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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市韩国国际交流员—金恩智
大家好！我是去年 9 月新上任的国际交流员，来自韩国的
金恩智。我出生于仁川，在清州长大，而后又在首尔生活了大
约 10 年，在法国巴黎呆了将近 1 年。之后，来到了新潟，感
觉与这个城市有着深深的缘分。自然环境优渥，美食富饶以及
充满了亲切感的新潟，她的美好，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从抵
达新潟的第一天起 ，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看了日剧《极道鲜师》，开始学
习日语，大学专业也选了日语。
近几年，K-POP 和韩剧在日本广受欢迎，对韩国文化和韩
语感兴趣的市民也越来越多。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这些从不同的切入口遇见韩国的各位，能够更多的了解韩国。
同时，我也将努力向韩国传递新潟的魅力！
真心期盼可以通过各种机会与大家交流。请大家多多关
照。

新潟市法国国际交流员—Durand Charles
大家好！初次见面，我叫 Durand Charles。
作为上届法国交流员的后任，我于去年 9 月上任新潟市国
际交流员。我出生于法国红酒之都的波尔多，在法国西部的乡
村长大。当地高中毕业后，去了与新潟市是姐妹城市的南特市
生活，在南特大学了解到了日本的魅力。以此为契机，2016
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了日本，并且在新潟大学学习了将近一
年时间。之后，又在法国的国立东洋语言文化大学，取得了国
际关系的学士学位。2019 年，考入了中国北京大学研究院，
进一步做了国际关系的研究。
此次，作为新潟市的国际交流员赴任于此，我感到非常高
兴。
今后，我想通过文化理解讲座和学校访问等活动，为新潟市
民提供接触法国文化的机会。也将为加深新潟市与南特市之
间的交流而努力。请大家多多关照。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相关活动

※参加活动者请佩戴口罩，做好手部消毒，并配合工作
人员测量体温。您的理解与配合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俄罗斯文化理解讲座—《俄罗斯的正月》 ◆免费
时间：1 月 8 日（六）10：00～11：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402 教室
讲师：Im Yuliya（新潟市俄罗斯国际交流员）
内容：介绍俄罗斯迎接年末年初的方式，以及圣诞节

☆韩国文化理解讲座—《韩国的住宅》 ◆免费
时间：1 月 28 日（五）14：00～15：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403 教室
讲师：金恩智（新潟市韩国国际交流员）
内容：去年 10 月份新上任的金恩智交流员为大家介

有关的绘本和俄罗斯的民间故事，还有涂色画
等。
名额：前 10 组亲子家庭
（要求孩子是中小学生）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绍韩国的住宅相关内容，以及与日本住宅之
间的差异。
名额：前 20 位报名者
报名：请于 5 日 9：00 起
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中国文化理解讲座—《中国生活》 ◆免费
时间：1 月 27 日（四）13：30～15：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401、402 教室
讲师：阿部 吉友
内容：前新潟县立高中老师和前敬和学园高中老师，
现任黑龙江大学日语教师的阿部先生，为大
家讲解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以及与当地人
们之间的交流种种。
名额：前 20 位报名者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2 月律师咨询会 ◆免费 ※有汉语口译
时间：2 月 19 日（六）13：00～17：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 楼 咨询室
名额：前 5 位报名者
内容：由专业律师为您解答交通事故、离婚、就职、不动
产、住宅纠纷、遗嘱继承等法律问题。我们会为每
一位咨询者保守秘密，您不必担忧隐私泄露。
其他：每人 40 分钟咨询时间 ，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新潟市内日语学习教室

☆美国文化理解讲座—《情人节卡片制作》
时间：2 月 5 日（六）10：30～12：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5 楼 交流厅
费用：100 日元/人
讲师：Charlene Woolson（新潟市美国国际交流员）
内容：介绍美国情人节的情况之后，教大家制作立体
卡片。
名额：前 10 组亲子家庭
（要求孩子年龄在初中生以下）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日本文化之插花体验
时间：2 月 2 日（三）14：00～15：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3 楼 301 教室
费用：1000 日元（材料费）/人
插完的花可以带回家。
内容：插花老师一对一教授如何插花。
名额：前 10 位报名者
报名：请致电本协会或通过邮件完成报名。

高中小学生的日语学习辅导
教室

☆新潟市内日语支援者教室
※想利用课余或闲暇时间学习日语的朋友看过来～
二维码扫一扫，轻松查看新潟市内日语志愿者教室的日
程安排表。

☆にこぱる 1 月学习辅导 ◆免费
对象：日语非母语的小学生～高中生
咨询：本协会

（报名参加事宜，请直接联系各班级老师😊）
网址：https://www.nief.or.jp/zh-hans/jcvg

❑にこぱる日语教室

请扫二维码→

时间：每周三 9：30～11：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3 楼 308 教室
❑にこぱる补习班
时间：每周六 10：00～11：45（1 月 1 日休课）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 楼 ゼミナール教室

料 理 角

日式杂煮
材料<4 人份>
年糕

4～8 块
60g× 4 块
4块
8片
半包

生鲑鱼
扇形胡萝卜
萝卜（1/4 圆形）
姬菇
鸭儿芹（打结）
柚子（日式松叶切）
日式汤汁
4杯

2 大勺
1 小勺
1 小勺

料酒
食盐
酱油

※图片仅供参考

步骤
①鲑鱼撒盐煎一下，不要煎糊。
②锅中倒入汤汁，下萝卜和胡
萝卜中火煮至变软。
③年糕煎一下，注意不要煎糊。
④在②中倒入料酒，盐和酱油
调味，再放入姬菇，煎好的鲑
鱼和年糕，稍微煮一下。
⑤将④盛入碗中，上面点缀
柚子和鸭儿芹即可。

松叶切⇒

雪丝年糕
步骤
①年糕切成适合食用的大小后油

材料<4 人份>
方块年糕

炸。
②萝卜泥放沥水篮上，除去多余的
水分。
③鸭儿芹切成 3cm 长短。
④把汤汁倒入锅里煮沸，放入料
酒，盐和酱油调味。
⑤炸好的年糕放入碗中，加入④煮

萝卜泥
200g
鸭儿芹（3cm 长） 1/3 把
柚子皮（切成细丝）1/4 个
日式汤汁
4杯
料酒
1 大勺
食盐
1 小勺
淡口酱油
2 小勺
食用油
适量

好的汤汁，上面放上萝卜泥，点
缀鸭儿芹和柚子细丝即可。

4块

≪外国人料理教室≫
专为外国人开设的日常日本料理教室。
时间：1 月 27 日、29 日、30 日
11：00～14：00
菜单：盐麹风味雪锅，酱油麹豆粘米饭，茼蒿拌苹果，鸡蛋烧。
费用：1600 日元/人（请 2 人一组报名）
报名：☎0250-24-6859 上野（截至开课日三天前）
地址：新潟市秋叶区荻岛 3-4-16
※根据市场的进货情况，菜品会有所调整。

※图片仅供参考

※请自行准备
头巾和围裙。

🌼市政窗口年末年初工作时间
市役所和区役所等的市政窗口，原则上在 12 月 29 日（三）～1 月 3 日（一）休息。
■住民票副本，证明书等的办理
设施
护照中心（パスポートセンター）
（NEXT21・ 2 楼）
☎ 025-226-7744

业务办理时间

业务内容

12/29（三）
12/30（四）
1/3（一）
10:00～19:00

●住民票的副本、印章登录证明书、市・县民税课税(所
得)证明书的交付
※不办理户籍证明书的交付、住民票副本的广域交付、
印章登录、住所变动、个人号码卡等的手续。
●护照的交付
※不办理护照申请业务

🌼急救医疗
设施

12/29（三）
12/30（四）

科室
内科・儿科

急诊中心

整形外科

中央区紫竹山 3-3-11
综合保健医疗中心内
☎ 025-246-1199
口腔保健福祉中心

19:00～次日 7:00
19:00～22:00

9:00～22:00

9:00～次日 9:00

无

9:00～18:00

齿科

无

10:00～17:00

内科・儿科

19:00～22:00

9:00～17:00
19:00～22:00

齿科

无

9:00～17:00

西蒲原地区
假日夜间急诊中心
西蒲区卷甲 4363
☎ 0256-72-5499

◆有关新冠疫苗第三针剂的接种安排
目前已经接种完第二针，并且年龄在 18 周岁以
上的居民，将实施第三针剂的接种（17 周岁以下者
待定）。为确保第二针接种日 8 个月后可以顺利第三
针，1 月中旬开始将按序邮寄接种券。
遭遇家暴・跟踪等无法通过住民票地址获取接
种券者，请致电新潟市新冠疫苗专用客服中心咨询。
●接种方法：原则上与第二针接种方法一样。预约方
法等确定后另行通知。
第二针

第三针

是否需要

年龄

接种方法

接种方法

预约

65 周岁
以上

集体接种

集体接种

不需要

个别接种

个别接种

需要

※64 周岁以下的第三针接种，不论是集体接种，还
是个别接种，都需要预约！
新潟市新冠疫苗专用客服中心

1/2（日）
1/3（一）

7:00～次日 7:00

妇产科・脑外科
眼科・耳鼻喉科

同上☎ 025-212-8020

🌼外国人咨询中心新潟

9:00～22:00

◆免费

请事先电话或邮件预约后再前往。
▲出入境手续咨询会：1 月 11 日（二）13：00～17：00
▲法 律 咨 询 会 ：1 月 20 日（四）13：00～17：00
▲行 政 书 士 咨 询 会 ：1 月 26 日（三）10：00～17：00
▲教 育 咨 询 会 ：每周二 10：00～17：00（仅电话咨询）
咨询地点：万代岛大厦 2 楼（新潟市中央区万代岛 5-1）
☎ 025-241-1881

邮箱：nia10@niigata-ia.or.jp

※有汉语口译为您服务。
※详情请点击网站：https://www.niigata-ia.or.jp

咨询窗口等

※节假日休息

新潟县行政书士会
新潟支部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新潟出张所

集体接种预约，疫苗相关咨询：

职业介绍所

☎ 025-250-1234
接种券的补发，集体接种预约的当天取消：

外国人雇用服务处

☎ 025-250-0080
周一～周五 8：30～18：00
周末节假日 9：00～17：00

1/1（元旦）

12/31（五）

070-1189-8555

周一～周五 9:00-17:00

025-275-4771

周一～周五 9:00-15:00

025-280-8609

新潟雇用劳动咨询中心

025-378-2163
0120-540-217

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

025-228-8888

第 1～4 周的周三
13:00-17:00 对应中文
周一～周六
8:30-19:00 对应中文
周一～周五
9:00-12:00
14:00-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