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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田市 多文化共生顾问 

菅原 瑛里紗 ： 

2022年 6月开始任新发田市政府的「多文化共生顾问」一职。 

以创造各位外国朋友们的舒适居住环境为目标开展各种活动。 

新发田市 多文化共生顾问 介绍 

―想为居住在新发田市的外国居民

做些什么？ 

 

无关国籍，通过各种活动为大家

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希望交

流能起到互相认识和帮助的作

用。 

 

―工作中开心的地方？ 

 

通过每一个小小的机会能促成大

家的联结。最近认识了住在米仓

的外国朋友，11 月份我们将要一

起举办活动。 

―该职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主要的工作一共有三项：  

第一 筹划、举办让大家都能享乐

的活动。第二 向外国人提供各方

面的信息。第三 做一些对外国

人居民生活有益的事情。 

 

―喜欢新发田市的哪些地方？ 

 

因为店铺与店铺的距离很近，购物

很轻松。而且对于喜欢户外的我来

说，能通过大海、高山、滑雪场和温

泉体验到季节之美，非常开心。 

―有什么想对居住在新发田市的

外国居民说的吗? 

 

如果有什么烦恼和困难，请到

市政府 6楼来。 

而且，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

Facebook。同朋友们分享信

息。 

 



 

 

 活动 

 

面向外国人的防灾讲座 

秋、冬季节由于空气干燥，容易起火灾。 

暖气设备的使用也逐渐增多，使用时须充分注意。 

如果遇到火灾，你是否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请一定要来消防局一起学习如何应对火灾吧。 

 

【日期】 11月 12日 上午 10：00～12:00 

【场所】●直接去的人 9点 50分在新発田地区广域消防总部停车场集合 

●不直接去的人 9点 40分在新発田市政府北出入口（停车场边）集合 

【会见】新発田市政府 1号停车场（乘坐巴士去消防局） 

【内容】①面临火灾时应如何保护自己。 

    ②参观消防局。 

    ③进行防灾实践演练。 

【人数】 ２０人（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免费 

【申请期间 
 

10月 17日（星期一）～11月 4日（星期五） 

【申请方法】电话： 0254-28-9640新发田市市政建设支援科（新発田市 市民まちづくり支援課） 

邮件： machizukuri@city.shibata.lg.jp 

※请填写您的姓名，电话，住址和原籍国。 

该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垃圾可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及「资源垃圾（可回收垃圾）」。 

收集垃圾的地方和日期根据居住区域有所不同。 

“家庭垃圾站日程表”中记载了可以扔垃圾的日期。 

如需要英语、中文或越南语“家庭垃圾站日程表”，请前往新发田市政府一楼的环境卫生科 

或者拨打 0254-28-9115咨询电话。 

 

【家庭垃圾站日程表”范例】 

 



影片名：夜雾啊！今晚谢谢你 
时间：11月 20日(星期日) 上午 10点- 11点 33分 

下午 2点-  3点 33分 

 地点：新发田市民大厦（Ikunes 新发田）  

 内容：被称为日本《卡萨布兰卡》的爱情浪漫电影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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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 届 全国特色小吃美食街 

好消息！全国的美味小吃都要在新发田市集结了！！ 

还能购买到车站便当和飞机便当。数量限定，售完即止。 

【日期】 11月 3 日（星期四 节日）～ 6日（星期天）10：00～16:30 

【地点】体育中心（カルチャーセンター） 

【咨询】新発田市 観光協会 TEL: 0254-26-6789 

             

 

 

 

 

 

 

 

 

 

 

 

 

 

 

 

 

 

 

 

  

11 月的市民（イクネス）影院 

留学生就职讲座 

为希望在日本就职的留学生开设讲座。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日本的就职活动吧 

【日期】 11月 9日（星期三） 13：15～17:00 

【地点】朱鹮大厦 2楼大厅 B (新潟市 中央区 万代島 6-1) 

【参加费】免费 

【对象】 

 在新潟县内各大学，专门学校就读的留学生※专业年级不限 

 新潟县内的相关企业 

 新潟县内的相关大学                   ▼NIA HP 

【内容】 

 就职需要的在留资格 

 由企业及已就职留学生讲解就职事项 

 在企业介绍展位，可直接与企业人员进行接洽 

【申请方法】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申请书，用邮件或者传真发送到下述部门。 

也可到 新发田市政府 6楼市政建设支援科 领取申请书。 

【申请咨询处】新潟县国际交流协会（NIA） 

TEL: 025-290-5650 FAX: 025-249-8122 E-mail: nia21c@niigata-i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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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２、１９、２６ ６、１３、２０、２７ ６、１３、２０、２７ 1、８、１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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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