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0号（周六），在生涯学习中心( 生 涯
しょうがい

学 習
がくしゅう

センター
せ ん た ー

)，举行

了一场学习关于菲律宾圣诞节的活动。 

菲律宾出身但住在新发田的石井圭女士，向大家介绍了关于在菲律宾大

家是如何一起来过圣诞节的。 

 

「菲律宾的圣诞节在英文名称都以 Ber 为结尾的 9 至 12 月，人称 Ber

月（Ber months）中进行、长达 4个月。 

九月份便开始伴随着圣诞乐曲在大街小巷布置圣诞树等装饰。 

虽然没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的说法，但自己会与家人及朋友们交换礼物」

等 …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上述介绍结束后，我们共同折纸，制作了菲律宾式的圣诞节装饰。 

最后，石井圭女士与大家一起用日语和英语合唱圣诞歌。 

共有 26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过得非常开心。 

 

 

 

 

在大家的国度中，是如何过圣诞节的呢？请一定要把你们地区/国

家的文化分享给我们！ 

 

今后我们也准备继续开展关于了解各国的活动。关于新活动的讯

息将刊登于新发田市官网、Facebook 或鸢尾花新闻（ あやめ

ニュース
に ゅ ー す

）上。 

 

关于了解菲律宾的活动！ 

Facebook 
Shibata Topics 
 for Foreign Residents 

No.232 2023年 1月 

发行 新发田市 

为居住在新发田市的外国人提供资讯。每月发行一次。 

▲石井圭 

 



去年 11 月和 12 月，对教授日语的老师们进行了培训。这次培

训共开展了四次讲座。在新潟市的伊吕波日语教室里，长谷川实

老师就日语的教学方法以及作为教授日语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向大家进行了介绍。 

由日语教室的老师和对教授日语的感兴趣者等 21人参加了这次

培训。 

 新发田市也有多位志愿者老师在教授日语。无论是对志愿者还

是外国人来说，都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学习日语。如果想要学习

日语，请一定要来日语教室来看一下！ 

 关于新发田日语教室的详细情报请在最后一页查询。 

 

 

 

 

 

 

 

 

 

 

 

 

 

 

 

 

 

 

 

 

 

 

 

 

 

 

 

 

 

 

请大家注意大雪天的危害 

 

今年的雪非常大。大雪天开车外出时， 

可能会遭遇到长时间被困于途中的危险。12月份在新潟县的长冈市和柏崎市 

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当你在车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清除覆盖在排气管（在车尾下方）里的雪， 

防止其堵塞引起中毒。 

因雪冻结，树被压断等情况可能会造成停电，请在车里备好手电筒和暖宝等以防万一。 

大雪还会对巴士和电车等交通造成影响，请大家在出行前确认好交通状况。 

气温也会下降，请注意保暖，以防感冒。 

 

＜非常方便的网页＞ 

https://www.niigata-ia.or.jp/category/medical/   → 

（新潟县国际交流协会官方网站 内容包括医疗和防灾情报） 

可用多国语言查询新潟县各市，区，村的最新情报 

 

https://www.data.jma.go.jp/multi/index.html （气象局官网）  → 

可用多国语言查询全日本的天气状况 

 

https://www3.nhk.or.jp/news/easy/ （NEWS WSB WASY）  → 

由 NHK日本新闻网站发行  简单易懂的日语新闻 

 

志愿者日语教师培训 

長谷川 先生▲ 

新通知 

https://www.niigata-ia.or.jp/category/medical/
https://www.data.jma.go.jp/multi/index.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easy/


影片名：克莱默夫妇 （2020 年度应邀  重映） 
时间：2月 19日(星期日) 上午 10点- 11点 45分(英文版) 

下午 2点-  3点 45分(英文版) 

 地点：新发田市民大厦（イクネスしばた）  

 内容：由达斯丁.霍夫曼主演、以七十年代的美国为背景的离婚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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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在新发田庆祝春节！“中国篇” 

春节相当于日本的农历正月，是中国和亚洲多数国家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之一。让我们一起在新发田市庆祝春节好嘛?通过这次活动将

会使我们体验到日本和中国过节方式。非常期待着大家的申请！ 

时间 1 月 22 日（周日）下午一点到下午三点。 申请截止日期 1月 20号（周五） 

地点 新发田市役所(接待处在一楼的休息室，

在 12：30开门) 

申请方式 ① 电话 0254-28-9640 

② 发送邮箱

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③线下窗口 新发田市役所六楼 

※请将姓名/住所/电话号码告诉我 

人数 30人（暂定） 

对象 无论是谁都非常欢迎！ 

费用 免费 咨询或是申请 新发田市政建设支援科（0254-28-9640） 

   

 

 

 

 

 

 

活动 

 

▼去年的场景 
1 月 20 日（周五）至 27 日（周

五）、将在市役所 7 搂进行春

节布景，请一定要来参观啊！ 

2月的市民（イクネス）

影院 

新发田饭 ～用新发田的食材来做美味料理吧～  

材料（4 人分）                                      

猪腿肉（切薄片）-280克      ★酱油 - 大勺 1.1/3 

芦笋菜 - 一束              ★粒状芥末酱 - 一小勺 1.1/2 

胡萝卜 – 中等大小的一个(约 120克) ★蜂蜜 - 一小勺 

油 - 一小勺                  ★大蒜 - 一小勺 

做法 

① 先把芦笋放进沸腾的热水中煮 1-2分钟后浸在水中。 

再把芦笋菜中的水全部拧干，切成 4到 5厘米的长度。 

② 将胡萝卜切成 4到 5厘米长的细丝，然后稍煮，硬一些的状态出锅。 

③ 将 1和 2放在猪腿肉片上，从一端卷起。 

④ 煎锅中倒入油，卷好后摆入锅底，翦烤。 

⑤ 待肉已上色，再浇上已调合好的★调料，拌匀。 

⑥ 切成方便食用的大小，盛入盘中。 

「芦笋菜的肉卷蜂蜜 

黄芥末味」 

mailto: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让我们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 

节分 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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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课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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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豆子 

目的是驱鬼招福，边撒豆子边说：恶

鬼退去「鬼
おに

は外
そと

」，福入我身「福
ふく

は

内
うち

」。 

 

吃与年龄同等数量的豆子 

日本有「如果只吃和自己年龄相同数

量的豆子，才会增进健康，不易生病」

的说法。 

 

吃惠方卷 

如果晚上向着这一年有缘的方向怀着希

望，默不作声地吃惠方卷，就会心想事

成。今年（2023）是在东南方略偏南的

方向。 

 

节分是祈求大家的幸福和健康，驱赶坏东西的日子，意味着季节的分

开。通常把象征着春天即将开始的立春（2 月 4 号左右）的前一天称为

节分。节分之日，有一些特别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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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外国人开设日语班的通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日语吧～ 

mailto: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