊游吧

需要报名

秋天来临不想一起乘坐有轨电车去郊游吗？

不懂接种券、不太了解办理预约手续等遇到困难的人，请拨打

日期：10 月 10 日（周日）※ 雨天延期

电话咨询。

■请上午 10 点在 JR 福井站（绿色窗口前）集合。

■福井外国人新冠疫苗接种咨询处
电话

0776-88-0062
9:00～18:00（周二·周四至晚上 8 点）

■福井外国人新冠疫苗接种岭南咨询处
电话

0770-21-3455
9:30～18:00
（周四至晚上 8 点，第一个周日·第三个周日中午 12 点起）

■请准备好盒饭、车费（320 日元）
、并请务必戴好口罩。
（下午 4 点左右解散）
■请在 9 月 12 日前网上报名。
Earth Link 小林
电子邮件 bctusm@yahoo.co.jp

详情请看链接

节假日接诊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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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看链接

“周末节假日值班医院网页”。
http://f-i-a.or.jp/k/ (日语、英语)

公益财团法人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 ukui nternational ssociation,FIA)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FIA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FIA REINAN

〒910-0004 福井市宝永 3－1－1

〒914-0063 敦贺市神乐町 2 丁目 2-4 AQUATOM 2 楼

咖啡角

（从 JR“福井”站徒步约 10 分钟）

(从 JR 敦贺站徒步约 20 分钟)

电话 0776-28-8800

电话 0770-21-3455 传真 0770-21-3441

传真 0776-28-8818

电子邮箱 reinan@f-i-a.or.jp

电子邮箱 info@f-i-a.or.jp

开馆时间

周四

开馆时间

9:00～21:00

休馆日

节假日,调休,1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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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视频电话及三方电话提供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一楼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咨询会(请提前预约)
有关在留资格、家人访日、入日本国籍、法律、

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电话

16 种外国语的咨询服务■■

就业、婚姻、交通事故、多重债务、家暴等问

0776-88-0062

题。

开放时间
周三、五、六、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周二、四

9:00～18:00

9:00～20:00

休息日
每月第 1、3、4、5 个周一,节假日,调休,12/29～1/3

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内

福井外国人咨询岭南处
电话

0770-21-3455

开馆日和休息日与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相同。

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 外国人入境、逗留相关的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8/7（周六）
，9/4（周六） 13:00～16:00
■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会
□面对面咨询
8/21（周六）
，9/18（周六） 13:00～16:00
□电话咨询
8/28（周六）
，9/25（周六） 13:00～16:00
■ 为外国人士提供有关家暴的咨询
每周四 10:00～17:30
※DV(Domestic Violence)
殴打，踢打，语言暴力，不提供生活费等

福井外国人咨询岭南处

[假日信息]
今年将在东京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8 月 8 日（周日）为山之日，8 月 9 日
（周一）为调休，共放假两天。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 外国人入境、逗留相关的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会
预约时确定日期时间。
■最新信息可查阅本会馆网页､脸谱､Instagram。

可免费使用 WIFI。

网页
使用方法

脸谱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

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