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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届 松户市国际文化节～国际交流日～ 
时间：10 月 24 日（周日）10：00～15：00 

地点：松户市民会馆 
（松户站东口步行 5 分钟） 
免费入场・无需申请 

内容：【体验一下吧】10：00～14：30  

1 楼门厅、楼和 3 楼 

各个展位都有有趣的体验哦！包括各国的文化介绍、各个团体的活动
介绍以及展示/游戏、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具和民族服饰展览、松户市
日语志愿者协会、女童子军。                   
（有一部分有可能需要付材料费） 

 

 

【看一看吧！舞台活动】13：00～15：00 名额：600 名 

13：15～14：15 WWF 日本 「复活吧，考拉森林」的演讲 

澳大利亚考拉和动物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如何改变世界？要不要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了动植物能和我们共同生存，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 
 

14：30～14：50 

一石堂(Ikkoku-dou)的腹语 

让我们一起期待享誉世界的一石堂 
(Ikkoku-dou)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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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11/21 

12/19 

每月一次・周日 

 

※可单日参加 
 

【报名截止： 

举办日前七天为止】 

 

    中文沙龙 

    英语会话沙龙 
 

时间：中 文 10：00～11：30 

    英 语 13：00～14：30 
 

在我们举办的这个沙龙，您可以用中英文轻

松，自由，快乐的交谈。 

讲师：松户国际文化大使等 

【协办】松户市教育委员会 

名额：各 15 名 

※新加入优先 

(报名人数过多的话，则抽

签) 

地点：松户市文化会馆里

面的沙龙空间 

费用：【会 员】免费 

     【非会员】500 日元 

申请表 

10/30(周六) 

8：30～12：45 

(预定在野田市站解散) 

 

 

【申请: 

9/15～10/8】 

 

MIEA 环游世界 体验日本文化！ 

🐾「野田散步」🐾 
～参观一个带有酱油香味的小镇～ 

 

要不要到老城区走一走，感受一下酱油的制作

历史？(🎤带导游)  

行程：「乡土博物馆」～和涩泽荣一相关联 

「旧野田商诱银行」～西洋建筑代表作 

「兴风会馆」～「上花轮历史馆」名胜

「高梨氏庭园」等。 

名额：15 名 
（报名人数过多的话，则抽签） 

集合：8：30 野田市站检

票口 (东武都市公园

线) 

费用：【会 员】免费 

     【非会员】500 日元  

※不包含交通费 

申请表 

 

11/14（周日） 

11/23（节假日） 

10：00～14：00 

 
 

【申请: 

  10/15～10/30】

（其中的一天） 

 

用法语愉快地学习 

法国家庭料理 
  ～第 3 回～ 

 

      （有日语说明） 

・制作圣诞蛋糕「树干蛋糕」 

讲师：Laetitia Clerget 

（蛋糕每个人可以带一个回去） 

名额：每期 18 名 

(报名人数过多的话，则抽签 

不可参加两期) 

地点：市民会馆料理教室 

费用：【会 员】1,000 日元 

【非会员】1,500 日元 

申请表 

 

 

11/24（周三） 

集合时间 6：45 

(预定 19：00 在松户

市役所前解散) 

 

【申请: 

10/15～11/4】 

第 35 次一日游 
     巴士国际交流一日游 

 

尽情享受红叶中的箱根之路吧！从箱根汤本站

乘坐登山铁路、缆车、索道，游览大涌谷，在

箱根关所享用午餐，在雕刻森林美术馆欣赏箱

根的自然，观赏雕刻作品，享受漫步的乐趣。 

名额：20 名 

(报名人数过多的话，则抽签) 

集合：在松户市役所前集

合 

目的地：神奈川县箱根 

费用：【会 员】 7,000 日元 

【非会员】10,000 日元 

(包括巴士费、午餐费、 

入场费、 保险费） 

申请表 

 

 

※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扩大、刊登的活动有可能变更或者終止，敬请谅解。 

 



 

 

   

 

 

 
您将学习看护所需要的基本术语和词汇，以及学习如何与用户沟通。 

日 期 名 额・对 象 费 用 地点：报名所在处 

10/20 

～11/24 
（周三・周五） 

18：00～20：00 

名额：前 15 名 

为居住、上学、工作等正

在学习初级日语的外国人 

1,000 円(另计 MIEA 

会费 1,000 日币/年度) 

 

地点：国际友好教室 

 

申请：松户市日语志愿者协会 

（藤泽 080-5379-6017） 
  

11/27（周六） 

13：00～14：30 

 

现在接受报名中 

 

用英语介绍捷克文化 

～The Beauty of CZECH～ 

 
介绍捷克的魅力所在，如世界遗产，音乐和饮

食文化(带纪念品)。 

讲师：小林 布兰卡先生 
 

地点：国际友好教室 

名额：前 20 名 

费用：【会员】  500 日元 

     【非会员】800 日元 

 

申请表 

 
 

 

 

12/4～2/19 
不包括 12/25・1/1  

(每周六)共 10 次 

现在接受申请中 

 

 

 

中级商务英语在线课程 
 

本课程适合想要学习商务场景中英语会话的学

习者。全英语授课。 

 

讲师：莎拉 赫兰 Sarah Holland 

（英国出身，大学助教授） 

 
书本：『Business Plus Level 3 Student's Book: 

Preparing for the Workplace』 

 作者：玛格丽特・海利威尔（ISBN – 978-1-107-

66187-5）开放价格（亚马逊約 3,000 日元） 
 

名额：前 16 名 

对象：英检准 2 级以上，

CEFR B1 以上，雅思 5 分 

课程为全英文授课 

费用：【会 员】9,000 日元 

【非会员】12,000 日元 

学员需自己购买教科书 

 

申请表 

  

2022 年 

2/19（周六） 
13：00～ 

 

【申请: 

 11/15～1/7】 

📢第 30 届 外国人 

日语演讲比赛   

 招募参赛者!！ 

 
快来分享一下您在日本的日常生活感受以及来

日本后的新发现吧！试一试发表你的想法！我

们将表彰前四名及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参赛者一

名。 

地点：松户市民剧场 

（松户站西口步行五分

钟） 

 
申请方法  

申请表 

 

※将通过文件审查来选定

参赛者。 

申请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7 日（周五） 

～看护中用的上～简明日语教室～ 

 

值得一听的消息 

＊以下的信息的申请以及咨询请直接和各个报名处联系。 

 



            ～中级日语教室～ 
                     马上可以派的上用场！ 

                           您想学习对您的工作有用的中级日语吗？ 

日 期 对 象 费  用 地点：报名所在地 

11/2～3/17 
（周二・周四） 

19：00～21：00 

18 岁以上在松户市生活/

工作，日语达到初级水

平，想用日语工作的外国

人士 

课程费用免费！ 

需要教材费(1,870 日元) 

(另计 MIEA 会费 1,000 日

元 

/年) 

日本国际工科专门学校 
（新松户站步行 3 分钟） 
℡047-702-7068 

 

 

             

 

 
日语为非母语的家长及其子女的升学指南  

志愿者团体和学校老师将共同为希望在日本上高中的外国初中学生和家长提供指导（说明会）。针

对高校的宗旨，入学手续，费用，日本的教育体系进行说明。还会有外国人高中生分享他们的经历。 
 

地 点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千叶会场 10/10（周日） 签    到     13:00～13:30 

所有语言     13:30～16:30 

千叶大学西千叶校园 

G1-101 讲堂 

市川会场 10/17（周日） 
第 1 部 仅有中文  12:00～14:00 

第 2 部 其他语言  15:00～17:00 
NIKKE COLTON PLAZA 

  

   参加费：免费 资料费：100 日元              申请表  

    咨询处：千叶会场 白谷  Tel：080-3175-9539  Fax：047-317-5798      

    市川会场 宫泽  Tel：090-2468-1037   Fax: 047-338-9168 

            主办单位：房总多文化网络 升学指南实行委员会  
                                        
 
 
 
 
 
 
 
 
 
 
 
    

 
 
 

 
   

 

「国际交流站」同时发行英语，中文，越南语，和西班牙语版。 

～在这里向协助 2021 年度秋季号的翻译人士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英语： 嶋田 彰夫 先生、中文： 盧 緑金 女士、 

越南语：Mẫn Nguyễn Văn' 先生 

西班牙语： MIAN YATACO BILAL JAVED 先生 

 
广告募集中 
 

详情请致电 

公益财团法人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 047-366-7310 

VISA Support Immigration Lawyer 
 

OKAMOTO Certified Administrative 

おかもと行政书士事务所 Procedures Legal Specialist Office 

 

★International Marriage Visa（国际结婚签证） 
★Naturalization（归化）   etc.   
☏047-718-4107  ✉info@okamoto-office.jp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