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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崎市=人口:374,333人、面积:459.41 km²  

外国人登录人数=外国人登录人口 5,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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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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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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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的信息 

     ■    冬 季 日 语 教 室(2019年开课) 
 中央公民馆教室  

星期二班  1月15日～3月19日  上午10点～12点 

星期四班  1月10日～3月28日  晚7点～8点半 

星期六班  1月12日～3月16日  下午1点半～3点半 

中居公民馆教室    

星期三班  1月9日～3月13日  晚6点半～8点   

群马福祉会馆教室(群马町) 

星期一班① 1月7日～3月25日 下午5点半～6点45分 

星期一班② 1月7日～3月25日  晚上7点～8点45分 

新町文化会馆教室 

星期三班 1月16日～3月20日  上午10点～11点45分 

星期六班 1月12日～3月23日  上午10点～11点45分 

吉井西交流中心教室 

星期二班 1月15日～3月19日  晚7点～8点30分 

各教室参加费均为500日元报名=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27-321-1201    传真= 027-330-1819     

E-mail=intl@city.takasaki.gunma.jp   

中国语报名请在每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1点～5点 

     E-mail office@takasaki-irs.org 

       ■    为外国人举办的免费法律相谈 

 群马县观光物产国际协会为外国人开办免费的法律

咨询会。有关法律·在留·劳动·社会保险等问题都

可以免费咨询,并且配有 汉语、英语、葡萄牙语、他

加碌语、西班牙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并且保守秘

密。这一次的相谈地点是在高崎市，希望大家利用。  

日时∶2019 年2月17日(星期天) 上午10点～下午3点  

地 点∶高崎市中央公民馆集会大厅 

  (高崎市末广町27) 

咨询员∶律师、行政书士、社会保险劳务士等。 

问询·预约电话∶群马县观光物产国际协会  

027-243-7271(当天的联系电话是090-1215-6113) 

■ 来自高崎市的信息=广报高崎的消息=          

                  ■      成    人    式        

今年的成人式庆祝仪式是1月13 日(星期天)。 无论

是日本人还是在市役所登录了的外国人，只要是今年

满20岁就可以参加成人仪式的庆祝活动。 

对象∶1998年4月2日～1999年4月1日之间出生的人。  

会场和时间  

高崎市地区会场  群马音乐中心 上午11点～正午 

倉渕地区会场道の駅「くらぶち小栗の里」下午2点～4点 

箕郷地区会场  箕郷文化会馆  下午2点～4点 

群马地区会场  市民活動センター・ソシアス 

        下午1:30分～2:30分 

新町地区新町文化ホール 上午11点～正午 

榛名地区会场   榛名文化会馆 下午2点～3:30分 

吉井地区会场  吉井文化会馆 上午10点～11:30分 

   

       

 

     

       新  年  寄  语 

 2019,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 无论2018是怎样的一

年，让我们以美好的心情来迎接2019年的到来吧。 

在这祝福的季节里诚挚地为您许下三个祝福∶许一个

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快乐连连；许一个美好的心愿

祝福您－－万事圆圆；许一个美丽的心愿祝福您－－ 

微笑甜甜。 

祝福是一束鲜花，祝福是一份深情，祝福是一份责任, 

在新年之际,请让我把这一片美好的祝福寄给你。 



高  崎  月  报 

      ■    年末年初市役所放假的通知 
 市役所年末截止到12月28日, 

12月29 日～1月3日 放假休息。 

从1月4日起各课开始办理业务。 

垃圾回收是从12月31日到1月3日休息,不予以回

收。 

年末大扫除等的垃圾请在31日前扔出，不是垃圾

收集日时不能随便扔垃圾。请大家协力! 

 

         ■  多种语言报警系统 

消防指令中心之前导入了新的系统，新增加了针对外国

人的外语对应功能。对应的语言有英语、中文、韩语、

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这五种语言。日本的119不只是火

警,救护车的急救也是打119报警电话,24小时365天随时

都可接受外国人的通报电话,可进行通报者、消防指令

中心、翻译的三人通话，可解除外国人因语言问题的困

扰。另外110的报警电话也可以通过报警人、翻译和指

令中心的三者通话系统来对应多种外语的报警，打119

或110通报时一定要能说出自己所在的正确的地点,包括

市町村的名称，平时请记住自己所在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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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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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http://www.glocalfive.net/

tirs     中 文 相 谈∶ 
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 1点～5点        

  12月29日(周六)  12月30(周日) 12月31日(周一)   1月1日(元旦)  1月2日(周三)  1月3日(周四) 

  

内 

 

 

 

 

科 

堀越内科クリニック 

（上中居町） 
 323-3653 

堀米医院 

(仓贺野町) 
  346-2336 

北高崎クリニック 
(大桥町) 

322-2707 

相原医院 

(下泷町) 
 352-1272 

小仓クリニック 
 (柴崎町) 
352-1811 
牧元医院 
 (芝冢町) 
322-3623 

 もんでん内科 

クリニック 
  (天神町) 
384-3701 

佐藤呼吸器科医院 
  (饭冢町) 
362-5122 

清水胃肠科内科 
 (町屋町) 

360-4771 

井草医院 
 (天神町) 
362-2833 

桐山 クリニック 
(末广町) 

310-1234 
西冈医院 
 (浜川町) 
344-2252 

なみえクリニック 
（上並榎町） 
362-5808 
松本医院 
 (相生町) 
322-5913 
吉浜内科小儿科          
  (鹤见町) 
322-5865 

冈本内科クリニック 
（上中居町) 

 325-5050 
善如寺医院 
(仓贺野町) 
346-2382 

松崎医院 
    (岛野町)  
352-1278 

  

小 

儿 

科 

 

 小泉小儿科医院 

 (连雀町) 
322-3985 

 

城山クリニック 

（城山町2丁目） 
 327-2759 

乾小儿科内科 

医院 

(宫元町) 
322-3252 

 

重田こども・アレ

ル ギクリニック 

    (岛野町) 
350-1700 

 
 

宫下クリニック 
(新保町) 

360-5577 

寺尾こども 

 クリニック 

 （寺尾町) 
 324-7788 

   1月6日(周日)  1月13日(周日)  1月14日(祝日) 1月20日(周日)  1月27日(周日)  

 

内 

 

科 

吉田内科 
 (江木町) 
326-6210 

森内科クリニック 
(楽間町） 

343-7568 
  

佐藤小儿科 

内科医院 
(荣町) 

322-4498 
 CBCクリニック 

 (江木町) 
321-2111 

 

内科おかじょう 
クリニック 
 (绵贯町) 
395-6116 

花水木内科 
 (下小鸟町) 
329-7007 

 月冈内科医院 

  (岩鼻町) 
346–1226 
やわたクリニック 
    (八幡町) 
 343-2247 

小林内科 
 肠胃科医院 
 (井野町) 
362-5188  

丰冈呼吸器科内科ク
リニック 

  (上丰冈町) 
 340-1159 

 

 

小

儿

科 

上大类病院 

(上大类町) 
352-1019 

松岛小儿科医院 
(贝泽町) 

361-5823 
  

贝泽中央医院 

 (东贝泽町3丁目) 

363-7001 

 小儿科佐藤医院 

 (柳川町) 
322-2145 

上中居ファミリー
クリニック 
（上中居町) 
326-4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