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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答案。您答对了几道题了？

您知道 UCIA 吗？
就是正出版发行「噢―」这部快报的
地方。
今年是 UCIA 创立 20 周年纪念！

【答案】
A１．〇 UCIA 是除姐妹城市交流项目之外，以为外国人
就是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协会吗。
是我正学日语的地方，这里的日语
老师们教日语教得非常易懂。
下面我想出几道有关 UCIA 的考题。
希望大家挑战一下！
并对 UCIA 加深了解。

开设日语教室或介绍日本文化，从而提供日本人
和外国人进行交流的机会为目的而成立的。
A２．〇 姿川地区市民中心，宇都宫综合福祉中心，北
生涯学习中心也设有日语教室。除了这些教室外

①

其它团体也在举办日语教室。详请看第 4 页。
用○×方式答题。你能答

A３．× 也可以学习各种各样的外国语。外国语教室一

出几道题呢？

年有两次招生（3 月和 9 月）。详请参考 UCIA 的网

【问题】

站 http://www.ucia.or.jp/ 或宇都宫市广报。

P

Q１．UCIA 是宇都宫市役所为进行姐妹城市交流项目等
而创立的。

A４．× 可受理的是提交给行政机关等，办各种有关手
续所需要的翻译资料，并不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

Q２．UCIA 的日语教室的除了「宇都宫表参道スクエア」

的文件。

之外，其它地方也设有日语教室。
A５．× 每个月的第 3 个星期一（逢节假日时第 4 个周
Q３．在 UCIA 学不了其它的外语。

一）在国际交流广场举行免费行政书士咨询。可
进行有关在留资格或归化的免费咨询。想要咨询

Q４．可受理任何语种或内容的翻译业务。

时请提前打电话预约 028-616-1564。

Q５．有困难时能进行咨询的只有「为外国人的综合咨

A６．〇 每个月第 4 个周六的 16：00～18：00，在国际

询」
。

交流广场举行「国际交流沙龙」
。是免费的，不需
要预约。请大家踊跃参加！有关沙龙的详细情况

Q６．UCIA 每个月都举办日本人和外国人进行交流的国
②
际沙龙。

请参考第 3 页。

③

这回您对 UCIA 了解很多了吗？9 月 30 日将举办交流协会成立 20 周
年大型活动！除此之外还准备举行日本人和外国人可进行交流的很多
活动或体验日本文化的活动，务必邀请您的朋友或家属一起参加哦！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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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A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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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宇都宮市国际交流广场 (UIP)
编辑 NPO 法人宇都宮市国际交流协会(UCIA)
2017 年 4 月 10 日
Tel. 028-616-1563 Fax. 028-616-1568
发行
E-mail: u1820@city.utsunomiya.tochigi.jp
宇都宫市马场大街 4-1-1 宇都宫表参道斯库埃阿 5 楼

从 2016 年 4 月开始受理用电话或因特网上的集体体检预约手续。网上预约时间是周六・周日，节假日，夜间等
考虑大家的生活要求的方便系统。
有关申请方法和地点，体检的日期等详细情况请关注「健康づくりのしおり」或宇都宫广报或 4 月份的市役所
网页。

申请方法
◇ 电话受理
市集体体检中心 ☏ 028-611-1311 平成 29 年度分是从 4 月 1 日开始
∇

受理时间 8：30～17：15（周六・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为休息）

◇ 网上受理
集体体检预约系统
∇

受理时间 24 小时受理

平成 29 年度分是从 4 月 3 日开始

∇ http://www.city.utsunomiya.tochigi.jp/kurashi/kenko/kenshin/

※ 申请时的注意点
∇

受诊券是 4 月末时统一发送。

∇

希望接受个人体检的人直接到医疗机关进行申请。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028-626-1129

青少年自立支援中心
「ふらっぷ」
从 3 月 12 日开始对 75 岁以上

在「ふらっぷ」由产业生活顾问或具有专门知识和
经验的咨询顾问为解决青少年的各种问题和苦恼进行

高龄驾驶员的讲习制度有所改变

咨询。

75 岁以上的人更新驾驶证时，请在更新到期 6 个月之
内到自动车教习所接受「认知技能检查」和「高龄者讲

∇ 日期时间 周一～周五 9：00～17：00
（节假日・年末年初为休息）
∇ 地点 中央生涯学习中心

习」
。
检查结果如果被判定为「有可能是认知症」的人，要

∇ 电话咨询 ☏ 028-633-3715
∇ 窗口咨询「ふらっぷ」（需要预约）

接受专门医生的诊断，并必须提交诊断书。
还有，被医生诊断为认知症的人或无理未接受检查或

∇ 出差咨询 在各地区市民中心等定期接受咨
询。请打电话确认好日期

讲习的人的驾驶证会被取消。

或地点等详情。
咨询处 生活安心课 ☏ 028-632-2264

U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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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 月份开始受理集体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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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南

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

亲身体验日本文化！

国际交流沙龙♪


In FINE FIELD FESTIVAL

每个月的第四个周六 16:00～18:00



4 月 22 日


10:00～15:00

与世界各国的人愉快地进行交流的活动。



欢迎与家属一起参加！
费用

4 月 22 日(周六)・23 日(周日)
请约好您的亲朋好友到文化会馆体验
「折纸」
・
「碎彩纸画」
・
「茶道」等

免费

日本的各种文化！

＠

宇都宮市国际交流广场

费用

☏

宇都宮市国际交流广场

＠

宇都宫市文化会馆

028-616-1563

☏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协会

免费

028-616-1870

从 4 月份开始改为每月第 4 个周六!

庆典我的宇都宫节 2017
～手拉手，世界各国的伙伴们～


5 月 21 日（周日）10:00～15:00



＜出展的店铺＞
茶道体验・印度料理・巴西料理・非洲式串珠・面包和德国葡萄酒、
啤酒・互惠购买、简单易懂日语智力题等
＜舞台＞
可欣赏到日本的传统乐器或世界的民族乐器的演奏和舞蹈♪

报名

不需报名直接前来

＠

バンバ广场（二荒山神社下的广场）

☏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协会 028-616-1870

南图书馆 儿童节

宇都宫自行车郊游



4 月 30 日(周日) 7:30～
骑自行车游览宇都宫的各名所「宇都宫自行



4 月 23 日(周日)10：00～15：30



当天会举办由 Jazz Sax Unit Blue Train 演
奏的「婴儿开始都可欣赏的音乐会」

车郊游」
，可以品尝到春季的新鲜蔬菜或当地

10:30～11:30 先到 380 人

出产的美味「食物」
集合

☏



图书管理员体验・讲故事・图书馆猜谜语拉力

浪漫村

赛・茶会・气球表演・折纸教室・民间游戏・

宇都宮自行车郊游大会运营事务局

播种体验等

028-643-6626 (平日 10:00～17:00)
都市魅力创造课 028-632-2460

费用

免费

＠

南图书馆 ☏ 028-653-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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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娱乐 ♫ ♪

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UIP

日 语 教 室
下面介绍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协会以外的团体主办的日语教室。
地点

日期

时间

周一

日语水平

10:00-12:00

初级～中级

城市建设中心
（元今泉 5-9-7）
周日

枥木县国际交流中心
（本町 9-14）

13:15-14:45

初级

费用
1 个月
500 日元

10 次/
3300 日元

咨询
一步一步日语
028-637-7394

NPO 法人デックタ
イグループ
028-678-8996
FJC 日语朋友之会

周二

10:00-12:00

初级～中级

周五

10:00-14:00

上级

周六

10:00-12:00

初级～中级

周四

周日
UIP（马场大街 4-1-1 5F （并非每周日
都有课）

028-635-9595
1次
300 日元

JLPT 日语教室

日语能力鉴定考试

16:30-18:00

N2～N5

090-2450-4258

翻译志愿者服务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广场（UIP）的服务

为帮助沟通有困难的外国人，提供

外国人的综合咨询

去公共机构（市役所或入国管理局
等）的同行以及翻译服务。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ＵＩＰ
028-616-1564

市役所

15:00-18:00

9:00-12:00

周一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中文

泰语

英语

周二

周三

周五

第四个周日（预约制）
周四

第2个
周四

(开设时间内)

周四

028-616-1564

缴费用后提交申请。

―

第2个 第2个

―

周四

行政书士咨询
15:00-17:00

►在国际交流广场填写委托书，

噢～!是用简单易懂的日语・英

028-632-2834
14:00-17:00

―

►1 次（2 个小时）2,000 日元

第三个周一（预约制）

周四

语・中文・葡萄牙语・泰语等各
种语言出版发行。
其内容公开刊登在宇都宫市国际
交流协会（UCIA）的网页
http://www.ucia.or.jp

第一页插画提供： 臼井 百合香、根本 夏生

－4－

网页上还可以阅览过去的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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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４月份开始的

向导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