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にこぱ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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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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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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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陈、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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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闭馆日：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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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都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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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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咨询中心新潟  ※预约者优先 

咨询方法：电话、邮件、来访，也可事先预约后在线上咨询。 

▲出入境手续咨询会：8 月 9 日（二）13：00～17：00 

▲行政书士咨询会：8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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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汉语口译为您服务。 

邮箱：nia10@niigata-ia.or.jp 

※详情请点击网站：https://www.niigata-i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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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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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周六 8：30～19：00 对应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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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 

新潟市内日语学习教室 高中小学生的日语学习辅导

教室 

专家免费咨询会 汉语入门初级讲座免费体验会 

中国语教室“月華会”的入门初级讲座体验会   

时间：9 月 13 日（二）15：30～17：00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403教室 

内容：体验中国讲师用《中国語用教科書》授课 

对象：汉语初学者以及入门级经验者，前 10 位报

名者 

讲师：魏源鸿（中国河南省出身）   

其他：请携带纸笔 

报名：新潟市中央公民馆 事业处☎025-224-2088 

咨询：月華会 伊藤 📱090-6953-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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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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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收费活动，请携带正好的金额报名，恕不找零。 

 

 

 

 

 

 

 

 

 

 

 

 

 

 

 

 

 

 

 

 

 

 

 

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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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i  Li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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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化体验之“夏季和服时尚街头秀” 
 
时间： 9 月 10 日（六） 13：30～16：30 

（13：00～在 2楼电梯前办理签到）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名额：新潟市外国籍居民，前 20位报名者 

      ※报名截至 8 月 31 日 

费用：300 日元／人 

内容：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的夏季和服，交由老师为大家

穿戴整齐，组队去新潟市古町、本町一带散步，途

经打卡景点，拍摄喜欢的照片等。 

※16：00～16：30 期间举行交流会。 

报名：通过电话或邮件报名，报名时请告知姓名、联系电

话、国籍和性别。 

注意：邮件报名者，在收到回信邮件后方视为报名完成。 

其他：如遇雨天，将改为在室内体验日本游戏。穿戴后的

夏季和服将赠送给您。当天请穿舒适的鞋子。 

 

 
日语学习支援讲座 技能提升之秋季篇 

 
日期： 8 月 27 日（六）13：30～16：30 

13：00 开始签到 

地点：クロスパルにいがた 5楼 交流厅 

讲师：木林 理惠 

主题：重新审视日常会话的交流 

名额：前 20位报名者 

费用：500 日元／人 

    对象：日语学习支援者或对日语教育感兴趣者 

其他：请致电本协会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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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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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岁以下孩子免费，包括 3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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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潟市八大区介绍展  ◆免费 
 
展期：截至 8 月 30日（二） 

※8 月 22日闭馆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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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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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