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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崎市=人口:372,953人、面积:4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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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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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7月21日   上午10:00～12:00 

星期四班   5月14日～7月16日    晚7:00～8:30 

星期六班   5月16日～7月18日    下午1:30～3:30 

 群马福祉会馆教室 

星期一班   5月11日～7月13日    晚7:00～8:45 

新町文化会馆教室  

星期三班  5月13日～7月15日    上午10:00～11:45 

星期六班  5月16日～7月18日   上午10:00～11:45 

中居公民馆教室 

星期三班  5月13日～7月15日    晚 6:30～8:00 

吉井西交流中心教室 

星期二班  5月12日～7月21日    晚 7: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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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京入管局的在留资格咨询 

在群马县厅的昭和厅舍的群马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里

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二会有东京入管局的官员现场提

供咨询问答服务。 

日期：每月第4个星期二 3月份是  

  3月24日 10：30  15：00 

咨询员：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职员 

口译：：汉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语 

（无需预约，当日可受理） 电话：027-289-8275              

           ■  为外国人举办的法律咨询会 

日期 : 3月15日（星期天） 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地点：群马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前桥市大手町1-1-1  昭和厅舍1楼） 

咨询员：律师、行政书士、社会保险劳务士等 

并且有汉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语·

他加禄语的翻译 

预约·咨询：群马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电话：027-289-8275 

                                                                                                                             

来自高崎市的信息=广报高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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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29日 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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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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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税课(☎  321-1217)  



高  崎  月  报 

              ■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随着新冠肺炎在日本的感染人数及范围不断扩大的情
况下，我们做好自己的预防工作人人有责。首先避免
去人员聚集的地方。与人接触时采取戴口罩，认真洗
手，有效利用消毒液等措施。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电话咨询窗口的电话： 

   0120-56-5653 

另外，在高崎居住的中国人如果有37度5以上的发
烧，并伴有咳嗽，咳痰，嗓子疼等症状，在14天之内
有去过武汉，湖北等地的人，或者与这样的人有过近
距离接触，亦或接触过已经确诊的患者，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上报给高崎市保健所。 

高崎市保健所的咨询电话平日：027-381-6112 

夜间或休日：027-381-6123 

无论如何请大家做好自我预防，勤洗手，戴口罩，不
去或少去人多的地方，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 

     ■      生病中及病后幼儿的保育服务 

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如果孩子生病了,但工作又请不了

假怎么办?高崎市为了减轻双职工父母的负担，新设

了对生病中孩子的保育照看服务，对生病后在恢复中

的幼儿实施临时保育的服务也同时实施。 

生病中的保育设施 「病儿保育室ノア」该保育室是和

上中居町儿童诊所并设在一起的,除了有护士照看外,

随时能得到儿科医生的诊治。定员:限先申请的6个孩

子  费用∶一天2000日元,5小时1000日元 

申请∶利用的前一天或当天上午打电话预约、利用时

间周六下午·周日除外的平日的上午8:30～17:30 

利用对象∶1岁～小学生的生病中或病后休养中的儿

童。 问询电话:386-5700 

另外一处地处高关町的 「病儿保育のびのび」 

利用时间周六日除外的上午8:30～17:30  对象: 6个

月婴儿～小学生的病中和病后幼儿，定 员∶每天先

到5人    费用∶一天2000日元，4小时1000日元，申

请∶利用日的前一天上午8点～下午5点50分; 利用日

当天上午8点～下午2点打电话预约, 电话∶330-6040 

■    致新迁入到高崎市的朋友 

在日本3、4月份是移动比较多的时期。如果您因为升

学、转职或搬迁而迁入到高崎市来，请到市役所2楼

国际交流协会来。这里有免费的中文相谈咨询窗口,

有困难或问题都可以得到帮助。国际交流协会还举办

日语讲座,并且协会的网页上每月都会用日语、英

语、汉语、葡萄牙语这4种语言登载更新最新消息及

生活情报，希望能为您在高崎的生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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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周日)  3月8日(周日) 3月15日(周日) 3月20日(祝日) 3月22日(周日) 3月29日（周日) 

  

内 

 

 

 

科 

月冈内科医院 

（岩鼻町） 

346-1226 

吉村内科医院 

(相生町) 

322-2226 

松崎医院 
(岛野町) 

 352-1278 

石泽医院 
(昭和町) 
327-1911 

久保田胃肠科内科 

(寺尾町) 

310-5717 

上原内科医院 

（中丰冈町） 

327-6955 

小野垣医院 

(中居町3丁目) 

352-2233 

こやぎ内科 

 (小八木町) 

365-5897 

 やまなクリニック 

   （山名町） 

 350-5777 

 大山医院 

(浜川町) 

 343-6036 

城南医院 

 (下和田町3丁目) 

322-5760 

大山内科神经内科 

医院 

(上並榎町) 

363-2258 

  
小 

儿 

科 

小儿科佐藤医院 

(柳川町) 

322-2145 

重田こども・アレル

ギークリニック 

（岛野町） 

350-1700 
 

浜尻町クリニック 

  (浜尻町) 
363-8311 

 

大山小儿科医院 

(仓贺野町) 

346-0880 
 
 

あらいキンダーク

リニック 
(下中居町) 
325-4152 

小泉重田小儿科 
 (饭冢町) 
362-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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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