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潟县面临着日本海，一到冬天就会降温，积雪。雪后开车非常危险，所以应早点做好过冬的准备。 

 

开车的人 

天气寒冷，路面就会结冰，变滑。 

必须把平时使用的轮胎换成防滑的雪地轮胎。 

如果你换上的是新轮胎，则需要在下雪之前先适应几周。 

更换轮胎的适期，请参考下面的日期。 

（每年新潟降雪日的平均值) 

开始日 11月 26日   最终日 4月 1日 

 

 

 

骑自行车的人 

冬天道路两侧的自行车道会变窄。 

骑自行车时容易发生事故，非常危险，所以应尽量少骑车。 

冬季，推荐您利用市内的公共汽车。 

“鸢尾花巴士”无论坐到哪里都是 100日元。 

时刻表和路线图可以从市的网页上下载。 

若要确认巴士的位置，请务必活用 “巴士在哪里?”的网站。 

关于公交的询问处 

市政建设支援科公共交通推进室(0254-28-9644) 
https://bus.shibata.jp/map

/ayame/ 

▼巴士在哪里? 

鸢尾花巴士 

做好冬天开车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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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ty.shibata.l

g.jp/kurashi/kotsu/bus/aya

me/1001436.html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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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  万万不可把剩余的灯油倒进下水道 

大家家里排出的下水和脏水都要通过下水道清理干净后才能排放到河里。 

每个月都要对水质进行检查和管理。然而，一旦把有害的东西倒入就会引发多种危险。 

除了生活中产生的污水以外，其他的东西绝对不要冲入下水道，请一定要遵守规则。 

<不能倒入下水道的东西> 

 家庭用油(炸东西的用油等) 

→如果沾到排水管里会造成堵塞，污水上溢。 

 煤油和汽油 

→在管道中可能引起爆炸。 

 

咨询:下水道科普及管理处(0254-23-7284) 

新潟县的最低工资涨到了 890 日元 

新潟县的最低工资从 2022年 10月起上涨了 31日元 

859 日元  →  890日元/小时 

这是公司职员、打工人员、学生等所有工作者和雇主都要遵守的规则。正在工作的人一定要确认啊。 

咨询:新潟劳动局工资室(电话:025-288-3504) 

将举办『 从亚洲了解世界!』 的讲座 

标题: 推动越南首都经济发展的外来务工者们 

讲师:敬和学园大学副教授 长坂康代 

内容:关于“罗宾尼（lopizen）批发市场”，通过详细的现场调查，解读劳动者之间的信赖关系或与人的相处方法，

考察都市经济。(日语解说) 

【时间】11月 26日(周六)14:00 - 15:30 

【地点】健康长寿交流中心 1楼室内广场(市政府旁) 

【参加费用】免费 

【定员】40人 

【申请方法】填写申请表，用邮件或传真发送。申请表可以用下述两种方法得到。 

① 从新潟县国际交流协会主页下载 

② 从新发田市厅 6楼市政建设支援课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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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ef.niigata.lg.jp/sec/shigototeijyu

/1317606873248.html 

网址▶ 

▶ 

https://www.pref.niigata.lg.jp/sec/shigototeijyu/1317606873248.html
https://www.pref.niigata.lg.jp/sec/shigototeijyu/1317606873248.html


影片名：亚瑟圣诞大冒险 
时间：12月 18日(星期日) 上午 10点- 11点 40分(日语版) 

下午 2点-  3点 40分(日语版) 

 地点：新发田市民大厦（イクネスしばた）  

 内容：身为圣诞老人儿子及秘书的亚瑟的冒险动画片 

定员：各场限定 30人（按到达顺序） 

       *约在电影开演一个小时前 分发编号门票（以了解顺序） 

 其他：请戴上口罩前来 

咨询处：新发田站前复合设施企划总务处 电话 0254-28-9950 

 

   

 

 

 

 

 

 

 

 

 

 

 

 

消雪管检查 

新发田市在下雪时为了不让道路积雪，需将地下水引至路面上。 

下雪之前，要检查消雪管的功能是否正常。 

虽然有时也有向外喷水或大量生锈水流出的情况， 

但请注意不要全部误认为是管道渗漏。 

再有，开车经过检查路段时，请放慢速度行驶。 

咨询处` 

养护管理科道路处(0254-28-7099) 

用新发田的食材做出美味的米饭。 

芋头糊 

材料(4人份)                                      

・芋头    两大颗      ・水  100㎖ 

・洋葱   中等大 1/2个  ・鸡块汤料（颗粒状） 2 茶匙 

・黄油   10 g        ・胡椒  少许 

・牛奶  300 ml        ・荷兰芹  少许 

 

做法 

① 芋头去皮，切成适合食用的大小。放入碗中用盐充分搓揉后，用水冲净。洋葱切成薄片。 

② 将芋头放入锅中，倒入盖过芋头的水，中火煮 15分钟。煮软后，捞出。 

③ 在锅里放入黄油和洋葱，将洋葱炒至糖色。 

④ 在切粹机中加入②③、牛奶、水，搅拌至糊状。 

⑤ 将④放入锅中，置火上。加入鸡汤粉和胡椒粉调味。 

⑥ 盛入碗中，撒上切好的荷兰（欧）芹加以点缀。 

12 月的市民（イクネス）影院 



 

 

 

 

「新发田日语教室」向来自于外国的各位教授日语。可以随时参加。 

 

※想参加者请电话联系。如有不懂的地方请咨询。 

 0254-22-6441 たかはし 

0254-28-9640 新发田市市政建设支援科 

 

※３月１２日演讲发布会。 

※随时可来班里观摩。 

 

 

 

 

●成人班（所有的班都可以参加） 

班级 时间 教室 电话号码 学费 其他 

星期三班 10:00～11:30 新发田市民文化会馆 0254-26-1576 
4～7 月/2,000 日元 

9～12 月/2,000 日元 

1～3 月/2,000 日元 

教科书 

需要自己购买 
星期四白天班 10:00～11:30 生涯学习中心 0254-26-7191 

星期四夜间班 19:00～20:30 健康长寿活动交流中心 0254-22-1254 

●学生班（ 为与外国有关的孩子们开设的班） 

班级 星期 时间 教室 电话号码 学费 

日语学校 星期六 13:30～15:00 健康长寿活动交流中心 0254-22-1254 一个月/1,000 日元 

2022年度的开课日程 

班级 星期三 上午班 星期四 上午班 星期四 夜间班 日语学校 

開
催
日(

か
い
さ
い
び)
（
开
课
日
期
） 

4月
がつ

 4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5月
がつ

 5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6月
がつ

 ６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7月
がつ

 7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8月
がつ

 暑假 

9月
がつ

 9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10月
がつ

 10 月份的课程已结束 

11月
がつ

 ９、３０ １０、１７、２４ １０、１７、２４ ５、１２、１９、２６ 

12月
がつ

 ７、１４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５ ３、１０、１７ 

1月
がつ

 ４、１１、１８、２５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７、１４、２１、２８ 

2月
がつ

 １、８、１５、２２ ２、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４、１８、２５ 

3月
がつ

 １、８、１５ 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４、１１、１８ 

为外国人开设日语班的通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日语吧～ 

    咨询处：新発田市  市民 まちづくり 支援課（新发田市市政建设支援科）    

  住所：〒957-8686 新発田市 中央町 ３－３－３（新发田市中央町３－３－３） 

  电话: 0254-28-9640 传真: 0254-28-9670   电子邮箱: 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mailto: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