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生活信息
■日语教室 【询问处】津山市政府协动推进课（市政府３楼）电话 0868-32-2032
为了支援住在津山市，和周围市，町，村的外国人的日语学习，津山市开办日语教室。
以不同日语水平的小组形式上课。
日语课以外，还举行各种交流活动。

星期・时间
地

点

福祉会馆教室

さん・さん教室

每周星期二
１０:１５～１１:１５

每周星期四
１０:１５～１１:１５
津山市新鱼町１７

津山市山北５２０

津山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さん・さん」

津山市综合福祉会馆

学

费

アルネ津山５楼

リージョン中心教室
每周星期四
２０:１００～２１:１０
津山市大田９２０

グリーンヒルズ津山
リージョン中心

１８歳以上的人或１８岁以下有工作的人 : 听讲费１次２００日元
１８岁以下没有工作的人 : 听讲费１次１００日元

■咨询处
１．生活咨询处
津山市政府协动推进课（市政府３楼

电话0868-32-2032

FAX 0868-32-2152）

接受日语和英语的咨询，介绍合适的咨询窗口。另外，
介绍翻译等。
【地址】津山市山北５２０

津山市政府协动推进课

津山警察署安全咨询主管（电话0868-25-0110

FAX兼用）

接受日语，英语和中文的咨询。
【地址】津山市林田７７

津山警察署安全咨询主管

财团法人冈山县国际交流协会（电话086-256-2914

FAX 086-256-2489）

来自中国，巴西，菲律宾的咨询员用中文，葡萄牙语，菲律宾语回答一般的生活咨询。
（预约优先）
【预约・询问】

TEL:０８６－２５６－２９１４ （星期一～星期六

９:００～１７:００）

【咨询专用电话】 TEL:０８６－２５６－２９１３ （下列时间、用不同语言）
【语种・时间】
中文・葡萄牙语
菲律宾语

每月第１和第 3 个星期六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每周星期三（第 5 个星期三除外）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每月第３个星期四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地址】冈山市北区奉還町２－２－１ 冈山县国际交流协会计划情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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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法律等咨询处
为外国人的免费法律咨询
律师为冈山县居住的外国人的法律建议。不懂日语的人，有翻译。请在想咨询的日期之前，预约咨询时间。
【咨询日】每月第 3 个星期六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4 月除外）

【地点】冈山市北区奉還町２-２-１

冈山县国际交流中心 1 楼

【翻译】提供免费的英语，中文，葡萄牙语翻译。
【预约单位】冈山县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086-256-2914

※需要翻译的人，预约时请提出申请。

外国人入国在留申请免费咨询
「让本国的亲戚来日本」
「国籍结婚（离婚）的手续」等，专业人士给予有关在留资格，出入国手续的建议。
【咨询日】每月第１个星期六和第 3 个星期六
【地点】冈山市北区奉還町２－２－１
【联系单位】冈山县国际交流协会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年始年末除外）

冈山县国际交流中心 1 楼

电话 086-256-2914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处
“ 工资的未付 ”，
“ 时间外劳动津贴的未付 ”等工作，接受劳动条件有关的咨询。除日语外，可以用英语，
葡萄牙语咨询。
【语种・时间】
日语 : 星期一～星期五

９: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葡萄牙语 : 每周星期一

９: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第 5 个星期一除外）

英语：每周星期三

９: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第 5 个星期三除外）

【地点】 冈山市北区下石井１－４－１

冈山第２合同厅舍１楼

【咨询・联络】 冈山劳动局劳动基准部监督课

电话 086-225-2015

ー 中・38 ー

３．女性咨询处（家庭的烦恼、ＤＶ等）
女性的烦恼咨询
抚养孩子，家人和亲戚的事情，家庭不合，丈夫的暴力等，日常生活中女性担负的各种烦恼，不安，
女性咨询员和您一起想办法。
【时间】每周星期三 5 月，
7月，
9 月，
11 月，
1 月，
3 月的第 3 个星期六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アルネ・津山５楼
津山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さん・さん」

【地点】津山市新鱼町１７
【咨询・联系】

电话 0868-31-2533

女性和儿童的烦恼咨询
日常生活中，女性，儿童担负各种烦恼，不安，女性人权拥护委员和您一起想办法。
【时间】每月第 2 个星期四和第 4 个星期四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アルネ・津山５楼
津山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さん・さん」

【地点】津山市新鱼町１７
【咨询・联系】

电话 0868-31-2533

女性和儿童的咨询
日常生活中，女性，儿童担负各种烦恼，不安。不知道向谁询问时，母子自立支援员和您一起想办法。请预约想咨询的时间。
【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３０～１７:００
【地点】 津山市山北

健康・儿童中心

【预约・联系】 津山市政府儿童课

电话0868-32-2065

女性和儿童的免费法律咨询
亲权，
养育费，
离婚，
丈夫的暴力等，
女性，
儿童担负的烦恼，
纠纷的咨询，
母子自立支援员和律师和您一起协力想办法。
请最
晚在想咨询的日子的前一天预约咨询的时间。
1 天 4 个人为至。
【时间】 每月第１个星期一和第3个星期一的下午（※星期一是休息日时，改为下星期的星期一）
【地点】 津山市山北

健康・儿童中心

【预约・联系】 津山市政府儿童课

电话0868-32-2065

预约接受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８:３０～１７:００

配偶者等的暴力（ＤＶ＝家庭内暴力）
在夫妇，
恋人等非常亲密的关系中发生的暴力，
称为
「ＤＶ」
。
ＤＶ是为了达到支配对方，
伤害对方心理，
身体的犯
罪行为。
请不要忍受，
拿出勇气咨询。 紧急时拨打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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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互联网的免费利用
在下面的地方，可以免费使用国际互联网。
グリーンヒルズ津山 リージョンセンター
【地址】津山市大田９２０

【电话】０８６８－２７－７１５０

【利用时间】 ９:００～１７:００
※ 国际互联网的利用时间是 1 人 1 小时以内。
※ 用国际互联网查找的信息不能印刷。
（９:００～１９:００），可以阅览外文书籍。
※ 在リージョンセンター内的「国际交流广场」

津山市立图书馆
【地址】 津山市新鱼町１７
（アルネ津山４楼） 【电话】０８６８－２４－２９１９
【开馆时间】 １０:００～１９:００
※ 利用国际互联网时，请在接待处填写「利用申请书」。
※ 国际互联网的利用时间是 1 人 30 分。
（没有其他人预约时，可以连续使用）
※ 用国际互联网查找的信息不能印刷。

◎ 有用的网址一览表
津山市的网页

（英语・日语）

介绍津山市的观光・各种活动等信息。
http://www.city.tsuyama.lg.jp/

法团法人 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多语言生活信息

（１３语种）

用英语，德语，中文，韩国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俄罗斯语，日语 13 个语种，介绍
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必需的生活信息。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冈山县综合防灾情报系统（英语，中文，韩国语，日语）
可以得到冈山县内有关的灾害，防灾信息。
http://www.bousai.pref.okayama.jp/bousai/index.jsp

冈山县医疗机能情报提供系统
可以用英语，中文，韩国语接受治疗，可以查找冈山县内医院，诊所。
http://www.iryo-joho.pref.okayama.jp/Top.do

财团法人冈山县国际交流协会「为了外国人的生活信息」（英语，日语）
介绍针对冈山县内生活的外国人各种生活信息。
http://www.opief.or.jp/050_foreign/index.html

一看便知！冈山生活信息 多文化共生ポータル网页（英语，中文，韩国语，葡萄牙，日语）
为了冈山县内居住的外国人的生活信息，介绍各种活动信息。
http://www.osm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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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设施等
设施名（地址）

开馆时间（费用）

津山市立图书馆 （新鱼町１７

アルネ津山４楼）

加茂町图书馆 （加茂町塔中１１３－６）

休馆日

电话号码

10:00 ～ 19:00

每月最后的星期二

24-2919

10:00 ～ 18:00

每周星期一

42-7032

勝北图书馆 （新野东５８４）

36-8622

久米图书馆 （中北下１２７１）

57-3444
每周星期一

29-4010

・体验费 1,200 円～

星期二～星期五
13:00 ～ 20:00
星期六、
星期日
9:00 ～ 19:00

久米ふれあい陶艺中心 （中北上１５２５－１）

8:30 ～ 17:00

年末年始

57-2936

星期二～星期六
8:30 ～ 21:30

每周星期一，
节日，
年末年始

24-0202

每周星期一，
节日的次日，
年末年始

24-3773

9:00 ～ 21:30
（利用料 １時間 100 円）

年末年始

42-3358

星期二～星期六
10:00 ～ 20:30
星期日·节假日
10:00 ～ 17:00
（利用费 500 日元）

每周星期一，
年末年始

57-2311

星期二～星期六
10:00 ～ 21:00
星期日，
节假日
10:00 ～ 20:00
（利用费 1,200 日元）

每周星期二

27-7140

１２月中旬到２月下旬
（利用费 200 日元
～ 500 日元）

※天气不好时，
有休息
的时候。

24-4900

勝北陶艺之乡工房 （衫宫７０８）

・体验费 1,200 円～
津山综合体育馆 训练室 （山北６６９）
・跑步机，
肌肉锻炼机等
津山运动场 训练室 （志户部２４５）
・跑步机，
肌肉锻炼机等
津山市加茂町体育中心 训练室
（加茂町中原 493-3）

※运动场 8:30 ～ 21:00

星期日 8:30 ～ 17:00
（利用费 １次 120 日元）
※须利用者登录。

・跑步机，
肌肉锻炼机等
市民温水游泳池
「レインボー」（中北下１２５３）
・室内温水游泳池，
训练室

※初中生，
65 岁以上 400 日元

グリーンヒルズ津山「グラスハウス」
（大田５１２）
・室内温水游泳池，
桑那浴

アイスランド津山

（志戸部２４５）

・滑冰鞋租赁费 300 日元 ※一定要戴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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