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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崎市=人口:375,138人、面积:459.41 km²

外国人登录人数=外国人登录人口 4573人。来自中国、菲律宾、韩国、巴西⋯等、约有60多

个国家的外国人在高崎登录。  (以上人数是1月31日现在的人口数) 

Takasak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ety - 高崎市国際交流協会
たかさきし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かい

TAKASAKI CITY 
C o r e  C i t y

来自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的信息 

■ 春季日语讲座

国际交流协会为了让在日外国人尽快地适应这里的生

活环境,又将举办春季日本语教室。该教室是按照每

个人的日语水平分成两、三人一组或一对一的指导。 

各个教室均为十次 

中央公民馆教室 

星期二班   5月9日～7月11日    上午10点～12点 

星期四班   5月18日～7月20日    晚7点～8点半 

星期六班   5月13日～7月15日    下午1:30～3:30 

群马福祉会馆教室(群马町) 

星期一班  5月15日～7月17日     晚 7:00～8:45 

星期三班  5月17日～7月19日   下午 4:30～6:15 

新町自游空间みちくさ教室  

星期一班  4月17日～6月26日    上午10:00～11:45 

星期六班  4月15日～6月24日   上午10:00～11:45 

中居公民馆教室

星期三班  5月10日～7月12日    晚 18:30～20:00 

      各教室参加费均为  500日元

 报名: 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321-1201  传真  027-330-1819   

各教室的报名截止到开讲的一星期前。 

中国语报名请在每星期一和星期四 下午1点～5点 

■ 来自高崎市的信息=广报高崎的消息= 
■ 临 时 福 祉 补 贴 金 

随着消费税率的上调，为了给低所得者减轻负担，继

去年之后,今年也发给临时福祉补贴金。零时福祉补

贴金的对象者会在2月中旬收到由高崎市寄出的申请

书。补贴金需要申请。 

福祉补贴金的对象∶平成28年1月1日在本市有住民登

录的人,并且是没有28年度的市民税的人。但是虽然

没有市民税但属于扶养家族的人以及拿生活保护费的

人除外。 

补贴金额∶每人1万5千日元(仅此一次)。 

申请期间:邮送申请= 2月20日～5月31日 

窗口申请= 2月20日～3月17日(周六·日·祝日除

外)。高崎市役所1楼大厅有特设窗口 

3月21日～5月31日 在市役所2楼21会议室受理 

请填写好申请表后附上所需材料来申请

■ ３月和４月繁忙期增设星期天窗口办公业务

在日本3月是年度末,4月是年度初,迁入转出者需要开

具各种证明。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市役所特开办星期

天营业窗口。 

开设日: 3月19日、26日、4月2日 的3个星期天

开设场所及时间:  

市役所及各支所的市民课、保险年金课、市民福祉课

的窗口。 

时间是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15分 

开设的营业窗口及业务内容∶ 

市民课(1楼4～7号窗口)∶迁入、转出、印章登录、

外国人登录、发行住民票、户籍腾本等证明。 

保险年金课(1楼8～10号及15号窗口)∶国民健康保

险、老人医疗、福祉医疗、国民年金的申请、国民健

康保险税的相谈等。 

■ 汽车及摩托车的登录变更截止到3月31

日 

自动车税·轻自动车税是每年4月1日现在对车主征

收的。如果变更了名义或废车了的话,别忘了办理手

续。不办理手续的话就会在下一年度还需要交纳税

金,所以请在3月31日之前办理变更或废车手续。 

问询∶＊摩托车 (排气量在125CC以下)·小型特殊自

动车等＝ 资产税课(☎  321-1217)  

* 轻自动车(三轮·四轮)＝ 轻自动车检查协会 (☎



027-261-4621) 

* 两轮 排气量在126CC～250 CC )关东运输局群马运

输支局(☎ 050-5540-2021) 或自动车整备振兴会(☎

027-261-0274) 

＊ 普通自动车·小型自动车(两轮排气量在251CC以

上) ＝关东运输局群马运输支局 

■ 请把垃圾分类,把垃圾变成资源

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垃

圾。扔垃圾时请按照规定把垃圾分别分类。今天重点

说说废旧纸张和就衣物的资源回收。 

报纸杂志、纸盒、纸箱、小册子、信封、包装纸、装

点心的空盒子等凡是属于纸类的请不要作为可燃垃圾

扔掉，把它们攒起来,等到每月两次的扔不燃垃圾和

资源垃圾日时扔出，这些都可回收再利用。因为地球

的资源是有限的,保护资源,保护地球人人有责。让我

们付诸行动吧。 

废旧纸张=请用绳子捆好后扔出

★旧报纸杂志, 广告纸亦可

★纸箱子、纸盒子

★纸牛奶盒(将里面洗干净，晾干后展开。

★杂志·书籍

★其他的纸张类(包装纸･信封･纸板等。 去掉不属于

纸的部分后,将纸张部分放入纸袋里,再用绳子捆好后

扔出)。

喷头发用的发胶、摩斯、桌上用罐装液化气、打火机

等属于易爆危险品，千万不要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扔,有引起爆炸的可能,非常危险。 

把里面全部用完之后,在资源物回收日里,请扔到黄色

的回收网袋里。

家里穿旧的衣服·布类也不要当做可燃垃圾扔掉。您

居住的附近小学的育成会的每月一次的废品回收时,

作为废品扔出,可以废品再利用。 

可回收的旧衣物有:衬衫、外套、裤子、围巾、毛

巾、毛毯、床单等物。 

不能作为废品回收的物品有: 皮革制品、袜子、帽

高 崎 月 报

免费外国语相谈

电子月报方式的 

国际交流高崎月报 

欢迎发短信来告诉我们您的电子邮件

信箱后、您将继续收到每个月的最新

消 息。国 际 交 流 协 会 邮 箱 地 址

office@takasaki-irs.org 件名=写

高崎月报或(高崎月报) 电子邮件的

内容=请写上您的姓名、住址邮箱网

址等、发电子邮件给协会后、我们会

为您登录。希望您继续阅读电子版的

中文高崎月报。 

高崎广播电台 FM76．2 MHz 

您可以从收音机的FM76.2MHz频律收

听到高崎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除了

有各式各样的音乐节目和提供生活上

的最新消息及话提外、每周星期二和

星期六有中文广播。具体时间是上午

11:55 分、14:55分、20:55分、一天

分3次用中文向您提供一些生活上的

情报、欢迎您收听。 

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370-8501高崎市高松町35-1 

     市役所2楼国际交流内 

电话 027-321-1201

传真 027-330-1819

E-mail office@takasaki-irs.org 

休日当番医
きゅうじつとうばんい

休日值班医院的诊疗时间=上午9点～下午6点 

小儿科除以下的值班医院外,夜间休日急病诊疗所 

(市総合保健センター1楼 ☎ 381-6119) 

请事先打电话后再去 

24小时医院案内电话 ☎ 325-0011 

如果孩子生病但犹豫要不要去医院时请利用 

☎ #8000, 护士或保健师会为您解答 

日

期
 3月5日(周日)   3月12日(周日)   3月19日(周日)   3月20日(祝日)   3月26日(周日)

内

科

仁静堂医院

(井野町)

☎361-4165

なみえクリニック

（上並榎町)

☎362-5808

吉田内科

(江木町)

☎326-6210

清水内科

(饭冢町)

☎362-2838

高木医院

（江木町)

☎322-1540 

わかばクリニック 

(剑崎町)

☎344-3354

樱井医院

(柴崎町)

☎352-1270

吉村内科医院

(相生町)

☎322-2226

堀越内科クリニック 

(上中居町) 

☎323-3653 

土屋内科医院

(问屋町2丁目) 

☎ 360-3555

小

儿

科 

乾小儿科内科医院

    (宫元町)                          

☎322-3252

こどもの森诊疗所

（沖町） 

☎388-8863 

松岛小儿科医院 

(贝泽町) 

☎361-5823 

小儿科あさひ 

クリニック

(矢中町) 
345-2323 

寺尾こども 

クリニック

(寺尾町)
324-7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