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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市民税・县民税 

   第 3 期  10 月 31 日 （周二）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第 3 期  10 月 31 日 （周二） 

    ●介护保险金 

      第 4 期  10月 25日 （周三）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5 期  10 月 31 日 （周二） 

 ●国民年金保险金 

      9 月分   10月 31 日 （周二）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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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619 人 

            (-1,130 人) 

    女  性：362,388 人 

            (-1,624 人) 

共  计：707,007 人 

           (-2,754 人) 

静 冈 市 资 讯                                          2017 年 10 月  中文版 第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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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

号”即将来临！/第 3

届跨文化交流体验节/

第 6届静冈市茶叶节/

静冈马拉松 2018/屋

顶上的提琴手/清水港

金枪鱼节 2017 

   “地球号”是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MSTEC）运用的日本最大的科学挖

掘船。时隔七年在清水港进行全面公开，请务必感受一下海洋文化的深奥

之处及受到丰富的海洋资源恩惠的静冈市吧！ 

    我们衷心地等待大家的光临！ 

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全面公开 

12月 23日（节假日）①12:00～ ②13:00～ ③14:00～ ④15:00～ 

12月 24日（周日）⑤10:00～⑥11:00～⑦12:00～⑧13:00～⑨14:00～ 

地点:清水港日出埠头            人数:各 700 名（免费） 

报名:请在往返明信片上写好活动名、姓名（片假名）、住址、年龄、 

     电话号码、请按①～⑨分别填写后寄到↓ 

     企划课〒420-8602        054-221-1020 

     [10月 19日（周四）～1张最多可报 4名・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网站上也可报名。 

靠港纪念活动   

    有很多与海洋科学及骏河湾、深海有关的，从儿童到成人都可以娱乐

的活动！ 

12月 23日（节假日）11:00～16:00   12月 24 日（周日）10:00～15:00 

◆可以愉快的谈论海洋科学的“科学咖啡” 

◆东海大学海洋学部的与海和鱼有关的各种展示与体验活动 

◆使用大型显示器及触控电脑展示骏河湾的最新画面及深海的生物、从海

底采取的矿物等的画面，还有展示画廊等 

同时举办！ 

从海洋公主号眺望“地球号”的周游观光船 

咨询：报名方式等请咨询 → S-Pulse Dream Ferry 

       054-35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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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数：313,328 户 

        (+2,282 户) 

           10 月 22 日（周日） 10:30～15:30 

                             地点:青叶标志路（青葉シンボルロード）、Fushimiya 大楼  

                                  （静冈市葵区吴服町二丁目）  

★BEMA YANGJIN女士的脱口秀！ 

                           “西藏与日本  超越文化”    13:00～  

                        ※BEMA YANGJIN女士：活跃在日本的藏族声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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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    英语、有翻译 
介绍文化、语言、舞蹈。 

神秘的的小旅行 
去了才能知道是哪个国家。从语言和文化的启示中猜
一猜是哪个国家！ 

2 
中国（内蒙古）    
简单的介绍音乐及问候语、还有智力测试哦！ 

美国 
通过照片等介绍文化的差异。还可以挑战智力测试！ 

3 
印度尼西亚 
请试一试印度尼西亚竹筒乐器演奏。 

台湾 
介绍台湾儿童游戏。举办制作中国结、春节装饰、灯
笼的工作室！ 

4 

斯洛文尼亚      英语、有翻译 
介绍地理位置、饮食、旅游景点等。 
品尝斯洛文尼亚特产蜂蜜。 

日本 
请挑战以三保松原为舞台的能“羽衣”游戏！ 

团体活动介绍处 

1 清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 图片展示、东日本大震灾复兴支援、出售“复兴抹布” 

2 清水日语交流会 世界遗产日本纸牌的介绍、出售小物品及日语教材 

3 
（一财）言语交流研究所 

Hippo Family club 
与语言及文化有关的智力测试、游戏、活动介绍 

4 清水与斯托克顿市友好市民会 
介绍与静冈市的友好城市斯托克顿市的交流历史及活动介绍、

图片展示 

5 （一财）静冈青年会议所 “SMILE by WATER”的启发活动及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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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静冈市日中友好协会 活动介绍、图片展示、出售中国物产 

8 静冈西扶轮社 介绍国际贡献活动 

9 骏河综合高校 羊毛首饰体验、出售公平贸易商品 

※届时除了上述活动之外，还有外国人免费咨询会、市民活动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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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宣布表演开始＆会场介绍 
11:00～  秘鲁  南美音乐 
11:30～  JCI JAPAN少年少女国连大使报告会 
12:00～ 静冈市长致词 
12:20～  宣传画、广告单设计采用者表彰仪式 
12:40～ 斯里兰卡民族舞蹈 
13:00～  矢野 戴维女士脱口秀＆歌 
14:00～  印度尼西亚 竹筒乐器演奏与舞蹈 
14:20～  日本 健康体操 
14:40～  中国 京剧＆脱口秀 
15:10～  尼泊尔 民族舞蹈 
 

1 泰国料理（咖喱面包、泰国面、炒面等） 

2 印度尼西亚料理（油炸鸭肉、烤鸡、烤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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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春卷、椰奶热甜品等） 

5 尼泊尔料理（咖喱炒面、油炸食品、蒸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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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料理（法国薄饼、格雷派饼咖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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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港金枪鱼节 2017         咨询: 清水港金枪鱼节实行委员会   054-252-3132 

清水站东口广场主要会场 

SHIZUMAE 厨房（10:00～ ）届时有家康咖喱的试吃（10:00～・只限 100份）！ 

★免费提供金枪鱼汤       ①11:00      ②13:00（各 1,000 份） 

★金枪鱼生鱼片试吃       ①11:30      ②13:30（各 1,000 份） 

飞岛冰箱团地         体验零下 60℃      每次先到的 50 名！ 

① 10:00 ②11:00 ③12:00 ④13:00 ⑤14:00    ※当天请穿运动鞋等安全的防滑平底鞋参加。 

江尻渡船乘船地点      乘 Bay Promenade 号周游清水港      每次先到的 300名！ 

① 9:50   ②11:00   ③14:30   （在清水站东口广场主要会场内受理。乘船地点不受理，请注意！） 

清水鱼市场        金枪鱼解体表演      还出售冷冻金枪鱼！ 

①10:00   ②12:00        在眼前分解直接从仙台盐釜港送来的金枪鱼！ 

※另外还有“金枪鱼寿司竟吃大会”、“金枪鱼鉴别大会”、“美食处”、“模拟钓鱼游戏”、“自由卡车旧货市场” 

  等活动！ 

●届时向先到的 2,000名出售「公认图书」（200日元）！ 
※挑战图章拉力有可能抽中相当于 2万日元的金枪鱼等商品，请务必一试！ 

                     

 
 
    11 月 1日是静冈市“茶叶日”。每年在这个时期
都举办很多与茶叶有关联的活动。请大家借此机会接
触一下茶叶吧！ 
时间：10月 29日（周日） 10:00～16:00  
※雨天按原计划进行 
举办与否当日请打热线电话确认 054-200-4894   
地点：青叶标志路（青葉シンボルロード） 
发现！体验！茶城！ 
“茶城静冈市”的介绍、体验处 
出售静冈市的茶叶   
出售茶叶制作的甜品 
出售茶叶制作的料理   

舞台活动     等 
“茶叶日”启发活动 
时间：11月 1日（周三）、10:00～14:00 
地点：JR静冈站北口地下广场活动空间 
内容：“静冈市的茶叶”的我流茶席、发布启发商品 
 

   咨询：市茶叶振兴协议会 054-288-8440 

 

音乐剧                   MARINART 054-353-8885 

时间：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13:00～、18:00～ 

             1 月 14 日（周日）、12:00～ 

地点：MARINART 

内容：演员 ⇒ 市村正规、凤兰、实咲凛音、 

      神田沙也加、唯月 FUKA、今井清隆 其他 

费用：全部为指定席 ⇒ S席 1 万 3,000 日元 

      A 席 9,000 日元    ※未就学儿童不能入场 

报名：提前电话预约 ⇒ 电视静冈事业部  

      054-261-7011 

【10 月 14 日（周六）、10:00～、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只限 1 天】 

一般出售 ⇒ 请打电话或直接到 MARINART。在 出售 

【10 月 21 日（周六）、10:00～、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时间：3月 4 日（周日）、8:20～ 
●比赛项目：①马拉松(42.195km)   
规定人数：1 万 2,000人 

※日本陆运公认大会 
②业余爱好者(11.6km) 规定人数：1,200人 
※包括市民优先报名的 800 人 
③小学生组(1.6km)  
  规定人数：小学 4～6年级 各学年 200人 
报名受理 ⇒  请于静冈马拉松大会的网站报名 
●一般报名 【所有的比赛项目】 
10月 7 日（周六）、10:00～   
（达到规定人数便截止报名） 

●静冈市民优先报名 【只限业余爱好者】 

10月 1 日（周日）10:00～10月 5日（周四）23:59 
  （800人、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咨询：静冈马拉松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054-251-3369（工作日 10：00～17：30）  

担当：体育交流课  054-221-1037 

 
 
 

 

 

时间：10 月 7 日（周六）、11:00～21:00 

      10 月 8 日（周日）、8:30～21:00 

 

※小雨天按原计划进行、暴风雨天停止活动 

地点：登吕遗迹（骏河区登吕五丁目） 

内容：新米感谢祭、试吃古代米饭团、古代生火体验等 

※当天请直接到会场（免费） 

 

咨询：观光交流课  054-2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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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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