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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市民税・县民税 

  第 3 期  11 月 7 日 （周一） 

●介护保险金 

     第 5 期  11 月 25 日 （周五）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6 期 11 月 30 日 （周三）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第 4 期 11 月 30 日 （周三） 

●国民年金保险金 

  10 月份 11 月 30 日 （周三）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8 年 9 月末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量。 

（ ）内为与去年同月相比的数据。 

    男  性：345,640 人 

            (-1,634 人) 

    女  性：363,915 人 

            (-1,552 人) 

共  计：709,555 人 

           (-3,186 人) 

家庭数：311,154 户 

        (+2,23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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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冈人”是英文版静冈市资讯月刊“Shizuoka Jin”的中文版。其内容主要来自静冈市生活资讯报刊“静岡気

分”。本刊旨为生活在静冈的中国人及学习使用中文的人们提供静冈的各种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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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募集来年 4 月入会的儿童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是指・・・ 

代替因工作等白天不在家的家长，保护并培养小学儿童的事业。  

※根据设施的规模如果报名者过多有可能不能入会，请谅解。 

◆开所日  周一～周六（节日、年初年末除外） 

※暑假、寒假、春假期间也开所。清水区（蒲原东、由比除外）周六休息。 

◆开所时间 

 小学开课日・・・12:00～18:00  放假日・・・8:00～18:00     

※一部分俱乐部至 18:30或 19:00 

◆家长负担金 

●葵区●骏河区●清水区（蒲原东、由比）→ 月额 9,500日元 

※3月为 1万 2,000日元 、 8月为 1万 4,000日元 

●清水区（蒲原东、由比除外）→ 月额 7,500日元    

※一部分俱乐部的 3月分与 8月分的负担金有所不同，请注意。 

报名  

   申请书发放:11月 4 日（周五）～ 、     期限:12月 2日（周五） 

●葵区●骏河区・・・请直接将申请书递到各儿童俱乐部或静冈市社会福

祉协议会（葵区城内町、中央福祉中心内） 

●清水区・・・请直接将申请书递到各儿童俱乐部 

※蒲原东、由比儿童俱乐部的申请，在静冈市社会福祉协议会也能受理。 

★申请书・・・在各儿童俱乐部、静冈市社会福祉协议会、儿童未来课、

各区育儿支援课、蒲原分所、市网站有申请书。 

 

 

 

 

咨询：各儿童俱乐部或儿童未来课 

     054-354-2604     传真：054-352-7731 

 

 

 

 

 

 

 

 

正在实施多子家庭及低所得家庭的家长负担金 

减轻制度！详细内容请参阅入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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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3日（周日） 10:30～15:30 

                            地点:青叶标志路（青葉シンボルロード）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 

    ★矢野 戴维（DAVID YANO）先生的脱口秀！ 

                      ～ 身处不同根源之间 ～    ①13:00～ ②14:30～ 

                      越过种种困难所发现的“作为地球人类共同生存时的桥梁” 

                            ※矢野 戴维先生：音乐家、解说员、主持人、一般社团法人 Enije代表 

 

舞台表演      ※根据情况有可能变更内容。        世界的街头小吃    ※根据情况有可能变更内容。 

 

 

 
 
 
 
 
 
小世界 

 10:30 ～ 12:30  13:30 ～ 15:30 

1 
加拿大    英语、有翻译 
介绍地理位置、饮食、多文化主义、旅游景点、
发明物品等加拿大文化。 

您知道世界上的游戏与游戏的世界吗？ 英语、日语 
届时可以体验各国的游戏！向参加游戏的小朋友赠送
彩绘。 

2 
菲律宾    
简单的问候语及舞蹈研究会、饮食文化介绍。 

泰国 
介绍简单的问候语及舞蹈并举办花饰手工艺体验室。 

3 
俄罗斯 
介绍俄罗斯的家庭料理及有代表性的歌曲。 
并制作简单的俄罗斯套娃。 

中国（内蒙古） 
介绍简单的问候语与蒙古国之间的区别。并进行简单
的智力游戏。 

4 
尼日利亚      英语、有翻译 
介绍地理位置、饮食、旅游景点等。 
同时举办歌曲、舞蹈、国旗手工体验室。 

与舞台表演者进行交流（秘鲁、巴西） 
可以与舞台表演者以及卡波耶拉（Capoeira）协会
的成员进行交流。 

团体活动介绍处 

1 清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 图片展示、东日本大震灾与熊本地震复兴支援募捐活动 

2 清水日语交流会 与外语有关的智力测试、出售日语教材 

3 
（一财）言语交流研究所 

Hippo-Familyclub 
与语言及文化有关的智力测试、游戏 

4 清水与斯托克顿市友好市民会 
介绍静冈市的友好城市斯托克顿市的交流事业、图片展示、 

智力测验 

5 骏河综合高校 介绍在课堂上举行的公平贸易商品（咖啡、果酱） 

6 海外留学  Global Jam 留学咨询、发布留学资料、出售长期居住关联书籍 

7 静冈穆斯林协会 穆斯林服饰体验、指甲花彩绘体验、伊斯兰教问答处 

8 静冈西扶轮社 介绍消灭脊髓性少儿麻痹活动、募捐活动 

9 智力测试与图章拉力抽选会场 收集到 4个图章者可以在此抽奖。 
※届时除了上述活动之外，还有外国人免费咨询会、静冈与嘎纳友好都市 25周年纪念特别展、试穿民族 
服装、智力测试与图章拉力、防灾处烟雾体验小屋等很多有趣的活动，敬请各位光临并参与！ 

 

11:30～  中国  二胡演奏 
12:00～ 静冈市长致词 
12:20～  宣传画、广告单设计采用者表彰式 
12:40～ 泰国民族舞蹈 
13:00～  矢野 戴维先生脱口秀 
13:30～  南美音乐 
14:10～  斯里兰卡民族舞蹈 
14:30～  矢野 戴维先生脱口秀 
15:00～  巴西的国家运动 卡波耶拉（Capoeira） 
 

1 泰国料理（咖喱面包、泰国面、炒面等） 
2 埃及料理（卡博三明治、油炸豆饼三明治等） 
3 孟加拉料理（唐多里烤鸡、卡博串、孟加拉卷等） 
4 菲律宾料理（炒粉、香蕉春卷、椰汁饮料等） 
5 缅甸料理（牛舌咖喱与面包套餐、炒面、啤酒等） 
6 斯里兰卡料理（咖喱面、油炸食品等） 
7 秘鲁料理（烤鸡、热三明治、新鲜奶酪等） 
8 意大利＆巴西料理（意大利饺子、烤香肠等） 

 

 

咨询：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054-273-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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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运动”期          

11月 12日（周六）～11月 25日（周五） 

     届时实施紫色灯光装饰。 

11月 10日（周四）～11月 27日（周日） 

骏府城公园坤橹 

11月 21日（周一）～11月 27日（周日） 

市役所本馆与葵塔 

与 DV(来自配偶的暴力)有关的咨询， 

请至各区配偶者暴力咨询支援中心 

           葵  区 054-221-1274 

骏河区 054-201-9126 

清水区 054-354-2335 

※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到最近的警察署。 
 

咨询：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054-221-1349 

 
 
青叶标志路（青葉シンボルロード）与常磐公园 

花灯展 

11月 18日（周五）～来年 2月 15日（周三） 

◆点灯式（葵 Square） 

11月 18日（周五）、16:45～17:20 

◆点灯时间         17:00～22:00 

※12月 16日（周五）～来年 1月 9日（节日） 

  预定延长至 24点 

咨询：I Love 静冈协议会  054-252-7720 

◆担当课：观光交流课    054-221-1228 

 
 
 
 
 
 
 
 
 

艺术＆运动/广场 

11 月 1日（周二）～11月 20 日（周日） 
※JR东静冈站北口“艺术＆运动/广场” 
 （10月 30日（周日）～） 
  静冈市美术馆 
 （10月 25日（周二）～11月 13日（周日）） 
    市内的很多场所变成会场，在那里举行介绍各
种艺术的展览会。期间还举办艺术家脱口秀及手工
教室等活动。 
咨询：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美术教育讲座 
      054-237-9540 
担当：文化振兴课   054-221-1044 
登吕三年展 2016   
11 月 12日（周六）～11月 27日（周日） 
  9:00～16:30 
※登吕博物馆于 11月 14日（周一）、 
  11月 21日（周一）、11月 24日（周四）休馆 
登吕遗迹也有艺术！ 

11 月 12 日（周六）、11 月 13 日（周日）举行艺
术体验手工教室及登吕市场等开幕活动！ 
登吕博物馆（骏河区登吕五丁目 054-285-0476） 
●滑轮运动 
11 月 13日（周日）、11月 20日（周日） 10:00～ 
●足球比赛大屏幕公众观赏   
  11月 20日（周日）  14:00开球 

企划课  054-221-1002 
●光线枪射击比赛游戏 
11 月 12日（周六）、11月 13日（周日） 10:00～ 
※届时还有快餐车登场。 

产业振兴课 054-354-2058 
 
※请大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会场。 
※当天请直接到会场。 
 

 

 

 

 

 

 

   邮寄入学通知书         咨询:学事课 清水厅舍 7楼 054-354-2377 

    12 月内将给来年 4 月入小学、中学的儿童(小学生:2010 年 4 月 2 日～2011 年 4 月 1 日出生； 

中学生:现小学 6 年级)家长发放入学通知书。如到 12 月末还没有收到，请联系学事课。 

●入学时的学校，原则上是儿童居住学区的学校，但是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允许变更学校。如想变更学校， 
新入小学 1 年级的学生从 11 月开始提前受理，请联系学事课。对于新入中学的 1 年级学生，11 月中旬以后 
学校会有联系。 
※如有外国籍儿童想入学，请联系学事课。 

种  类 条    件 
可以变更区域 居住在教育委员会认定区域时 
有搬家计划 已决定在 1 年之内搬家，希望入新居住区学校（许可期间最长 1 年）时 

伤病或有心身障碍等 因伤病或心身障碍而入指定学校有困难时 

留守家庭 
孩子放学回家时家长因工作不在家，所以希望入托儿处区域的指定学校 
（限小学生）时 

特别支援班级 入特别支援班级时，根据交通情况，入指定外的学校会减轻通学负担时 
兄弟姐妹 希望入兄姐就读的学校（兄姐已毕业者例外）时 

小学、中学一贯制 
将静冈市立小学变更为指定学校就读的学生，升入静冈市立中学时，希望入读毕业小
学区域的中学时（小学 6 年时的许可只限于:转学理由、留守家庭、兄弟姐妹、再转
入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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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联络簿 

各个主要政府机关代表电话 

●葵区役所     054-254-2115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54-2111 

葵区追手町 5-1 葵区追手町 5-1 

●清水区役所   054-354-2111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111 

清水区旭町 6-8 清水区旭町 6-8 

●骏河区役所   054-202-5811 ●市役所（蒲原地区）       054-385-3111 

骏河区南八幡 10-40 清水区蒲原新田 1-21-1 

 

常用市政服务窗口 

主要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葵区 骏河区 清水区 

有关外国人登记手续的咨询与服务 
户籍住民课 

054-221-1061 
1F 

054-287-8611 
1F 

054-354-2126 
1F 

有关保险和退休金的咨询与服务 
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1F 

054-287-8621 
1F 

054-354-2140 
1F 

有关纳税和税金的咨询与服务 
纳税课/市税事务所 

054-221-1035 
3F 

054-221-1531 
3F（葵区） 

054-354-2092 
2F 

生活咨询 
地域总务课 

054-221-1053 
1F 

054-287-8698 
3F 

054-354-2036 
1F 

有关儿童及儿童津贴等咨询与服务 
保育儿童课 

054-221-1093 
2F 

054-287-8674 
2F 

054-354-2120 
1F 

部门名称 市役所（静冈地区） 市役所（清水地区） 

垃圾回收 
收集业务课 

054-221-1365 
收集中心 

054-366-2751 

有关公立学校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学事课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377 

有关体育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体育振兴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037 

有关多文化、共生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303 

 

与外国人相关的组织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静冈本部 清水支部 

054-273-5931 054-354-2009 

入国管理局静冈支所 054-653-5571 

 

本资讯刊制作单位为 静冈市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如果您有任何咨询、建议或意见，请联系我们。

地址 静冈市葵区追手町 5-1  邮政编码 420-8602 电话 054-221-1303 email:sankaku@city.shizuoka.lg.jp 

静冈人的网址：      http://www.city.shizuoka.jp/000_002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