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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县为外国人提供的一站式咨询  ◆免费 
  

由行政书士、律师、社会保险劳务士、税理士和公

共职业安定所 hello work 等专家组成的团队，为大家

解答各种疑问。 

例如：找到工作以后的签证问题，外国人的税金和

社会保险问题，企业与外国员工之间的劳动纠纷问题，

成立公司的手续，申请日本永住和更改日本国籍的手

续，国际婚姻（结婚・离婚）手续等等。 

日期：7月 29日（五）10：00～16：00 

地点：万代岛大厦 11楼 

（新潟市中央区万代岛 5-1） 

名额：前 30组报名者（需预约） 

翻译：如果需要翻译，请提前告知。 

      可对应汉语、英语、越南语、泰语以及菲律宾语。 

报名：☎ 025-282-5548 

（平日 10：00～16：30） 

     FAX：025-282-5549 

     邮箱：visa-support@niigata-gyousei.or.jp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咨询方法：可到场咨询，也可电话咨询或者在线咨询。 

熊猫杯全日本青年作文竞赛 2022 
 

作文主题：＠Japan わたしと中国 

截稿期间：9月 4日（日） 

投稿对象：16～35周岁的日本人 

（仅限日本国内居住者） 

作文题材：自由（诗歌除外） 

文字数：日语 1600 字以内 

其他：详情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或点击以下网址查看 

http://www.peopleschina.com 

 

 

 
外国人咨询中心新潟  ◆免费 

 

咨询方法：来访、电话、邮件或线上咨询。 

（预约者优先，线上咨询需提前预约。） 

▲出入境手续咨询会：7 月 12 日（二）13：00～17：00 

▲法 律 咨 询 会 ：7 月 21 日（四）13：00～17：00 

▲行政书士咨询会：7 月 27 日（三）10：00～17：00 

▲教 育 咨 询 会 ：每周二 13：00～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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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潟市外国人生活指南 2022》 
 

新潟市政府为了让居住在本市的外国籍居民，能够安心 

生活在此，特制作了简易日语版的《新潟市外国人生活指南

2022》，里面收录了生活所需信息。详情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查看。 

查看外语版的生活指南，路径如下： 

从电脑端进入新潟市政府主页→ 

Multilingual→选择语言→首页→ 

くらし・手続き→暮らしのガイド→HTML 版 

 

发行：（公财）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    

地址：新潟市中央区礎町通三ノ町 2086番地 

电话：025-225-2727  

传真：025-225-2733     

邮箱：kyokai@nief.or.jp    

网址：https://www.nief.or.jp    

工作时间：周一～周六 9:00～17:00    

休息日：年末年初､周日､节假日 

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7月闭馆日：7月 25日（一）   
 
◆柳都漫兴每月初发行，免费邮寄给新潟市内居住的中

国朋友，如果需要的话，请联系我们。 

◆来源于网络的部分图片及文章等出于传递更多信息

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版权，敬请联系，

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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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外语信息报● 

信息报《柳都漫兴》电子版网络链接， 

http://liudumanxing.wordpress.com/ 。  

期待您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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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介绍所 

外国人雇用服务处 

 第 1～4周的周三 

13:00-17:00 对应中文 

 025-378-2163 

0120-540-217 

周一～周六 

8:30-19:00 对应中文 

  周一～周五 

9:00-12:00 

14:00-15:30 

 

咨询窗口等 

 

新潟雇用劳动咨询中心 

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 

070-1189-8555 

 

025-275-4771 

 

025-280-8609 

025-228-8888 

周一～周五 9:00-17:00 

周一～周五 9:00-15:00 

 

 

 

 

 

http://www.peopleschina.com/
mailto:nia10@niigata-ia.or.jp
https://www.niigata-ia.or.jp/
mailto:kyokai@nief.or.jp
https://www.nief.or.jp/
http://liudumanxing.wordpress.com/


 

  
 

☆にこぱ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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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こぱる日语教室 

时间：每周三 9：30～11：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202教室 

❑にこぱる补习班  

时间：每周六 10：00～11：45（7月 9日休课）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201教室 

 

☆新潟市内日语志愿者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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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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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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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相关活动 

新潟大民谣游行 

时间：8月 5日（五）15：30～20：3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电梯前 

名额：前 100位报名者（截至 8 月 2日） 

费用：300日元／人（3周岁以上） 

日程：15：30～17：30 签到   

15：30～18：00 更衣 

      17：30～18：15 练习民谣舞蹈（新潟甚句） 

   18：30 出发前往会场 

      19：00～20：00 参加民谣游行 

报名：请联系本协会（电话、邮件、来馆均可）。报名

时请告知姓名、性别、国籍、联系电话。 

其他：参加者每人赠送一件日本夏季和服“浴衣”。 

外国文化理解讲座特别篇—《墨西哥亡灵节》  

时间：8月 18日（四）13：30～15：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楼 403教室 

讲师：David Teixeira（墨西哥出身） 

内容：为大家介绍墨西哥以及亡灵节的内容。 

名额：前 20位报名者 

费用：500日元／人，本协会赞助会员 300日元／人 

报名：请于 6日 9：00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8 月律师咨询会  ◆免费  ※有汉语口译 

时间：8月 20日（六）13：0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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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潟市八大区介绍展  ◆免费   

展期：7月 1日（五）～8月 30日（二） 

※7月 25日、8月 22日闭馆不对外开放。 

内容：出展新潟市内八大区的魅力介绍展示板、海报 

和宣传册等。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2楼  

国际友好会馆办公室内 

9：00～17：00 

（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新潟市内日语学习教室 高中小学生的日语学习辅导

教室 

  

 

 

新潟市乌克兰避难民支援募捐 
 
为了支援来到新潟市避难的乌克兰国民，新潟市与公益财团法人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共同发起了募捐活动。 

募捐期间（第一次）：截至 2022 年 7月 29日（五） 

募捐方法：①设置了募捐箱（10处）              

・市内各区役所的健康福祉课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 

・新潟市国际课（古町ルフル 5 楼） 

 

详情请扫面二维码查看☞ 

 

②开通了银行汇款捐赠账号 

・银行名称：第四北越银行本店 

・預金種別（存款类别）：普通預金（普通存款） 

・口座番号（账号）：5132910 

・口座名義（账户名称）：公益財団法人新潟市国際交流協会 

新潟市ウクライナ避難民支援募金 

代表理事 堀川 武 

  

https://www.nief.or.jp/zh-hans/jcvg


 

 

 

 

 

  

 

 

 

 

 

菜谱提供者 

PHAL SOVATHRA(ポール・ソワッタラー) 

 

  大家好！我叫 

PHAL SOVATHRA， 

来自柬埔寨。现在在 

新潟事业创造大学读 

大二。 

    15年前，当我正在读小学的时候，遇见 

了来自日本的志愿者，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热 

情和温柔，从此对日本这个国家产生了浓浓 

的兴趣。高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习日语，这 

次有机会来新潟留学，我真的特别开心。 

    国家不同，文化大有差异。我希望能借 

此机会，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两国文化之 

间的差异。还请多多关照。 

 

 

●≪国际料理教室≫ 

时间：7 月 28日、30日、31日  11：00～14：00 

菜单：法式炖菜的冷意面、法式炖菜的烤法棍面包片、冷渍夏日蔬菜、牧羊人派、泰式咖喱、 

杏仁豆腐。 

费用：外国人 1800日元/人 
 
≪外国人料理教室≫ 

时间：7 月 24日、25日  11：00～14：00 

菜单：咖啡店风味的三明治，冷制南瓜浓汤，甜品。 

费用：1600 日元/人（请至少 2人一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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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 理 角 

步骤 

①猪蹄、五花肉和竹笋切成小块。 

②平底锅中放入砂糖、鱼露汁、大蒜和 

黑胡椒，熬出糖色。 

③加入猪蹄和五花肉，翻炒至裹上糖色， 

放入竹笋、煮鸡蛋和生姜。 

④翻炒几下，加水煮至肉的口感变软即 

可。 

※放一晚上入味后更好吃。这道菜，柬埔寨人经常就着粥或米饭一起吃。 

竹笋炖猪蹄五花肉 

 

 日式荞麦凉面 

用料<4人份> 

干荞麦面     300g   蘸汁：                佐料： 

海苔丝       少许             

木鱼花       1/2 杯 

 

※请自行准备 

    头巾和围裙。 

 

日式汤汁    1杯半                                  

酱油        2/3杯          

味琳        6大勺 

糖          1小勺 

绿芥末      1小勺 

葱花        4大勺 

萝卜泥      6大勺 

鹌鹑蛋      4个 

※鹌鹑蛋可不加，凭个人喜好。 
步骤： 

① 把蘸汁材料放入锅中煮沸，再将木鱼花放入锅中煮 1～2分钟，过滤放凉备用。 

② 锅中加入水煮至沸腾，放入荞麦面，水再次沸腾后加半杯水，重复 2～3 次。 

③ 捞出面条，放在笊篱上用冷水冲洗几遍，滤水。 

④ 面条盛入碗中，上面点缀海苔丝，就着①的蘸汁和佐料即可食用。 

材料<3人份> 

五花肉和猪蹄     1kg         水              250ml 

煮鸡蛋（去壳）    3个         砂糖            65g 

竹笋             100g        鱼露汁          1大勺 

 生姜              1g          黑胡椒          少许 

 大蒜              少许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 眞岛事务局长 为大家画得中央区『本町・人情横丁』一景。请涂上您喜欢的颜色。 

关于第四次新冠疫苗的接种安排 
 

●接种对象 

距离第三次新冠疫苗接种已时隔 5 个月以上，并属于

下列情况之一者，方可进行第四次疫苗的接种。 

・60 周岁以上人士（无需申请接种券） 

・18～59周岁患有基础疾病等医生认为重症化风险比较

高的人士（需自行申请接种券） 

●接种时期 

  距离第三次疫苗接种完时隔 5 个月以上，将收到接种

券，即可预约接种。65周岁人士的集团接种不需要预约，

请在接种券上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接种点即可。 

●接种费用 免费 

●接种当天所需资料 

・第四次接种券 

・本人身份证明 

・初步医检表（请事先填写好后再携带前往接种点） 

 

新潟市新冠疫苗专用呼叫中心 
 

☎ 025-250-1234 ←接种券的申请，集团接种预约以及

变更，疫苗相关咨询 

☎ 025-250-0080 ←接种券的补发，集团接种预约的前

一天以及当天的取消 

 

 

 
 

Keep すまいる JAPAN 寄稿   

 

大家好！我叫三林， 

一直充满笑容的三林。今 

年是虎年，是我的本命年。 

所以，我只有向前进，将 

“嗷呜”放在心里。我总 

是思考着很多快乐的事情。 

作为新潟规模最小的 

志愿者团体“Keep すまい 

る JAPAN”的代表，我筹划着能够将外国人与新潟当

地市民紧密联系起来的国际交流活动。本着“一个人也

可以当志愿者，居家也可以当志愿者，支持这样的你

们”的原则，开展着活动。没有任何一件难的事情，只

有你想做什么，和谁一起快乐地做，仅此而已。 

我告别了长久的上班生活，开始了我的第二人生。

您知道“柬埔寨王国”吗？我现在，一年当中有一半的

时间在柬埔寨生活，教当地的孩子们乒乓球和日语。 

    回到新潟后，我会企划一些活动，和各位市民朋友

一起进行国际交流。届时，请一定和我说啊。然后，大

家一起开开心心度过愉快的一刻。 

请在脸书上搜索“三林”，等着你们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