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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来听听外国人的日语演讲比赛吗？  
在松户市及周边地区居住的外国朋友用日语演讲的方式传

达他们来日的感受和想告诉大家的事情。 

 

时  间：2020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13 点～17 点 

会   场：松户市民剧场（松户电车站西口、步行 5 分

钟） 

内   容：由外国朋友进行演讲，还有特别节目。演讲比赛

结束以后，听众可以参加联谊会。 

费   用：免费（自由入场） 

 

 

 

MIEA巡游世界 体验日本文化 
～插花－您想不想用花来表现自己的心情

呢？～ 
时     间：2020 年 2月 13 日（星期四）13点～15点 

会     场：松户市民会馆 201 会议室（松户电车站东口徒步 5分钟） 

内    容：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经验的人士，您想不想接触日本的文化插花呢？想不想借

用花来寄托自己的心情，用空间艺术插花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呢？  

讲    师：今村草玉 女士（草月流师范学会理事，花艺教育家） 

费    用：会员 1,500 日元・非会员 2,000 日元 

人数上限：前 20名（会员优先） 

携带物品：养殖花草用的专用剪刀、报纸、抹布、笔记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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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日语教室（第三学期） 
如果您有认识的外国朋友，特别是日语方面有困难的人士，请把这一消息通知给他

们。希望听讲座的人士，请事先向 MIEA（国际交流协会）事务所申请报名。星期六和

星期二的初级Ⅰ的讲座很受欢迎。建议大家尽早提前报名。 

对 象：2004 年 4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人士（满十五周岁以上，中学生不可报名），

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会员。 

◆需要：2019 年度的ＭＩＥＡ赞助会费 1,000 日元。 

◆费用：各个班级 1,000 日元（每个学期） 

※欢迎垂询班级和水平等详细情况。  

 

◆日语教室听讲者的保育补助金 

在日语教室学习期间，如果有孩子接受临时保育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保育费的补助。

想要申请保育补助金的人士，需要事先跟ＭＩＥＡ事务所报名。（限定前十名） 

 

水平 学习内容 星期 时间 期间 地点 

初级Ⅰ 

 

《大家的日语 1》 星期二 10:10～12:10 1月 7日～3月 10日 A 

《大家的日语 1》 星期二 18:45～20:45 1月 7日～3月 10日 B 

《大家的日语 1》 星期五 12:30～14:30 1月 10日～3月 13日 C 

《大家的日语 1》 星期六 10:10～12:10  1月 11日～3月 14日 C 

初级Ⅱ 

 

《大家的日语 2》 星期二 12:30～14:30 1月 7日～3月 10日 A 

《大家的日语 2》 星期五 10:10～12:10 1月 10日～3月 13日 C 

『Weekly J 』  星期二 18:45～20:45 1月 7日～3月 10日 B 

『Weekly J 』  星期六 12:20～14:20 1月 11日～3月 14日 C 

初中级 初中级 星期三 13:00～15:00 1月 15日～3月 11日 D 

汉字 

 

生活汉字 星期二 18:45～20:45 1月 7日～3月 10日 B 

生活汉字 星期四 10:10～12:10 1月 9日～3月 12日 D 

生活汉字 星期六 14:30～16:30  1月 11日～3月 14日 C 

全等级 日语会话班 星期四 13:30～15:30 1月 9日～3月 12日 D 

地点 

A: 松户市观光协会  2层：松户市本町7-3（松户点车站西口下车徒步 5 分钟） 

B: 明市民中心  2层：松户市上本乡 3018-1（新京成线上本乡北口下车徒步 6分钟） 

C: 松户工商会议所别馆 1层:松户市松户 2060（松户电车站西口下车徒步 7分钟） 

D: 未来中心:松户市松户 1307-1松户ﾋﾞﾙﾁﾞﾝｸﾞ 4层（松户电车站西口下车徒步 5分钟） 

 

 

 

 

 

 



 
口译&笔译·寄宿家庭志愿者招募中 

国际交流协会招募口笔译志愿者（特别是韩国语，西班牙语和汉语翻译者）。 

同时招募可以短期接待海外留学生的寄宿家庭。 

感兴趣的人士，请与 MIEA 事务所联系。 

志愿者招募仅面向协会成员。 

 

 最新情报  ＊以下各类情报，请垂询相关团体。 

为外国人子女升入高中准备的寒假教室 

时  间：2019年 12月 24日（星期二）～27日（星期五）、2020年 1月 4日（星期六），5日（星

期日）共计 6回    13点～15点 

地  点：松户东口会馆（松户市小根本 20-58） 

对  象：外国人中学三年级的学生 

名额：20名 

费  用：1,500日元（6次） 

主办单位・联系方式：外国人子女学习会 

海老名 みさ子女士 TEL/FAX：047-345-2051  

E-MAIL：gaikokukodomo@msn.com 

 
 

多文化交流节 
这里有从孩子到成人都可以尽情享受的各种节目，如世界各国的传统艺术，歌

曲，舞蹈，乐器演奏和民族服装展示等等。 

时  间：2020年 3月 21日（星期六）13：30～15：30（公演） 

15：30～16：30（交流会-品尝各国料理） 

地  点：松户市民剧场 2 层大厅  

（松户电车站西口下车，徒步 5 分钟） 

参加国：尼泊尔、秘鲁、泰国､越南、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 等等 

费  用：免费（参加交流会时需要缴纳 500 日元-限额前 30名） 

主  办：国际交流卡里夫尼亚俱乐部、河原冢南山小小孩队、卡萨布兰卡俱乐部 

联系人：加利福尼亚俱乐部 岩尾いくよ女士 

TEL：080-5434-0180/047-391-6545 

赞助者：公益财团法人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河原冢南山自治会  中日友好松户华人会 

 

https://www.irasutoya.com/2016/08/blog-post_99.html
https://www.irasutoya.com/2016/11/blog-post_589.html
mailto:gaikokukodomo@msn.com
https://season-freeillust.com/music/music43.html


 

招募松户市内中小学生日语学习辅导员 
（※特别是懂他伽禄语和中文的人士） 

聘用期间：到 2020年 3 月 31 日截止（下个年度也将公开招募。） 

派往单位：市内各中小学 

派遣日期：一周 1 天到3 天（根据派遣的儿童和学生的实际状况及指导的内容决定） 

工资待遇：指导一小时 2,020 日元  

交通费：有 

咨询单位：松户市教育委员会  

指导课：TEL047-366-7458 ※报名者需要有N1以上日语水平。 

 

 

 

 

 
 

 

Facebook & Twitter ＭＩＥＡ情报随时更新 敬请关注！ 

 

 

 

 

 

 

谨祝大家 2020年梦想成真，心想事成！ 

 

 

 

   

★广告位招募！！★ 

请致电 

公益財団法人松戸市国際交流協会 

Tel：047-366-7310 

中文可 

「みぃあすてーしょん」同时发行 

英文版，中文版，韩国语版及西班牙语版。 

衷心感谢为冬季号协助翻译的各位人士，谢谢大家！ 

英 语:嶋田 彰夫先生      中  文:范 晓耘女士 

韩国语:朴 钟花女士     西班牙语:祖根 セサル先生 

 

广告 

https://illust8.com/contents/5028
https://illust8.com/contents/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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