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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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2 月）

REINAN 国际交流聚会 2021

课程：初級 1，2，3，初中級（JLPT３程度）合计 4 课程

～今年网上＋３个会場现场直播～

时

时间：12月26日（周日）下午1点～下午3点30分

间：12/12、19，26

1/9、16、23、30（都为周日）

下午 1 点～、下午 2 点 45 分～
地

参加方法：在网上或者在会場观看现场直播

点：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2 楼 研修室 1・2

直播会場→敦賀ムゼウム、旭座（小浜）
、高浜公民館

听讲费：4,000 日元（共 15 次）但 12/19 以后为 2000 日元

想了解详情或者想参加的话、请上官网。

报名处：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参加申请截至日：12月20日（周一）

从 12 月开始也可以参加。欢迎联系我们哦！

咨询: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

福井外国人信息联络员的委任仪式举行了。

来自福井市民国际交流协会的通知

福井外国人信息联络员以母语向外国人传达信息，从外国人的视点
来向福井环境改善提议、给外国人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今年 9 月

■为外国籍子女开设的日语补习课
由自愿者辅导日语和学校课程。家长也可陪伴。

25 日举行了委任仪式，较去年增加了 23 名新伙伴，现在共有 52
名！

免费

各位联络员，以后拜托你们哦！

■日语交流教室 shaberiba
边交流边学习日语。
咨询：福井市民国际交流协会(FCIA)电话 0776-97-5020

来自坂井市国际交流协会的通知

2021年12月设立！！

远程 BUZZ CAFE 2021
用英语和国际交流员 Zoe 小姐互动！

地址：坂井市春江町随応寺 17-10

12/9（周四）
・1/13（周四）

联络方式：sis@fukuiga.com

坂井市役所

春江支所 3F

（代表：平田 先生）

下午 6 点 30 分～7 点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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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拨打电话咨询。

请注意下雪的日子
福井县2018年2月下了记录性大雪、2021年1月也下了大雪。
还没有习惯雪国生活的朋友们请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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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气象厅网站

Fukuiken bosai net

■福井外国人新冠疫苗接种岭南咨询处
电话

0770-21-3455

福井县的最低佣金从10月开始变成858日元了。

9:30～18:00

如遇到可疑情况,请前往附近的劳动局和 Hello Work

（周四至晚上 8 点，第一个周日·第三个周日中午 12 点起）

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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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JR“福井”站徒步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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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70-21-3455 传真 0770-21-3441
电子邮箱 reinan@f-i-a.or.jp

电话 0776-28-8800
传真 0776-28-8818
电子邮箱 info@f-i-a.or.jp
开馆时间
休馆日

咖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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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8:00

休馆日

周一,第 2、4、5 个周日,节假日,调休,12/29～1/3

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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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种外国语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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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婚姻、交通事故、多重债务、家暴等问题。

0776-88-0062

福井外国人咨询处

开放时间
周三、五、六、日、每月第 2 个周一
周二、四

9:00～18:00

休息日

■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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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人入境、逗留相关的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12/4（周六）
，1/8（周六） 13:00～16:00

9:00～20:00

□面对面咨询

12/18（周六）,1/15（周六） 13:00～16:00

□电话咨询

12/25（周六）,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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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70-21-3455

殴打，踢打，语言暴力，不提供生活费等

开馆日和休息日与福井县国际交流岭南中心相同。

福井外国人咨询岭南处
■ 外国人入境、逗留相关的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假日信息]

■ 面向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会

1 月 1 日（周六）元旦
1 月 10 日（周一）成人节

灾害发生时有帮助的多言语防灾卡更新了！
日语・英语・葡萄牙语版

预约时确定日期时间。
■最新信息可查阅本会馆网页､脸谱､Instagram。

日语・中文・越南语版

请随身携带，以防不测灾难！
在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福井县
国际交流岭南中心有提供哦！
从官网也能下载哦！

FIA Website

Facebook

福井县国际交流协会

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