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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 

   第 1 期  5 月 1 日 （周一） 

●轻自动车税 

      定 期   5 月 31 日 （周三） 

●国民年金保险金 

      4 月份   5 月 31 日 （周三）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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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89 人 

            (-1,282 人) 

    女  性：362,584 人 

            (-1,737 人) 

共  计：707,173 人 

           (-3,019 人) 

家庭数：311,784 户 

        (+2,125 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7 年 5 月  中文版 第 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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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冈×嘎纳周 2017/

街头艺术世界杯 in 静

冈募集志愿者/邮送癌

症检查免费券/静冈市

清水区生活指南/模型

的城市静冈 

                                                                

 

 

 

 

 

 

 

 

 

 

 

 

 

 

 

 

 

 

 

 

 

 

 ☆另外还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详细内容请咨询。 

主办：静冈×嘎纳×电影活动 

      项目实行委员会  

       054-273-8570 

 

田园 Marche 

时间:5月 13 日（周六）  11:00～21:00 

※小雨照常进行、雨天顺延至 14 日（周日） 

●登吕户外上映      （免费） 

5 月 13 日（周六）、19:00～ 

“LIFE!（ライフ）” 

2013 年出品 /美国 /114 分钟 

※根据日落时间有可能推迟放映时间。 

※小雨照常进行、雨天顺延至 14 日（周日） 

※观赏场地有限，请谅解！ 

※日落后气温会下降，请准备好防寒工具 

※请不要带饮食品 

※请利用停车场的吸烟处 

地点:登吕遗迹（骏河区登吕五丁目）     

 

街头 Marche 

时间:5月 20 日（周六）、5 月 21 日（周日）  

     11:30～17:30 

地点:七间町名店街（静冈市葵区） 

●七间町名作剧场      （免费入场） 

5 月 21 日（周日）・・・ 

12:30～“Awakenings（レナードの朝）” 

       1990 年出品 /美国 /120 分钟 

15:00～“The Artist（アーティスト）” 

       2011 年出品 /法国 /101 分钟 

地点：「MIRAIE LIAN」 

Community Hall七間町 

 

●天空的户外上映   （免费入场） 

时间:5月 20 日（周六）18:45～20:30 

地点:静冈伊势丹楼顶 

    届时，放映 3 部由 3 位日本年轻

的导演制作的短篇作品。（各 30 分钟

左右） 

①「パーマネント ランド」 

②「逆転のシンデレラ」 

③「LINE」 

※放映时间有可能晚于日落时间。 

※20 日（周六）下雨时，延至 21 日

（周日）。 

 

海边 Marche 

时间:5月 27 日（周六）、5 月 28 日 

     （周日） 11:00～21:00 

地点:清水海洋公园（Marine Park） 

●清水户外上映     （免费） 

5 月 27 日（周六）、19:00～ 

“Mars Attacks! 

(マーズ・アタック)” 

  1996 年出品 /美国 /105 分钟 

5 月 28 日（周日）、19:00～ 

“The Blues Brothers 

（ブルース・ブラザース）” 

  1980 年出品 /美国 /133 分钟 

地点:清水海洋公园内大屏幕  

     （Marine Park） 

※根据日落时间有可能推迟放映 

  时间。 

※小雨照常进行、天气恶劣时中止 

  放映 

※观赏场地有限，请谅解！ 

※日落后气温会下降，请准备好防寒 

  工具 

※请不要带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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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 月 2 日（周四）～11 月 5 日（周日） 

对象：原则上只限在举行期间能参加两天以上，并能参加事先 

       研修会与全体说明会（10 月 7 日（周六）、11 日（周三） 

      其中一天）者。如果报名人数过多有可能被谢绝请谅解。 

※下述为每天的对象人数（住宿研修等为每次） 

※中学生、高中生的参加需要家长的同意。 

  年龄限制在 18 岁以上者时，高中生不可报名。 

 
 
 
 
 
 
 
 
 
 
 
 
 
 
 
 
 
 
 
 
 
 
 
 
 
 
 

 

 

 

 

 

 

 

 

 

 

 

 

 

 

 
 

 

       街头艺术世界杯实行委员会 

    （葵区常磐町一丁目 8-6 Aiwa bldg.6 楼） 

  电话 054-205-9840   传真 054-204-9920 

       观光交流课（静冈厅舍 17 楼） 

  电话 054-221-1228   传真 054-221-1312 

 

●支援 

内容:帮助做准备、工作人员休息处的 

     运营 

人数:18 岁以上者 8 名 

●市民小丑 

内容:作为市民小丑提高会场的气氛 

人数:①18 岁以上者 60 名②参加过 

      市民小丑的 100 名 

①②都只限参加过市民小丑 

    （街头艺术专科）的人 

●市民小丑（街头艺术专科） 

  ※有集训 

内容:学习市民小丑的基础 

（9 月 16 日（周六）～18 日（节日）

的 3 天 2 宿） 

人数:第一次当小丑的 

     18 岁以上者 26 名 

费用:1 万 5 千日元 

报名期限:截至 7 月 31 日（周一） 

●小丑屋支援 

内容:支援市民小丑 

人数:18 岁以上者 10 名 

●天使的羽毛 

内容:插上天使的羽毛呼吁提高礼仪 

     素质并清扫会场 

人数:中学生以上者 30 名 

※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商店 

内容:在赞助者商店等出售关联物品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40 名 

 

●演技地点负责人 

内容:演技地点的运营、进展 

人数:18 岁以上者 60 名 

报名期限:截至 6 月 30 日（周五） 

●演技地点 

内容:整理会场、引导观众 

人数:18 岁以上者 120 名 

●区域 

内容:移动型表演、脸妆的运营支援等 

人数:18 岁以上者 50 名 

●翻译（有翻译以外的业务） 

内容:外国人表演者及工作人员的 

     翻译等 

人数:语言检定上级程度会外语的、 

     18 岁以上者 50 名 

报名期限:截至 7 月 31 日（周一） 

●咨询处 

内容:会场向导以及到会场者的 

     咨询对应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75 名 

※欢迎会日常会话程度手语及外语者 

●夜间咨询处 

内容:傍晚至夜间的会场向导以及 

     到会场者的咨询对应 

人数:18 岁以上者 10 名 

●与保护者失散的孩子 

内容:保护、搜索、失散孩子的粘贴纸

“みっけ（找到）”的运营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28 名 

 

●儿童花园 

内容:儿童花园内活动的运营、支援 

人数:中学生以上者 30 名 

●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化妆 

内容:给到场者的脸颊或手上画 

     点妆 

人数:中学生以上者 30 名 

●儿童支援 

内容:儿童花园内活动的企划、运营 

人数:18 岁以上者 10 名 

●FM 实况广播 

内容:利用 FM 广播实况转播演技地点 

     的情况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15 名 

报名期限:截至 6 月 30 日（周五） 

●护送人员 

内容:引导或帮助到场的老年人以及 

     残疾人移动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35 名 

●协助老人与残疾人正常参加活动的 

  运营支援 

内容:护送人员、FM 实况广播人员的 

     活动支援、提前准备工作 

人数:高中生以上者 3 名 

报名期限:截至 6 月 30 日（周五） 

●防灾准备 

内容:防灾指南的制作等 

人数:18 岁以上者 12 名 

报名期限:截至 6 月 30 日（周五） 

 

●夜间商店                                              ●舞台 

内容:夜间表演时间内出售关联物品等                       内容:运营收费舞台会场等 

人数:18 岁以上者 20 名                                   ※11 月 1 日（周三）也有活动 

●公共信息    内容:采访表演者、撰写报道                 人数:18 岁以上者 40 名 

人数:会操作电脑的高中生以上者 10 名                      ●收费舞台的主持人 

●外语信息                                              内容:主持收费舞台的进展 

内容:信息业务、采访时的口译、报道的英文翻译等           人数:18 岁以上者 1～2 名 

人数:会操作电脑并会外语的高中生以上者 10 名              ※职业、业余均可 

●市民评审员   时间:11 月 3 日（节日）、4 日（周六）       报名期限:截至 6 月 30 日（周五） 

  ①9:00～15:00    ②17:00～21:00                      ※7 月 9 日（周日）有选考会 

内容:①日本杯 ②街头艺术世界杯获奖者的评审               

人数:中学生以上者各 20 名                  

报名期限:截至 7 月 31 日（周一）                         

      
报名:请在街头艺术世界杯的网站或在应征表上填好必要事项后发传真或邮寄到街头艺术世界杯实行委员会 

     「截至 8月 31日（周四）当日邮戳有效（除去一部分）、有的会提前截止报名，请注意！」。 
      ※观光交流课以及各区役所的综合咨询处备有应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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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送癌症检查免费券 

6 月上旬，向符合条件者邮寄下述免费券。 
①子宫颈癌检查： 

1996年 4月 2日～1997年 4月 1日出生的女性 
②乳癌检查： 
  1976年 4月 2日～1977年 4月 1日出生的女性 
※在单位等有接受检查机会的人，请优先接受 
  单位的检查。 
   另外，还实施健康检查车上附托儿妇科（子宫
颈癌、乳癌）检查。带孩子的人也可以安心的接
受检查，请一定要利用哦！ 
时间：①5月 16日（周二） ②5月 29日（周一） 
      ③6月 12 日（周一）、 9:00～15:00 
地点：①城东保健福祉中心 ②大里保健福祉中心 
      ③北部保健福祉中心 
报名：请打电话至 → 健康检查预约中心报名 
      054-654-2000 
「受理 9:00～18:00（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托儿需要预约（只限上午、6个月～入学前的 
  儿童各 30名左右、免费） 

 

东静冈艺术＆运动/广场  正式开业！！ 

时间:5月 13日（周六）、 10:00～20:00 

地点:JR东静冈站北口广场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免费）。详细内容请咨询。 
咨询处:企划课    054-221-1002 

开业庆典活动    

◆小木屋创造者工作室     讲师:小林 崇先生 

◆CINEMA-CARAVAN DJ现场演奏   17:00～ 
※电影上映时间为 19:30～ 

轮滑运动公园 

   观赏日本顶尖水平的滑板技术。 

◆H.L.N.A杯 
  14:00～   小学生级别决赛 
  15:00～   热身赛决赛 

东静冈草坪模型节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 
◆光线枪生存游戏 
时间:5月 20日（周六）、5月 21日（周日） 
     10:00～17:00 
◆B-block 

时间:5月 20日（周六）、5月 21日（周日）、 
     5 月 27日（周六）、5月 28日（周日） 
     10:00～17:00 

同时举办   德国啤酒的祭典！ 

十月节（慕尼黑啤酒节） 

时间:5月 19日（周五）～ 28日（周日） 
     16:00～21:00 
※周六、周日为 11:00～ 

 

咨询：静冈十月节实行委员会（电视静冈内） 

       054-261-7011 

 

 

静冈市清水区生活指南 

    静冈市清水区役所地域 

总务课制作了概括清水区概 

要与防灾、福祉与教育、行 

政信息的“静冈市清水区生 
活指南”。生活指南以插图 

为中心将交通规则及扔垃圾 
的方法等表现的通俗易懂。 

    另外，还登载了清水区 

的认定儿童园一览及市民活 

动中心、生涯学习设施等 

信息。 

    生活指南由日语、英语、中文、葡萄牙语的 4
种语言编写而成。新迁入清水区的人，在办理迁入
手续时会送给您此生活指南。另外，有需要的人，
可以在清水区役所 1楼的综合咨询处、2楼的静冈市
国际交流协会等处索取。请务必作为参考，灵活运
用。有不明之处等时，请咨询： 

         静冈市清水区役所地域总务课 

          054-354-2028 

 

模型的城市静冈          入场免费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   ※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静冈模型广场 
※在模型展期间特别营业！ 
时间：5月 11日(周四)～13日(周六)、10:00～21:00  
      5月 14日(周日) 、 10:00～19:00  
会场、咨询处：静冈模型广场(骏河区南町) 
      054-289-3033 
 
 
 
 
◆第 56届静冈模型展 
时间:5月 13日(周六) 、 9:00～17:00   
      5月 14日(周日) 、 9:00～16:00  
会场:Twin Messe静冈 
咨询:静冈模型教材协同组合  054-287-5931 
公交车的向导：JR静冈站北口 11号乘车处 
    （县立医院高松线 登吕 Coop Town 之行） 
    「在南邮电局 Twin Messe前」下车 

◆公司参观会 Tamiya2017   Tamiya・Open House 

时间:5月 13日(周六)、14 日(周日) 9:00～16:30  
会场:(株)田宫(Tamiya)本社大楼(骏河区恩田原) 
咨询:(株)Tamiya     054-286-5105 

◆铁道节（Granship Train Festa）2017 

日本最大规模的铁道活动！ 
时间：5月 20日(周六)   10:00～17:00      
      5月 21日(周日)   10:00～15:30  
会场：Granship 
咨询：Granship售票中心 
    054-289-9000 

 

 

AEROBASE  岩见慎一 个人展 

「成为职业塑胶模型师的方法」 

5月 11日(周四) ～ 5月 14 日(周日)举办！ 

 

届时，有介绍县内铁道魅力的“富士山之国铁道脱

口秀”以及展台、名产铁道便当出售等儿童娱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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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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