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北
海
道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北海道外国人咨询中心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3条西7丁 周一至周五
目 道厅别馆12楼
9:00～12:00、13:00～16:00
011-200-9595

・日语、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hiecc.or.jp/soudan/
・汉语、韩语、塔加洛语、越南语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依日程而异）
※除上记语言外，通过电话口译系
统还可应对5种以上语言的咨询。

泷川市观光国际课
国际交流系

・英语
・汉语
・蒙古语

公益财团法人
札幌国际交流中心
交流沙龙/信息柜台
旭川市国际交流中心

钏路国际交流广场

北海道泷川市
大町1丁目2番15号
泷川市政府6楼
0125-28-8007
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西3丁目 札
幌MN大楼3楼(札幌钟楼对面)
011-211-3678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周一至周六
9:00～17:30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除外
北海道旭川市1条通8丁目Feeeal ・周一
旭川7楼
10:00～17:15
0166-25-7491
・周二至周五
10:00～19:30
・周六、周日
10:00～17:00
休业日
12月30日至1月4日、节日、设施
休业日
北海道钏路市幸町3-3
周二、周四、周日
(钏路市观光国际交流中心2
10:00～13:00
楼)0154-65-6712

・基本上仅接待泷川市民的咨询。

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plaza-sapporo.or.jp/citizen_j/salon/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汉语(每周2次)、西班牙语(每周 ・详情请查阅http://asahikawaic.jp/
4次)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英语(周二、周四、周日)
・详情请查阅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https://www.city.kushiro.lg.jp/machi/kouryuu/kaigai/00010.
h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北
海
道

苫小牧市
国际交流沙龙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苫小牧市旭町4丁目5番6号
苫小牧市政府7楼

周一至周五
8:45～17:15

・英语（每日8:45～16:30）
・汉语（每日8:45～15:45）
※如口译不在，将使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tomakomai.hokkaido.jp/kyoiku/kokusaikoryu/
gaikokujinsodammadoguchi/gaikokujinsodan.html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2:00～13:00除外)

・英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0144-32-6157

鹿追町役场企画财政课 北海道河东郡鹿追町东町1丁目
15番地1

湧别町外国人综合咨询 北海道纹别郡湧别町上湧别屯田 周一至周五
窗口（上湧别厅舍）
市街地318番地
8:30～17:15

・翻译机
英语等共计72种语言

湧别町外国人综合咨询 北海道纹别郡湧别町荣町112番
窗口（湧别厅舍）
地1

・翻译机
英语等共计72种语言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湧别町外国人综合咨询 北海道纹别郡湧别町中湧别中町 周一至周日
窗口（中湧别办事处） 3020番地1
8:30～17:15
（※周六、周日的12:00～13:00
除外）

・翻译机
英语等共计72种语言

预计2020年3月31日前设置完毕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北
海
道

应对语言

其他

函馆市外国人生活咨询 北海道函馆市东云町4-13
周一至周五
窗口
函馆市企画部国际・地域交流课 8:45～17:30
0138-21-3619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英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docs/2014012300582/

函馆市外国人生活咨询 北海道函馆市元町14-1
窗口
北海道国际交流中心
0138-86-6065

・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葡 ・详情请查阅http://www.hif.or.jp/hakodatelife/info/
萄牙语、西班牙语、塔加洛语、泰
语
・法语、尼泊尔语、印地语、俄

周一至周五
9:00～17:30

语、印尼语、马来语、缅甸语、高
棉语、蒙古语、德语、意大利语
东川町交流促进课
北海道上川郡东川町北町1丁目1 周一至周五
多文化共生室咨询窗口 番1号CentpureⅠ
9:00～17:00（12:00～13:00除
0166-74-6801
外）

英语、乌兹别克语、俄语、越南
语、汉语、印尼语、泰语、韩语、
缅甸语、拉脱维亚语、法语（每
天）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随时设活动机会受理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青
森

所在地

青森县外国人咨询窗口 青森县青森市安方1-1-40
县观光物产馆ASPAM 2楼
017-718-5147

八户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人咨询窗口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青森 周二至周六
・日语（每日）
10:00～14:00（日语应对：10:00 ・英语（周三、周六）
～17:00）
・越南语（周二）
・韩语（周四）
・汉语（周三、周五）

青森县八户市内丸一丁目1番1号 ・周一至周四
0178-43-9257
8:15至17:00
(12:00～13:00除外)
・周五
8:15至12:00

・英语
・汉语

其他
・详情请查阅https://www.kokusai-koryu.jp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咨询。
〈电子邮件发送形式的地址〉
http://www.city.hachinohe.aomori.jp/index.cfm/22.39647.111
.html
・如要来访咨询，需先致电或邮件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岩
手

国际交流中心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岩手县盛冈市盛冈站西通一丁目
7番1号岩手县民信息交流中心5
楼
019-654-8900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12月29日至1月3日除外，设施维
修排查日除外)

・日语、英语、法语、汉语
・西班牙语：周六、周日
9:00～16:00
・韩语：每月第3个周三
14:00～16:00
・越南语：周三
14:00～16:00

・国际交流中心http://www.aiina.jp/international/index.html
・根据时间段，有的语言可能无法应对。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宫
城

宫城外国人咨询中心

仙台多文化共生中心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堤通雨宫町 周一至周五
4-17 宫城县仙台合同厅舍7F
9:00～17:00
022-275-9990

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青叶山无番 9:00～17:00
地 仙台国际中心会议栋1楼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除
022-265-2471
外，仙台多文化共生中心的休室
日除外)
气仙沼市
宫城县气仙沼市八日町
周一至周五
小国际大使馆
1-1-1 气仙沼市政府One10厅舍 9:00～16:00
1F
0226-22-6600内线337
石卷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宫城县石卷市穀町14番1号 石卷 周二、周三、周四
市政府4楼地域振兴课
9:00～15:15
0225-95-1111
※仅限塔加洛语的下个月受理时
间会于月末刊登在主页上。

应对语言

其他

・汉语、韩语、英语、塔加洛语、 ・详情请查阅http://mia-miyagi.jp/sodancenter.htm
越南语、尼泊尔语、印尼语、葡萄
牙语、日语
※也有可能以三方通话的方式进行
应对。
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尼泊 ・详情请查阅http://int.sentia尔语、塔加洛语、葡萄牙语
sendai.jp/j/exchange/index.php
※使用三方通话设备进行三方通话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咨询。
・英语

请事先致电联系咨询事宜

・汉语(周二)
・韩语(周三)
・英语(周四)
・越南语(周四)
・塔加洛语(请于主页确认)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ishinomaki.lg.jp/cont/10053500/8295/souda
n.html
・海报
https://www.city.ishinomaki.lg.jp/cont/10053500/8295/poste
r.pdf
・请先电话报名，之后咨询员会回电给您。

登米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登米市登米町寺池目子待井381- 周一、周二、周三、周五
英语、汉语、韩语
1
9:00～16:00
0220-52-2144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咨询的电话预约，也可在受理日（周一、周二、周三、周五）以
外通过电话留言受理。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秋
田

所在地

秋田县外国人咨询中心 秋田市中通2-3-8 ATORION 1楼
018-884-7050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五
9:00～17:45
※第三个周六营业，下一个周一
休业

・每周四13:00～15:00(英语、汉
语、韩语)
・事前预约制(塔加洛语)
※关于其他语言，敬请垂询

・详情请查阅（公财）秋田县国际交流协会网站
（http://www.aiahome.or.jp/）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山
形

应对语言

其他

外国人咨询窗口
一般咨询

山形县山形市城南町1-1-1 霞城 周二至周日
Central 2楼
9:30～17:00
山形市国际交流中心
※中心休馆日：周一、节日，如
023-647-2275
周一与节日重合则次日休馆，12
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英语
・汉语
・韩语、朝鲜语
・塔加洛语(需预约)
・葡萄牙语(需预约)
・印尼语(需预约)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magatayamagata.lg.jp/shimin/sub10/sodan/c4976pd1121100044.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外国人咨询窗口
专门咨询

山形县山形市城南町1-1-1 霞城 每月第1、3个周三
Central 2楼
11:00～15:00
山形市国际交流中心
023-647-2275

・英语
・汉语
・韩语、朝鲜语
・塔加洛语(需预约)
・葡萄牙语(需预约)
・印尼语(需预约)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magatayamagata.lg.jp/shimin/sub10/sodan/c4976pd1121100044.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米泽市国际交流协会

山形县米泽市金池3丁目1番14号 周一至周六
置赐综合文化中心1楼
10:00～17:00(12:00～13:00除
0238(33)9146
外)

・英语
・汉语
*关于其他语言，委托口译志愿者

・详情请查阅YIRA主页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设有中国人咨询专线

鹤冈市
出羽庄内国际村
咨询窗口

山形县鹤冈市伊势原町8-32
0235-25-3600(总机)
090-9638-5600(英语)
090-9638-5621(汉语)
090-3645-9627(韩语·朝鲜语)

・英语、汉语、韩语・朝鲜语
・详情请查阅https://www.dewakoku.or.jp/关于国际村/财团事业/
※关于其他语言，也有可能应对。 多文化共生事业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支持24小时手机应对）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周二至周日
8:30～17:15
关于英语、汉语、韩语·朝鲜
语，除接受来访咨询外，还提供
24小时手机应对。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茨
城

外国人咨询中心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茨城县水户市千波町后川745 县 周一至周五
民文化中心分馆2楼((公财)茨城 8:30～17:00
县国际交流协会内)
(12:00～13:00除外)
029-244-3811

应对语言

其他

・英语、日语
・汉语、葡萄牙语、泰语、塔加洛
语、西班牙语、韩语、印尼语、越
南语(依日程而异)
※上述语言均由咨询员应对。
※其他语言使用翻译软件等进行应
对。

・详情请查阅http://www.ia-ibaraki.or.jp/
・电话、面谈等，敬请使用您方便的方式进行咨询。（咨询免费，
严格保密）
・每月2次实施免费律师咨询。（需事先预约）

※也有可能不在岗，请事先致电联系。

神栖市企画部政策企画 茨城县神栖市沟口4991番地5
课
0299-90-1120

周一
9:00～16:00
※节日除外

英语

筑波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茨城县筑波市研究学园1-1-1 5
楼 国际交流室内
029-883-1313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12:00～13:00除
外)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越南
・日语、英语与汉语以外的语言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视频电话口译。
语、塔加洛语、泰语、葡萄牙语、 ・电话咨询仅限日语、英语与汉语。
西班牙语、法语、俄语

筑波市国际交流协会

茨城县筑波市吾妻1-10-1
筑波创新广场内
029-868-7700

每周三
10:00～13:00

・英语
・汉语
・简单日语

・详情请查阅https://www.inter.or.jp/
・也可以电话咨询。

神栖市国际交流协会

茨城县神栖市砂山15
070-3923-5936

周二至周五
9:00～16:00
※节日除外

英语

※也有可能不在岗，请事先致电联系。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茨城县水户市备前町6-59
029-221-1800

周二至周日
・英语
9:00～21:00(中心休馆日除外。) ・汉语(需电话预约)

东海村姐妹都市交流会 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东海三丁目 周一至周六
馆
6番7号
9:00～17:00
029-282-0535

・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s://mitoic.or.jp/jp/
・下午17:15之后及周六、周日的咨询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来访咨询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茨
城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茨城县那珂市福田1819-5 那珂
市政府2楼市民协动课内
029-298-1111(内264)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2:00～13:00除外)

・英语

・详情请查阅
http://ieanaka.jp/page/page000017.html

笠间市政府市民活动课 茨城县笠间市中央三丁目
2番1号
0296-77-110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
・韩语

一般社团法人
笠间市国际交流协会

每月第1、2、3个周六
10:00～11:30(日语教室)
11:30～12:00(咨询)

・英语
・汉语
・德语
・法语
・其他

国际交流沙龙

笠间市地域交流中心Tomobe
“Tomoa”
茨城县笠间市友部站前1番10号

・详情请查阅
https://jajp.facebook.com/pages/category/Organization/%E4%B8%80%E8%8
8%AC%E7%A4%BE%E5%9B%A3%E6%B3%95%E4%BA%BA%E7%AC%A0%E9%96%93%E5%B8%82%E5%9B%BD%E9%9A%9B%E4%BA%A4%E6%
B5%81%E5%8D%94%E4%BC%9A-Kasama-International-SharingAssociation-476974468990196/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栃
木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栃木外国人咨询支持中 栃木县宇都宫市本町9-14
心
028-627-3399

所在地

周二至周六
9:00～16:00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详情请查阅http://tia21.or.jp/
语
・来访咨询无需预约
※其他语言请垂询
・可通过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咨询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广场 028-632-2834
外国人咨询窗口
场所：市政府2楼

・周四
9:00～12:00、14:00～17:00
・第2个周四
9:00～12:00、14:00～17:00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9:00～12:00 汉语
14:00～17:00 英语、泰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ucia.or.jp/general_advice.h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受理截至结束前30分钟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广场 场所：宇都宫表参道广场
外国人咨询窗口
宇都宫市国际交流广场
028-616-1564

・周一、周二、周三、周五
15:00～18:00
・第4个周日 (预约制)
15:00～18:00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泰
语、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ucia.or.jp/general_advice.h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第4个周日的咨询需预约
※受理截至结束前30分钟

那须盐原市
外国人生活咨询窗口

栃木县那须盐原市ATAGO町2番3
号(那须盐原市西那须野厅舍1
楼)
0287-62-7324(那须盐原市秘书
课都市交流系)
小山市多文化共生综合 栃木县小山市中央町1-1-1 1楼
支援中心
0285-22-9439

周五
・英语
9:00～16:00(12:00～13:00除外)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
・无需电话预约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可应对语言依日程而异。
关于其他语言，有可能采用翻译机
进行应对。

小山市外国人交流育儿 栃木县小山市神鸟谷931-3 2楼
沙龙
0285-23-1042
(每周有一天在小山市多文化共
生综合支援中心出差)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栃木县真冈市政府市民 栃木县真冈市荒町5191番地 1F
生活部市民生活课 国 0285-83-8719
际交流系

周一至周五
8:30～17:00(英语、塔加洛语到
16:00)(12:00～13:00除外)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周一到周
五)
・英语、塔加洛语(周一)

・详情请查阅http://www.city.moka.lg.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日光市政府本厅舍
（市民课窗口）

每月第3个周二
14:00～17:00(节日除外)

・英语
・详情请电话垂询
※关于其他语言，需要有日语或英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语口译人员陪同。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栃木县日光市
今市本町1番地
0288-22-1111

其他

・仅限来访及电话咨询
※不设有直通电话，从秘书课转接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栃
木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足利市市民课
(在市政府窗口办理口
译、生活、行政手续
等)

栃木县足利市本城三丁目2145
0284-20-2102

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英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足利市国际交流协会
(生活)

栃木县足利市相生町1-1
生涯学习中心2楼
0284-43-2412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汉语
・韩语

周一至周五
8:30～17:00

日语
※我们会为不能用日语对话的人士
委托口译，因此请在希望咨询日的
10天前到访交通生活课。

佐野市交通生活课
佐野市交通生活课
“外国人各种困扰的咨 生活安全系
询”
0283-20-3014
(生活、消费生活、行
政手续等)
栃木市国际交流协会

栃木县栃木市入舟町15-5（栃木 周一至周五
市政府入舟厅舍内）
9:00～17:00
0282-25-3792

其他

・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详情请查阅http://tic-tochigi.jp
语
等68种语言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群
马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伊势崎市外国人咨询窗 群马县伊势崎市今泉町二丁目
口
410番地
0270-24-5111

周一至周五
・英语(口译员)
9:00～17:00(12:00～13:00除外) ・葡萄牙语(口译员)
・西班牙语(口译员)
・塔加洛语(口译员)
・其他语言(翻译机)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isesaki.lg.jp

前桥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周一
13:00～17:00
・周四
9:00～13:00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maebashi.gunma.jp/kurashi_tetsuzuki/2/5/1
0764.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原则上仅限英语。）

群马县前桥市大手町2-12-1 前
桥市政府2楼
027-898-6516

・周一至周五（仅英语）
9:00～17:00(周一、周四以外
12:00～13:00除外)

・英语
・汉语(周一、周四)
・葡萄牙语(周一、周四)
・西班牙语(周一、周四)
・越南语(周一、周四)

大泉町多文化共生交流 群马县邑乐郡大泉町吉田2011-1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口译常驻)
・详情请查阅www.oizumi-tabunka.jp
中心
0276-62-6066
8:30～18:30
・关于其他语言，也有可使用翻译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及 机进行应对的情形。
・仅限葡萄牙语可电话咨询
节日除外)
大泉町役场多文化协动 群马县邑乐郡大泉町日之出55-1 周一至周五
课
0276-63-3111(内线262)
8:30～17:15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及
节日除外)

・葡萄牙语(每日13:00～17:00，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口译常驻)
・仅限葡萄牙语可电话咨询
・关于其他语言，也有可使用翻译
机进行应对的情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群
马

所在地

太田市外国人市民咨询 群马县太田市浜町2-35
窗口一站式中心
0276-47-1111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
(9:00～11:30)
・周二、周四、周五
(13:00～16:00)

葡萄牙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周一、周二、周五
(13:00～16:00)

西班牙语

周二、周五
(13:00～16:00)

汉语

第1、第3个周四
(13:00～16:00)

英语

周一至周五
塔加洛语、越南语、尼泊尔语、韩 通过语音翻译进行引导
9:00～17:00(12:00～13:00除外) 语、印尼语、印地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涉川市
外国人生活咨询

群马县涉川市石原80番地
0279-22-2111

每周四(节日除外)
13:00～15:00

・英语
・意大利语
・罗马尼亚语
・日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shibukawa.lg.jp/shisei/annai/muryousoudan/
p002866.html

桐生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群马县桐生市织姫町1-1
0277-46-111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节日除外

英语

可电话咨询

每周五
11:00～15:00
※节日除外

西班牙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埼
玉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英语
・汉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韩语、朝鲜语
・塔加洛语
・泰语
・越南语
・印尼语
・尼泊尔语
・简单日语
9:00～14:30(12:30～13:00除外) ・英语(周三)
※受理截至14:00。

其他

埼玉外国人综合咨询中 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北浦和5-6- 周一至周五(节日及12月29日至1
心
5
月3日除外)
埼玉县浦和合同厅舍3楼
9:00～16:00
048-833-3296

・详情请查阅http://sia1.jp/foreign/advice/
・来访咨询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实施法律、劳务、出入境管理及福祉相关的专门咨询

（公社）埼玉观光国际 埼玉市浦和区高砂町11-1 国际
协会 国际交流中心
交流中心(Comunale9楼)
多语言生活咨询
048-887-1506

详情请查阅https://www.stib.jp/kokusai/consult.sh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9:00～15:00(12:00～13:00除外) 汉语(周二)
※受理截至14:00
韩语・朝鲜语(周四)
【户田市国际交流协
会】
面向外国人居民的法律
咨询

埼玉县户田市新曾南3-1-5
新曾南厅舍(户田市新曾南多世
代交流馆 SakuraPal)2楼
048-434-5690

每月第2个周三
每日3次
14:00～/15:00～/16:00～

・英语
・汉语
※其他语言敬请垂询｡

【户田市国际交流协
会】
外国人各种困扰、生活
咨询窗口

埼玉县户田市新曾南3-1-5
新曾南厅舍(户田市新曾南多世
代交流馆 SakuraPal)2楼
048-434-5690

周二至周日
8:45～17:30

・英语
・汉语
※其他语言敬请垂询｡

详情请查阅以下网站
【日语】http://www.toda-tifa.jp/img/2019houritusoudan2.png
【英语】http://www.toda-tifa.jp/img/houritusoudanE.png
【汉语】http://www.toda-tifa.jp/img/houritruC2.png
【韩语】http://www.toda-tifa.jp/img/houritruH1.png
详情敬请联系。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埼
玉

所在地

所泽市
埼玉县所泽市并木1-1-1
市民咨询（外国人生活 04-2998-9092
咨询）

川口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四(第1、2、3、4)
13:00～16:00

・汉语(第1、3个周四)
・英语(第2、4个周四)

・面向市民开展的咨询事业的一环
・对生活上所抱持问题和困扰提供建议，对办理各种手续等的相关
部署和外部机构提供引导
・咨询均采用面谈方式，不受理电话咨询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tokorozawa.saitama.jp/kurashi/soudan/shimi
nsoudan/gaikokujinseikatusoudan.html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kawaguchi.lg.jp/soshiki/01060/020/4/3584.
html

埼玉县川口市川口1-1-1 CUPO· 周二至周六
①国际交流员（汉语、英语）
LA M4楼 川口市民Partner
9:30～17:45(12:00～13:00除外)
周二到周六 10:00～17:00
Station内
（12:00～13:00除外）
(协动推进课多文化共生系)
②外国人咨询员（韩语）
048-227-7607
周三 10:00～17:00（12:00
～13:00除外）
③外国人咨询员（英语）
周五10:00～17:00（12:00～
13:00除外）
④外国人咨询员（越南语）
第2、第4个周四 10:00～
17:00（12:00～13:00除外）

・来访咨询无需预约。
・电话咨询，仅限汉语、英语、韩语、越南语，国际交流员和外国
人咨询员在岗时可以应对（※国际交流员和外国人咨询员不在岗
时，采用电话口译进行应对。）。
・不受理电子邮件咨询。

・尼泊尔语、印尼语、塔加洛语、
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采用电
话口译进行应对。
川口市
外国人咨询
本厅舍办事窗口

埼玉县川口市青木2-1-1
川口市政府本厅舍1楼市民课前
048-227-7607(协动推进课多文
化共生系)

周四
10:00～16:00(12:00～13:00除
外)

・汉语、英语、土耳其语采用国际 ・详情请查阅
交流员和外国人咨询员进行应对。 https://www.city.kawaguchi.lg.jp/soshiki/01060/020/4/3584.
html
・韩语、越南语、尼泊尔语、印尼
语、塔加洛语、泰语、葡萄牙语、 ・仅限来访咨询。无需预约。
西班牙语采用电话口译进行应对。 ・不受理电话和电子邮件咨询。

岚山国际交流协会

埼玉县比企郡岚山町
菅谷

请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mcc.mbsrv.net/ria/index.html
※您预约后，为您推荐可以应对的 ・请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翻译
mcc@po.kumagaya.or.jp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埼
玉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入间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埼玉县入间市丰冈1-16-1
入间市政府 2楼自治文化课内
04-2964-1111

所在地

周二、周三、(第1个)周四
9:00～12:00

・英语(周二)
・西班牙语(周三)
・汉语(第1个周四)

无需预约

上尾市
外国人市民咨询窗口
你好窗口

埼玉县上尾市本町3-1-1
上尾市政府
048-775-5111(总机)

・每月第1、2、3、5个周一(节日
除外)
・每月第4个周六(节日与闭馆日
除外)
9:00～16:00(12:00～13:00除外)

・英语(9:00～12:00)
・西班牙语(9:00～16:00)
・汉语(13:00～16:00)
・葡萄牙语(13:00～16:00)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ageo.lg.jp/page/4-hc.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周一在市政府第三别馆1楼
・周六在市政府本厅舍501会议室

饭能市
外国人咨询

埼玉县饭能市双柳1-1

・第1、3个周四 9:00～12:00
・英语(第1、3个周四)
(英语)
・西班牙语(第4个周四)
・第4个周四 9:00～12:00 (西班
牙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除外

草加市国际咨询角

埼玉县草加市高砂1-1-1 草加市 ・周一、周三、周五
政府本厅舍西栋2楼
9:00～17:00
048-922-2970
・周二、周四为预约制

・英语(周一、周三、周五)
・汉语(周三(下午)、周五)
・西班牙语、韩语、泰语、法语
(需预约)

・详情请查阅饭能市主页https://www.city.hanno.lg.jp/top
・需预约

・主页URL：
http://www.city.soka.saitama.jp/cont/s1402/010/020/030/01.
html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千
叶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千叶县
外国人电话咨询

千叶市美浜区中濑2-6WBG
MARIVE EAST 14楼
043-297-2966

周一至周五
・英语
9:00～16:00(12:00～13:00除外) ・汉语(周二上午)
・西班牙语(周一、周三)

https://www.pref.chiba.lg.jp/kokusai/soudan/gaikokujin/tel
ephone.html
・也可以来访咨询

船桥市
外国人综合咨询窗口

千叶县船桥市湊町2-10-25
050-3101-3495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也可以来访咨询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funabashi-multilingual.info/

【松户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千叶县松户市根本387番地之5
①周一至周五
本馆2楼
10:00～16:00
047-366-1162(仅限日语)
047-366-9151(汉语、日语对
应： 周一、周二、周三10:00～
13:00，周四、周五13:00～
16:00 / 英语、日语对应： 周
一、周二、周三13:00～16:00，
周四、周五10:00～13:00)
②第1至第4个周二
9:00～12:00
第4个周五
13:00～16:00

市原市
市原市五井中央西1丁目1番地25 第1、第3个周五
外国人各种困扰的咨询 SUNPLAZA 市原2楼五井支所内
13:00～16:00
（西班牙语、葡萄牙
0436-24-3934
第2、第4个周四
语）
9:00～12:00

应对语言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
越南语、尼泊尔语、印尼语、菲律
宾语、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印地语

其他

①由咨询员进行应对
无需预约。也可以电话咨询。
・汉语：周一、周二、周三10:00 https://www.city.matsudo.chiba.jp/shiminnokoe/soudan/kouch
～13:00，周四、周五13:00～
ou_gaikokujin.html
16:00
・英语：周一、周二、周三13:00
～16:00，周四、周五10:00～
13:00
・其他语言采用多语言平板电脑进
行应对
②由咨询员进行应对
・第1、3个周二(英语、汉语)
・第2个周二(西班牙语)
・第2、4个周二(塔加洛语)
・第4个周五(越南语)

无需预约。
https://www.city.matsudo.chiba.jp/shiminnokoe/soudan/kouch
ou_gaikokujin.html

西班牙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ichihara.chiba.jp/multilingual/sodan.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葡萄牙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千
叶

所在地

鸭川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千叶县鸭川市横渚1450
04-7093-5931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五
8:30～16:30

・简单日语
・汉语
・英语
・塔加洛语
・越南语
・韩语
・泰语
・西班牙语
・乌尔都语
・法语
・匈牙利语
・俄语
・波斯语
・马来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德语
・英语(周日到周三、周五、周六)
・汉语(周二)
・韩语(周四)
・塔加洛语(周五)
※西班牙语也有可能应对｡

来访应对。
电话和电子邮件咨询，
仅限简单日语和英语。

镰谷市多文化共生推进 千叶县镰谷市富冈1-1-3(KIRARI 周日至周六
中心
镰谷市民会馆内)
9:00～22:00
※职员9:00～16:00在岗

白井市外国人咨询

千叶县白井市复1123
047ｰ401ｰ8607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富里市外国人支援窗口 千叶县富里市七荣652-1
周一、周五(市政府开厅日)
富里市总务部企画课企画统计班 9:00～12:00
内
0476-93-1118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kamagaya.chiba.jp/sisetsu/kirarishiminkaika/kamagaya_world-pla.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英语
需预约
※关于其他语言，会尽可能进行应
对。
・仅限英语

无需事先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千
叶

千叶市国际交流广场
（千叶市国际交流协
会）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千叶市中央区千叶港2-1
千叶中央交流中心2楼
043-245-5750

・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周六
9:00～17:00

・英语
周一到周六 9:30～16:30
・汉语
周一、周四 15:00～19:30
周二、周三 9:00～19:30
周五 9:00～15:30
・韩语
周一、周四、周六 9:00～15:30
・西班牙语
周二、周四 10:00～16:30
周六 9:30～16:00
・越南语
周三、周五、周六 9:30～16:00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cia-chiba.or.jp/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ccia@ccia-chiba.or.jp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浦安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千叶县浦安市猫实
1-1-1
浦安市政府3楼
地域振兴课内
047-712-6910

东金市政府
外国人咨询窗口

千叶县东金市东岩崎1-1
0475-50-1114

2楼

周一至周五
10:00～16:00(12:00～13:00除
外)

・英语
・波兰语、俄语、法语(周一、周
二)
・西班牙语(周三、周四)
・汉语(周五)

・可来访或电话咨询
（无需预约）

周一至周五
8:30～17:15（12:00～13:00除
外）

・英语
・汉语
・韩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越南语（9:00～）
・泰语（10:00～）
・菲律宾语（10:00～）
・法语（10:00～）
・尼泊尔语（10:00～）
・印地语（10:00～）
・俄语（10:00～）
・印尼语（周一、周五的9:00～
17:00）

・可来访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千
叶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流山市国际理解支持中 千叶县流山市江户川台东1-4
心

周一、周三、周五(节日、12月29 英语
日至1月3日除外)
10:00～16:00(12:00～13:00除外)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市川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10:00～17:00(周一、周三、周
四)
13:00～17:00(周二、周五)

英语

・可来访或电话咨询。

10:00～17:00(周一、周三)

汉语

千叶县市川市南八幡2-20-2(临
时本厅舍)
047-712-8675

10:00～17:00(第1、3、5个周四) 西班牙语
千叶县市川市末广1-1-31(行德
支所)
047-712-8675

10:00～17:00(周一、周二、周
四、周五)
10:00～20:00(周三)

英语

15:00～20:00(周三)
10:00～17:00(第2、4个周四)

西班牙语

八千代市多文化交流中 千叶县八千代市村上团地
心
2-9-103
047-487-6310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口译13:00～16:00)

・英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佐仓国际交流基金

周一至周五
・英语
10:00～16:00(12:00～13:00、节 ・汉语
日除外)
・西班牙语

千叶县佐仓市镝木町198番地
2(Rainbow Plaza佐仓2楼)
043-484-6326

・详情请查阅八千代市主页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详情请查阅http://www.sief.jp/42/42-top.html
・面谈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info@sief.jp）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千
叶

应对语言

其他

我孙子市国际交流协会 千叶县我孙子市我孙子4丁目11- 周五至周三(节日除外)
（AIRA）
1 ABIKO SHOPPING PLAZA 3楼
10:00～17:00(12:00～13:00除
我孙子市民广场内
外)
04-7183-1231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英语
・汉语
・西班牙语
・泰语
・韩语
・法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e-aira.jp/index.php/ja/

成田市
外国人咨询

千叶县成田市花崎町760
0476-20-1507

每月第2、第4个周五
13:00～16:00

・英语
・葡萄牙语
・汉语
・西班牙语

・无需预约。
・仅限来访咨询。
・仅限市内居民。

印西市
外国人免费咨询

千叶县印西市大森2364-2
0476-33-4068

每月第2个周五
9:00～16:00

・英语

・需预约

君津市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人咨询窗口

千叶县君津市久保2-11-21
0439-54-9877

【预约受理】
每周二、周四、周五(节日、12月
28日至次年1月3日除外)
9:00～16:00

・英语
・汉语
・韩语
・塔加洛语

・详情请查阅 http://kies.jp/planning/consultation/。
・来访咨询需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预约。
・电子邮件咨询随时受理。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东
京

应对语言

其他

东京都青年综合咨询中 东京都新宿区
·电话咨询(仅限日语)
心“青年导航α”
※详细地址在预约来访咨询时告 周一至周六
知。
11:00～20:00
03-3267-0808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除外｡
·电子邮件咨询(24小时受理)
※回信可能需要花费10天左右时
间。
·来访咨询
※完全预约制
外国人咨询窗口
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1-4-1
周一至周五
新宿区政府本厅舍1楼
9:30～12:00
英：03-5272-5060
13:00～17:00
中：03-5272-5070
韩：03-5272-5080

电子邮件咨询和来访咨询，除日语
外还受理以下语言的咨询。
・英语
・汉语
・韩语、朝鲜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akanavi-tokyo.metro.tokyo.lg.jp/
・电话咨询仅限日语。
・电子邮件咨询和来访咨询，可受理外语咨询。
・希望来访咨询者，请事先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咨询。

○咨询员
・英语
・汉语
・韩语
○视频口译系统(参照以下网站)

・详情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www.foreign.city.shinjuku.lg.jp/jp/sodan/sodan_1/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新宿多文化共生广场
外国人咨询角

○咨询员
・英语(周三※第2、第4个周三除
外、周五※仅第3个周五)
・汉语(周二、周四)
・韩语(周一※仅下午、周五)
・泰语(周二)
・尼泊尔语(周二)
・缅甸语(周四)
○视频口译系统(参照以下网站)
○8:30～17:15
英语、汉语、韩语、西班牙语、葡
萄牙语
○9:00～17:15
泰语、俄语、越南语
○10:00～17:15
法语、塔加洛语、尼泊尔语、印地
语
○10:00～17:00
缅甸语(仅周四、12:00～13:00除
外)、印尼语(仅周一、周五)

・详情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www.foreign.city.shinjuku.lg.jp/jp/sodan/sodan_1/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新宿区
视频口译系统

所在地

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2-44-1
Hygeia 11楼
03-5291-5171

开设日期时间

周一至周五
10:00～12:00
13:00～17:00

周一至周五

・详情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www.foreign.city.shinjuku.lg.jp/jp/benri/benri_23/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东
京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杉并区
外国人咨询

杉并区政府
东栋1楼区政咨询课12番窗口
东京都杉并区阿佐谷南1-15-1
电话 03-3312-2111

周二、周四
(9:00～12:00 13:00～16:00)

・英语(每周二 上午 / 每周四 下
午)
・汉语(每周二 下午 / 每周四 上
午)
*12月29日到1月3日（原则上）除
外，节日除外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suginami.tokyo.jp/guide/soudan/kuminsouda
n/1005371.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杉并区
外国人支持平台

杉并区政府
东栋1楼区政咨询课12番窗口
东京都杉并区阿佐谷南1-15-1
电话 03-3312-2111

周一、周五
(9:00～16:00 13:00～16:00)
第1、3个周三
(9:00～12:00)

・英语(每周一 下午 / 每周五 上
午)
汉语(每周一 上午 / 第1、3、5个
周五 下午)
・韩语朝鲜语(第2、4个周五 下
午)
・尼泊尔语(第1、3个周三 上午)
*12月29日到1月3日（原则上）除
外，节日除外

・详情请查阅https://suginami-kouryu.org/greeting.html#2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外国人支持平台”由杉并区交流协会（东京都杉并区阿佐谷南
1-14-2 MINAMI阿佐谷大厦5楼 03-5378-8833）提供服务

江东区外国人咨询

东京都江东区东阳4-11-28
03-3647-2364

每周四
13:00～16:00

汉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koto.lg.jp/101032/kurashi/komyunitei/koku
sai/seikatsu/63.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江户川区
外国人咨询

东京都江户川区松岛1-38-1
每周一(节日除外)
GREEN PALACE 2楼 区民咨询室 13:00～16:00
03-5662-7684

・英语
・汉语

・区主页
https://www.city.edogawa.tokyo.jp/e009/kurashi/sodanannai/
gaikokujin.h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练马区
外国语咨询

东京都练马区丰玉北6-12-1
(练马区政府本厅舍9楼)
03-5984-4333

周一至周五
13:00～17:00
(节假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除外)

・英语
・汉语
・韩语(周五)
・塔加洛语(周一)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nerima.tokyo.jp/kurashi/kokusai/gaikokugo
soudan.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练马区
东京都练马区光之丘3-1-1
文化交流广场・信息角 (与儿童发达支援中心并设，文
化交流广场在设施3楼)
03-3975-1252

每日开馆，12月29日至1月3日
（原则上）等设施休馆日除外
・平日：10:00～13:00
・周六、周日、节日：13:00～
16:00

・英语(周二、周四、周六)
・汉语(周三、周五、周日)
・韩语(周一)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需预约)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nerima.tokyo.jp/kurashi/kokusai/jouhoukou
na.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品川区
外国人生活咨询

・第2、4个周二
・英语(第2・4个周二)
・第2、4个周四
・汉语(第2・4个周四)
9:00～17:00(12:00～13:00除外)
※受理截至16:30

品川区政府第3厅舍3楼
区民咨询室
03-3777-2000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东
京

所在地

北区
东京都北区王子本町1-15-22
区民咨询室（外国人咨 03-3908-1101
询）

港区外国人咨询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英语：每月第2个周二
13:00～16:00
・汉语：每周二
13:00～16:00

・英语：第2周二
13:00～16:00
・汉语：周二
13:00～16:00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kita.tokyo.jp/koho/kuse/koho/kocho/sodan.h
tml
・需致电或在窗口预约（如果有空位，当天也可咨询）。

・英语
・汉语、韩文、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泰语、
俄语、塔加洛语、尼泊尔语、越南
语。印尼语
（采用视频电话口译进行应对）
・英语
・汉语(周三、周五)
・韩语(每月2次)
・西班牙语(周一、周二)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minato.tokyo.jp/kokusaika/gaikokujinsouda
n.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咨询（英语、日语）
・英语以外的语言采用视频电话口译进行应对
・也可以电话咨询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nishitokyo.lg.jp/siseizyoho/multiculture/
ntokyotabunkakyouseicenter.html

・英语(周一、周三、周四、周五)
・汉语(周一到周五)
・韩语、朝鲜语(周一、周二、周
三、周五)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higashimurayama.tokyo.jp/shisei/kokusai/ta
bunka/soudan.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东京都港区区芝公园1－5－25
周一至周五
3楼 304窗口 地域振兴国际化 9:00～17:00（12:00～13:00除
推进系
外）
03－3578-2524/2046

西东京市多文化共生中 东京都西东京市南町5-6-18 ING 周一至周五
心
大厦1楼
10:00～16:00(12:00～13:00除
042-461-0381
外)
东村山市 市民部
市民咨询・交流课
多文化共生系

东京都东村山市本町1-2-3
042-393-5111(总机)

周一至周五
9:00～16:00(12:00～13:00除外)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除外

国际都市大田协会多语 东京都大田区蒲田5-13-26 消费 周一至周五
言咨询窗口
者生活中心 1楼
10:00～17:00
03-6424-8822
※第1、第3个周日的13:00～
17:00开设事前预约制的专门咨询
(由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英语(周一、周二、周三、周五) ・详情请查阅https://www.ota-goca.or.jp/consultation/
・汉语(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塔加洛语(周一、周五)
・也可以电话咨询
・尼泊尔语(周三)
・越南语(周四)
・第1、第3个周日的13:00～17:00可通过事前预约提供律师咨询。
※除上述语言，还可应对其他语
言。敬请垂询。

八王子市在住外国人支 东京都八王子市旭町9-1
持平台
八王子SQUARE大厦11楼
042-642-7091

周一至周六
10:00～17:00
※节假日、12月29日至1月3日
（原则上）除外

・英语(每天）
・市主页
※还可应对汉语、西班牙语等23个 https://www.city.hachioji.tokyo.jp/kurashi/shimin/004/004/
国家的语言。详情请垂询。
gaikokujinnosoudan/p021016.html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神
奈
川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多种语言支援中心神奈 神奈川县横浜市神奈川区鹤屋町 周一至周五
・英语(周二、周三)
川
2-24-2 神奈川县民中心13楼
9:00～17:15(12:00～13:00除外) ・汉语(周一、周四)
045-316-2770
・塔加洛语(周一、周二)
・越南语(周四、周五)
・西班牙语(周三、周五)
・简单日语(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周五)

・详情请查阅http://www.kifjp.org/kmlc
・来访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电话咨询

YOKE信息・咨询角

平塚市
外国籍市民咨询窗口

厚木市
综合咨询角

神奈川县横浜市西区港未来1-11 PACIFICO横浜 横浜国际协力
中心5楼
045-222-1209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11:30～12:30除
外)
・第2、4个周六
10:00～13:00
神奈川县平塚市浅间町9-1
周二及周三
平塚市政府本馆7楼 文化·交流 9:00～16:00(12:00～13:00除外)
课
※上午的受理截至11:30，下午的
0463-25-2520
受理截至15:30

・英语
・汉语(周一到周五、第2个周六)
・西班牙语(周一到周五、第4个周
六)

・详情请查阅https://www.yokeweb.com/sodan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西班牙语(周二)
・葡萄牙语(周三)

・平塚市主页上也刊登有信息
http://www.city.hiratsuka.kanagawa.jp/koryu/pagec_00215.html
・事前无需预约
・仅受理来访咨询
・不受理电话、电子邮件咨询

神奈川县厚木市中町
3丁目17番17号
厚木市政府本厅舍1楼
综合咨询角
046-225-2100

①多语言翻译机
74种语言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atsugi.kanagawa.jp/

②口译志愿者
西班牙语

③外国人咨询员仅在当日上午8点30分开始于会场受理咨询（先到6
名左右）

①多语言翻译机
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3:00～17:15
②口译志愿者
每周一
14:00～16:00
③外国人咨询员
每周四
13:00～16:00

③外国人咨询员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神
奈
川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川崎市多文化共生综合 川崎市中原区木月祗园町
咨询一站式中心
2番2号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内
044-455-8811(咨询专线)
044-435-7000

所在地

周一至周六
10:00～16:00(12:00～13:00除
外)

・简单日语(周一到周六)
・英语(周一到周六)
・汉语(周二、周三、周五)
・韩语、朝鲜语(周二、周四)
・西班牙语(周二、周三)
・葡萄牙语(周二、周五)
・塔加洛语(周二、周三)
・越南语(周二、周五）
・泰语(周一、周二)
・印尼语(周二、周三)
・尼泊尔语(周二、周六)

・详情请查阅http://www.kian.or.jp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及设施维护日，咨询窗口也休息。

秦野市政府综合窗口

周二至周五
9:00～16:00（12:00～13:00除
外）
※周五为9:00～12:00

・英语（周三、周四）
・西班牙语（周三、周四）
・葡萄牙语（周二）
・汉语（周五）
・越南语（周五）

・详情请查阅http://www.city.hadano.kanagawa.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神奈川县秦野市樱町一丁目3番2
号秦野市政府本厅舍1楼综合窗
口内
0463ｰ82－5111（总机）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新
潟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外国人咨询中心新潟

新潟市中央区万代岛5-1万代岛
大厦2楼
025ｰ241ｰ1881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咨询受理截至
16:30）

口译员应对
・英语（周一、周四、周五）
・汉语（周三）
・菲律宾语（周一）
・泰语（周二）
・越南语（周二）
・西班牙语（周四）
・葡萄牙语（周四）
翻译机应对
・韩语、尼泊尔语、印尼语、其他
语言（周一到周五）

・详情请查阅http://www.niigataia.or.jp/jp/ct/003_zaiken_sup/001_seikatu_soudan/002_souda
n_center.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糸鱼川市
外国人生活咨询室

新潟县糸鱼川市寺町4-31(Beach Hall Magatama)
025-552-1511(糸鱼川市政府环
境生活课市民生活系)

第1个周五、第3个周五
10:00～12:00

关于可应对语言，敬请垂询。

详情请联系糸鱼川市政府环境生活课市民生活系（025-5521511）。

加茂市
外国人咨询

新潟县加茂市幸町2丁目3番5号
加茂市政府1楼市民课
0256-52-0080
内线111,112,114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2:00～13:00除外)

・英语
・俄语

无需预约
直接前往市民课

长冈市国际交流中心
“地球广场”

940-0062
新潟县长冈市大手通2-2-6
长冈市民中心1楼
0258-39-2714

・周一至周五
8:30～19:00
・周六、周日、节日
9:00至18:30

・英语(每日)
・汉语(每日)
・越南语(每月第1、第3个周日
10:30～13:30)
※周六日、节日为倒班制，有可能
无法应对所选语言的咨询。
※关于其他语言，可通过多语言翻
译机、口译服务进行应对。

・详情请查阅网站、
Facebook(https://www.city.nagaoka.niigata.jp/kurashi/cate1
3/chikyuhiroba/)
(https://www.facebook.com/nagaoka.chikyu.hiroba/ )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富
山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富山县外国人一站式咨 富山县富山市牛岛新町5-5
询中心
INTEC大楼 4楼
076-441-6330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英语（每日）
・汉语（每日）
・葡萄牙语（每日）
・韩语（周一：13:00～16:00）
・俄语（周二：13:00～16:00）
・泰卢固语（周一：13:00～
16:00）

・详情请查阅
http://www.pref.toyama.jp/sections/1402/onestop/
・可来访或电话咨询。

富山市外国人一站式咨 富山市新富町1-2-3
询窗口
CiC大厦3楼
076-443-2040

10:00～21:00
英语、汉语、韩语、葡萄牙语、德 ・详情请查阅https://www.tca‐toyama.jp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及 语、法语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咨询
CiC大厦休馆日除外)
*关于其他语言，通过翻译机有可
能应对。

高冈市
外国人咨询角

周一至周五
13:00～17:15

富山县高冈市广小路7-50
高冈市政府1楼大堂

・葡萄牙语（每日）
・仅接受来访咨询
・英语（每日）
・西班牙语（每日）
・汉语（周三 14:00～16:00）
※其他语言采用语音翻译设备进行
应对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石
川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公财）石川县国际交 石川县金泽市本町1丁目5番3号
流协会
Rifare 3楼
076-222-5950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汉语、韩语、葡萄牙语、俄 ・英语、汉语、韩语、葡萄牙语、俄语采用母语者进行应对（有可
语等31种语言
能不在岗）
・上述以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应对

小松市
外国人支持平台

石川县小松市小马出町91
小松市政府1楼市民服务课
0761-24-8231

周一至周五(1月1日至3日、12月 ・葡萄牙语(口译1名常驻)
29日至31日、节日除外)
・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葡
8:30～17:00(12:00～13:00除外) 萄牙语、西班牙语、泰语(视频电
话口译服务)

・是关于行政手续的咨询窗口
・可电话咨询
・如欲指定咨询时间，请联系国际交流员（观光文化课0761-248076）※可应对葡萄牙语、英语

小松市国际交流协会

石川县小松市小寺町乙80-1 小
松城市建设交流中心内
0761-21-2226

周一至周五、周日(12月29日至1
月3日（原则上）、节日除外)
9:00～14:00

・葡萄牙语(巴西人咨询员)
※关于其他语言也有可能应对

・是关于生活各个方面的咨询窗口
・根据需要，将与市合作应对
・可电话咨询
・关于咨询时间的预约，敬请事先联系
・预定于2019年度内开设“生活咨询中心”

能美市政府
石川县能美市来丸町
市民生活部 市民窗口 1110番地
课
0761-58-2213

周一至周五(平日)
8:30～17:15

视频电话口译服务(12种语言)

・详情请查阅http://www.city.nomi.ishikawa.jp/

内滩町役场 住民课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采用翻译软件进行多语言应对

・可通过来访、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来访时无需电话预约。

石川县河北郡内滩町字大学1丁
目2番地1

其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福
井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福井外国人咨询中心
邮编910-0004福井县福井市宝永 ・周三、周五、周六、周日、第2 【咨询员或口译】
（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 3丁目1-1
个周一：9:00～18:00
・英语
信息・咨询角）
0776-28-8800
・周二、周四：9:00～20:00
・汉语(周二、周三上午、周五、
周六、每月1次在周四、周日也可
※休所日：周一(第2个周一除
应对)
外)、国民节假日、12月29日至1 ・葡萄牙语(周五、周六)
月3日
・越南语(周六、周日)
【视频电话及三方通话口译】
英语、汉语、越南语、葡萄牙语、
越南语、韩语、尼泊尔语、塔加洛
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以
上语言每天应对）、俄语、法语
（以上语言仅平日应对）、印尼语
（周一、周五）

其他
1

入国・在留资格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时间：每月第1个周六 13:00～16:00 需预约（※如逢节日则改
为第2个周六）
2

免费法律咨询会
时间：每月第3个周六13:00～16:00 需预约

3

出差免费法律咨询会
时间：每月1次周日 13:00～16:00 会场：县内各地 需预约，
可当日受理
［应对语言］
咨询员或口译：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等
视频电话口译：英语、汉语、越南语、葡萄牙语、越南语、韩语、
尼泊尔语、塔加洛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
FAX：0776-28-8818
https://www.f-i-a.or.jp/en/plaza/

福井外国人咨询岭南中 邮编914-0063 福井县敦贺市神
心（福井县国际交流岭 乐町2丁目2-4 Aquatom 2楼
南中心）
0770-21-3455

・周二至周六
9:30～18:00(周四到20:00为止)
・第1、3个周日
12:00～18:00

【咨询员】
・英语
【视频电话及三方通话口译】
英语、汉语、越南语、葡萄牙语、
越南语、韩语、尼泊尔语、塔加洛
※休所日：周一、第2、第4、第5 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以
个周日、国民假日、12月29日至1 上语言每天应对）、俄语、法语
月3日
（以上语言仅平日应对）、印尼语
（周一、周五）

1

入国・在留资格免费行政书士咨询会
时间：随时 （需预约）

2

免费法律咨询会
时间：随时 （需预约）

［应对语言］
咨询员或口译：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等
视频电话口译：英语、汉语、越南语、葡萄牙语、越南语、韩语、
尼泊尔语、塔加洛语、泰语、西班牙语、印地语
FAX(0770)21-3441
https://www.f-i-a.or.jp/en/reinan/

越前市多文化共生综合
咨询一站式中心

福井县越前市府中1-13-7
市政府1楼
0778-22-3396

越前 周一至周五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除外）
8:30～17:15

・葡萄牙语（每日）
8:30～17:15
・汉语（每日）
8:30～17:15
・越南语（周一、周四）
9:00～16:45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echizen.lg.jp/office/050/130010/gaikokujin
/onestopcenter.html
・来访咨询可能需要等待，敬请事先电话确认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山
梨

山梨外国人咨询中心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山梨县甲府市饭田二丁目2-3
(山梨县国际交流中心2F)
055-222-3390

周二至周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
除外｡)
9:00～16:00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韩语、西 ・有外籍职员常驻，也会采用平板电话或电话的口译服务。
班牙语、印尼语、尼泊尔语、越南
语、泰语、塔加洛语、日语

其他

南阿尔卑斯市国际交流 山梨县南阿尔卑斯市鲇泽1234番 周一至周五
协会
地1(甲西农村环境改善中心1楼) 8:30～17:15

・英语

甲府市外国人咨询

由懂英语、汉语、韩语的咨询员受 ・也可以电话咨询。
理咨询｡
・不受理电子邮件咨询。
而且在窗口还可通过翻译APP应对
上述以外的语言。

山梨县甲府市丸之1丁目18番1号 每周一至周五
(本厅舍2楼)甲府市政府市民课 9:00～16:00
⑩番窗口
055-237-5359
※根据时间段也有不能应对的情
形｡

・详情请查阅https://minamialpsiea.wixsite.com/officialsite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长
野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多文化共生生活支持

长野县长野市大字南长野幅下
692-2 县厅东厅舍1F
026-235-7186

周一至周五
9:30～17:30

・葡萄牙语
・汉语
・塔加洛语
・泰语
・英语
・日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anpie.or.jp/supporter/index.html

长野市国际交流角

长野县长野市大字南长野新田町
1485-1
Monzen Plaza 3楼
026-223-0053

周一至周六
10:00～18:00
※第1、3个周三、12月29日至1月
3日（原则上）除外

・英语（每日）
・汉语（每日）
・韩语、朝鲜语（第2个周二、
14:00～17:00）
・塔加洛语（第3个周二、14:00～
17:00）
・泰语（第4个周二、14:00～
17:00）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kokusai.sakura.ne.jp/kokusai/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上田市
外国人住民综合案内

长野县上田市大手1-11-16
上田市政府本厅舍
人权男女共生课(分室)
0268-75-2245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汉语
・葡萄牙语
・英语、西班牙语可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ueda.nagano.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冈谷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长野县冈谷市幸町8−1
旧市政府厅舍1楼
0266-24-3226

①周一至周五
①英语
9:00～16:00
②汉语
②周二
③葡萄牙语
8:30～15:30、周四 9:00～15:00
③周三
9:00～15:00

饭田市
外国语咨询窗口

长野县饭田市大久保町2534番地 周一至周五(节日除外)
饭田市政府内
13:00～17:00
0265-22-4511（ 内线5101）

・汉语(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https://www.city.iida.lg.jp
・英语・塔加洛语(周三、周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五)(每月一次可能从周三改为周
・也可以电话咨询
四)
・葡萄牙语(周二、周四)

诹访市
外国籍市民咨询窗口

长野县诹访市高岛1-22-30
0266-52-4141

葡萄牙语

・无需预约
・可电话咨询

・汉语
・英语
・塔加洛语

・请事先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电子邮件
seisaku@city.komoro.nagano.jp

周一、周五(节日休息。)
9:00～14:00

小诸市
长野县小诸市相生町三丁目3番3 随时
外国籍市民生活咨询窗 号
口
0267-22-1700(内线2311)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oiea@oiea.jp）
・详情请查阅https://www.oiea.jp
・Fax：0266-24-3229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长
野

所在地

驹根市外国语咨询窗口 长野县驹根市赤须町20番1号
0265-83-2111

茅野市
外国籍市民咨询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
・汉语(随时)
・葡萄牙语(周一13:00～17:00、
周三8:30～12:00)

・英语由市职员进行应对
・汉语咨询需事先预约

・英语
・葡萄牙语
・塔加洛语
・汉语
・日语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chino.lg.jp
・来访咨询无需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长野县茅野市塚原2-6-1 茅野市 每月1次
政府7楼会议室
原则上第3个周四(咨询日请联系
0266‐72‐2101(内线634)
生涯学习课进行确认。)
10:00～16:00(12:00～13:00除
外)

盐尻市 市民生活事业 长野县盐尻市大门七番町3番3号 周一至周五
部
0263-52-0280（内线1196）
8:30～17:15
市民课市民系

葡萄牙语

佐久市
长野县佐久市中込3056
定住外国人支援咨询窗 0267-62-3283
口

①周一
8:30～12:30
②周三
13:00～17:00
③周五
8:30～12:30

①葡萄牙语
②泰语
③汉语

东御市
在住外国人咨询窗口

长野县东御市县281番地2
0268-64-5896

周一至周五
9:00～16:00（13:00～14:00除
外）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每日）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关于其他语言，有可能通过翻译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机进行应对。
·电子邮件：seikan@city.tomi.nagano.jp

安昙野市
外国籍住民咨询员

长野县安昙野市丰科6000番地
0263-71-2000(总机)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葡萄牙语

上伊那郡箕轮町
长野县上伊那郡箕轮町大字中箕 周一至周五
外国籍住民生活咨询窗 轮10298
9:00～16:00
口
0265-79-3111(内线199)

葡萄牙语

白马村总务课

英语

长野县北安昙郡白马村大字北城 周一至周五
7025
8:30～17:00
0261-72-5000

・咨询需预约
・关于开设日以外的应对视情况受理

・以安昙野市民为咨询受理对象。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长
野

松本市
多文化共生广场

松本市
葡萄牙语咨询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长野县松本市中央1丁目18番1号 每日
(松本市M WING内)
(每月第2及第4个周三，以及12月
0263-39-1106(直通)
29日至次年1月3日休馆)
9:00～22:00
※周六、周日、节日9:00～17:00

长野县松本市丸之内3番7号
电话番号
0263-33-0001(直通)

周一至周五
9:30～15:30

应对语言

其他

⑴ 葡萄牙语(周一 16:00～22:00)
⑵ 汉语(第1、3、5个周三 9:00～
17:00、周四 18:00～22:00)
⑶ 泰语(周六 13:00～15:00)
⑷ 塔加洛语(※预约制)
⑸ 英语(周一 9:00～16:00、周二
9:00～22:00、周四 9:00～
16:00、周五 17:00～22:00)
⑹ 简单日语

・咨询应对窗口的受理日程和时间段有可能发生变更，敬请提前垂
询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电子邮件
⑴ m.t.kyousei@gmail.com
⑵

tabunka@city.matsumoto.lg.jp

・葡萄牙语

千曲市教育委员会
长野县千曲市大字户仓2388番地 周一至周五
生涯学习课 生涯学习 户仓厅舍
8:30～17:15
系
026-273-1111(内线6341)

・日语

下诹访町 住民环境课 长野县诹访郡下诹访町4613-8
生活环境系
0266-27-1111(内线143)

周一至周五 8:30～17:15(需预
约)

・汉语

高森町 健康福祉课
福祉系

长野县下伊那郡高森町下市田
2183-1
高森町役场内
0265-35-3111
阿智村 外国人广报・ 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驹场483
咨询员设置事业
番地
0265-43-2220

役场开厅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日语

周二、周五
18:00～19:00

・汉语(周二、周五)

下条村 多文化共生综 长野县下伊那郡下条村睦泽
合咨询窗口
8801-1
0260-27-231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

电子邮件：sjshomu@vill-shimojo.jp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岐
阜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岐阜县国际交流中心

岐阜市柳濑通1-12
岐阜中日大厦2楼
058-263-8066

周一至周五
9:30～16:30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塔加洛
语、越南语
※关于其他语言，有可能通过电话
口译进行应对。

・详情请查阅http://www.gic.or.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还定期实施心理咨询、行政书士咨询和住宅咨询(需预约)

外国人生活咨询窗口

岐阜市司町40-5
10:00～16:00(12:00～13:00除
大家的森林 GIFU MEDIA COSMOS 外)
1楼 多文化交流广场
※依应对语言而异
058-263-1741
每月最后一个周二和12月29日至1
月3日（原则上）除外

・英语
・汉语(周二、周四、周五、周
六、周日)
・塔加洛语(周日到周五)
・葡萄牙语(周三)13:15～18:15

・详情请查阅http://www.ccn.aitai.ne.jp/^gk3700cc/index.htm

・英语
・葡萄牙语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葡萄牙语
・英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kakamigahara.lg.jp/life/soudan/001819.html

・英语
・汉语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大垣市政府城市建设推 岐阜县大垣市丸之内2-29
进课
0584-47-8562
葡萄牙语等生活咨询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岐阜县各务原市那加樱町2丁目 每周一至周五(节日除外)
186番地 产业文化中心1楼 国际 9:00～17:00
交流沙龙
058-383-1417

高山市政府 海外战略 岐阜县高山市花冈町2丁目18番
课
地
0577-35-3346

周一至周五
8:15～17:15
(12:00～13:00除外)

坂祝町定住外国人自立 岐阜县加茂郡坂祝町取组46-18
支援中心
0574-26-7111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
9:00～17:00(12:00～13:00除外)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gaikokujinshien@town.sakahogi.lg.jp
）

外国人市民咨询窗口

岐阜县可儿市广见一丁目1番地
可儿市政府育人课
0574-62-1500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英语
・葡萄牙语
・菲律宾语

・也可以电话咨询。

外国人咨询窗口

岐阜县可儿市下惠土1185-7 可
儿市多文化共生中心
0574-50-8841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
六、周日
9:00～18:00

・英语
・葡萄牙语
・菲律宾语
・西班牙语(周六9:00～18:00 周
一、周二、周四、周五下午)

・详情请查阅http://www.ctk.ne.jp/~frevia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静
冈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静冈县多文化共生综合 静冈市骏河区南町14-1 水之森
咨询中心
大厦2楼
[爱 称 CAMELLIA]
(公财)静冈县国际交流协会 内
054-204-2000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节日、12月29日至1
月3日（原则上）
10:00～16:00(※有1小时休息时
间)

・葡萄牙语（周二、周五）
・菲律宾语（周一、周五）
・英语（周一、周三、周四、周
五）
・汉语（周一、周三）
・越南语（周二、周四）
・韩语（第2个周三、第4个周三）
・西班牙语（周二、周五）
・印尼语（周三、周四）

・详情请查阅http://www.sir.or.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
mail：sir07@sir.or.jp
LineID：sirlinejpn01
Skype：siradviser
Messenger ID：@adviser.shizuoka
Facebook Account：Adviser Shizuoka
FAX：054-202-0932

【浜松市】多文化共生 静冈县浜松市中区早马町2-1
综合咨询一站式中心
Create浜松4楼

9:00～17:00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除外

烧津市政府市民协动课 烧津市本町2丁目16-32
054-626-2191

・葡萄牙语(周二到周日)
・详情请查阅http://www.hi-hice.jp/hmc/
・英语(周一到周五)
・塔加洛语(周四)
・汉语(周五)
・西班牙语(周日)
・越南语(周六)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
・也可以电话咨询
8:30～17:00(12:00～13:00除外) ・西班牙语(周一、周三、周四、 ・来访咨询建议事先致电预约
周五)
・塔加洛语 8:30～16:00)
・米沙鄢语、英语

藤枝市万事咨询

静冈县藤枝市冈出山1-11-1
054-643-3318

第2、第4个周三
10:00～12:00、13:00～15:00

葡萄牙语

伊东国际交流协会

伊东市松川町3-4太田大厦2F
0557-32-4666

周一至周五(节日除外)
10:00～17:00

・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iairito.jp/
※关于其他语言，如事先联系则可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以应对。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iair-pr@i-younet.ne.jp）

御殿场市外国人咨询

静冈县御殿场市萩原483番地
御殿场市政府生活安全课内
0550-82-8400

周一至周五
・西班牙语
9:00～17:00(12:00～13:00除外) ・葡萄牙语

富士市国际交流Lounge 静冈县富士市富士町20番1号
（FILS）
0545-55-2704

・周二至周五
13:00～21:00
・周六至周日
10:00～18:00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fujieda.shizuoka.jp
・无需预约。
（受理时间：9:30～12:00，13:00～14:00）
・不受理电话、电子邮件咨询。

・汉语(周二)
・详情请查阅
・英语(周三)
https://www.city.fuji.shizuoka.jp/machi/c1103/fmervo000000
・菲律宾语(周四)
12pt.html
・西班牙语(周五、周日)
・葡萄牙语(周六、周日)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静
冈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菊川市
外国人住民咨询窗口

静冈县菊川市堀之内61
0537-35-0925

周二
8:30～11:30

葡萄牙语

・来访咨询请尽量提前联系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伊豆市政府 市民课

静冈县伊豆小立野38-2
0558-72-9858

周二、周三、周四
9:00～17:00为止

・日语(周二、周三、周四)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沼津市政府 企画部
地域自治课 国际系

静冈县沼津市御幸町16-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2:00～13:00除外)

英语、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富士宫市政府 市民生 静冈县富士宫市弓泽町 150
活课 生活咨询系 外
国人咨询
0544-22-1246

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节日、 ・葡萄牙语(周一到周五)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除 ・西班牙语(周一到周五)
外)
・日语(周一到周五)
8:30～17:00(12:00～13:00除外)

・也可以电话咨询

三岛市
外国籍市民咨询窗口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担当课室为国际交流室（055-983-2645）。

裾野市政府
1楼北侧市民咨询室

静冈县三岛市中央町5-5 三岛
市政府中央町别馆2楼 国际交
流室
055-983-2645
静冈县三岛市北田町4-47 三岛
市政府本馆1楼市民生活咨询中
心
055-983-2621
静冈县裾野市佐野1059
055-992-1111

周三
9:00～12:00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NPO法人挂川国际交流
中心

挂川市长谷一丁目1番地之1
挂川市政府2楼露台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12:00～13:00除外)

・日语（每日）
・详情请查阅 http://kakegawa-life.com/
・英语（每日）
・葡萄牙语（周一、周三、周五）
10:00～15:30

三岛市
外国籍市民咨询窗口

英语、汉语

①周一、周四
①葡萄牙语
②周二、周五
②西班牙语
8:30～17:15(12:00～13:00除外)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susono.shizuoka.jp/kurashi/5/1/3299.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爱
知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日语、葡萄牙语(周一到周六 上
10:00～18:00)
・西班牙语(周一、周三、周五
13:00～18:00)
・英语(周一到周六 13:00～
18:00)
・汉语(周一 13:00～18:00)
・菲律宾语/塔加洛语(周三 13:00
～18:00)
・葡萄牙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2.aia.pref.aichi.jp/kyosei/j/index.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12:00～13:00除外)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英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komaki.aichi.jp/admin/shimin/life/tabunka
/2/12796.html
※也有不在岗的时候。

爱知县高浜市青木町四丁目1番
地2
0566-52-1111

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英语
・葡萄牙语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大府市中央町五丁目70番地
0562-45-6219

周三
13:00～17:00

・葡萄牙语(第2、第4个周三到下
午6点)
・汉语(第2个周三)
・越南语(第4个周三)

爱知多文化共生中心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二丁 周一至周六
目6-1 爱知县三之丸厅舍 1楼
10:00～18:00
052-961-7902

稻泽市
葡萄牙语咨询会

爱知县稻泽市稻府町1番地
稻泽市政府 1楼 咨询室
0587-32-1125

每月第1、3个周五
9:30～12:30

小牧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爱知县小牧市堀之内三丁目1番
地 本厅舍2楼
小牧市政府 市民安全课
0568-72-2101(内线675、603)

高浜市
综合窗口（1楼市民窗
口组）
大府市
外国语咨询

http://www.city.inazawa.aichi.jp/kurashi_tetsuzuki/gaikoku
/1001437.html

日程有可能变更。详情请查阅国际交流协会主页
https://oiaobuunei.wixsite.com/kokusai1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爱
知

犬山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爱知县犬山市大字犬山字东畑36 周五
0568-44-0343
13:00～16:30

应对语言

其他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汉语、英语、塔加洛语(原则上
第1周五)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inuyama.aichi.jp/kurashi/soudan/1000740.h
tml
・也可以电话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www.nicnagoya.or.jp/japanese/nicnews/johosodan/johocounter

公益财团法人名古屋国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那古野一 周二至周日
际中心
丁目47番1号 052-581-0100 9:00～19:00

日语

周二至周日
9:00～19:00

英语

周二至周日
10:00～17:00(12:00～13:00除
外)

葡萄牙语

周二至周日
10:00～17:00(12:00～13:00除
外)

西班牙语

・周二至周五
13:00～17:00
・周六、周日
10:00～17:00(12:00～13:00除
外)

汉语

周四、周六、周日
13:00～17:00

韩文

周四、周六、周日
13:00～17:00

菲律宾语

周三、周日
13:00～17:00

越南语

周三
13:00～17:00

尼泊尔语

江南市国际交流协会
Fukura之家

爱知县江南市古知野町古渡142- 周一至周五
2
10:00～15:00(12:00～13:00除
0587-56-7390
外)

・汉语(周一、周二)
・详情请查阅http://konan-ksi.com/
・葡萄牙语(周二、周三、周四、
周五)
・西班牙语(周一、周四)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爱
知

所在地

知立市政府 市民咨询 爱知县知立市广见三丁目1番地
角
知立市政府2楼
0566-83-1111(内线159)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
9:30～16:00(12:00～13:00除外)

・葡萄牙语(周一、周六)

其他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chiryu.aichi.jp/kurashi/sodan/145181360192
0.html
・受理市政府业务内容的咨询

知立市MOYAIKO HOUSE
（多文化共生中心）

爱知县知立市昭和9丁目2番地知 ・周一
立团地74号栋3号室
9:00～12:00
无电话号码
・周六
10:00～15:00(12:00～13:00除
外)

刈谷市
外国人生活咨询

爱知县刈谷市东阳町1-1
刈谷市政府生活安心课
0566-62-1058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
8:30～17:00(12:00～13:00除外) ・英语
・塔加洛语(周一、周二、周四、
周五)
・汉语(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西班牙语(周一、周三、周五)
（9:00～15:00(12:00～13:00除
外)）

・以刈谷市民为对象。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kariya.lg.jp/kurashi/kotsu/gaikokujinsodan.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爱知县冈崎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冈崎市十王町2-9
冈崎市政府东厅舍2楼
0564-23-6480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http://www.city.okazaki.lg.jp/1550/1556/282500/p019660.htm
l

爱知县冈崎市
Libra国际交流中心
（LICC)

冈崎市康生通西4丁目71
图书馆交流广场3楼
0564-23-3148

开馆时间：9:15～17:00
・英语
休馆日：每周三、12月29日至1月 ・汉语
3日（原则上）
・西班牙语
・菲律宾语

https://www.city.okazaki.lg.jp/1500/1506/p012191.html

国际交流欢迎广场

爱知县一宫市荣3丁目1番2号
尾张一宫站前大厦 3楼 市民活
动支援中心内
无电话号码

每月第1个周日
13:00～14:30为止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ichinomiya.aichi.jp/iia/1012168.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不受理电子邮件和电话咨询

知多市
外国人咨询

爱知县知多市绿町1番地
知多市政府 市民咨询室
0562-36-2648

・周一、周二
・葡萄牙语(周一、周四、周五)
9:00～16:00(12:00～13:00除外) ・西班牙语(周二)
・周四、周五
9:00～12:00

・葡萄牙语
・英语
・汉语（～16:15）
・菲律宾语（～16:15）

・英语
・汉语
・塔加洛语
・意大利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chiryu.aichi.jp/kurashi/foreigner/14518136
15480.html
・受理关于生活各方面的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www.city.chita.lg.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爱
知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汉
语、韩语
・越南语（9:00～17:15）
・菲律宾语、泰语、尼泊尔语、印
地语、法语、俄语（10:00～
17:15）
・印尼语（周一、周五：10:00～
17:00）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toyokawa.lg.jp/shisei/kokusaikoryu/onestop_desk.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每天可受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的电话咨询。汉语仅在周
一9:00～13:00和周五13:00～17:00受理。不受理其他语言的电话咨
询。

丰田市多语言服务平台 爱知县丰田市西町3-60 南厅舍1 周一至周五
楼(市民咨询课内)
8:30～17:15
0565-34-6626

・英语
・汉语
・韩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塔加洛语
・印尼语
・越南语
・尼泊尔语
・泰语
・印地语
・俄语
・法语
・葡萄牙语（周一、周三、周四、
周五10:00～17:00）
・菲律宾语（周一、周二、周五
10:00～17:00）
・汉语（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9:00～16:00）
・口译不在岗时及其他语言的应
对，采用翻译机（13种语言）或口
译电话（18种语言）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可电话应对。
・此外还在市内5个地方的支所等地设置“多语言服务平台”。

丰川市外国人咨询窗口 爱知县丰川市诹访1-1
0533-89-2158

安城市
外国人咨询窗口

爱知县安城市樱町18-23 安城市 周一至周五
政府市民课
8:30～17:15
0566-71-2268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anjo.aichi.jp 内“外国人咨
询”或“国际交流・多文化共生”页面进行确认。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三
重

所在地

三重外国人咨询支持中 三重县津市羽所町700番地
心（爱称“MieCo”） UST-TSU 3楼
080-3300-8077

铃鹿市市民对话课
外国人交流室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除
外）

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尼泊
尔语、印尼语、菲律宾语、泰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www.mief.or.jp/jp/helpdesk.html#tagengo
（公益财团法人三重县国际交流财团网站）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三重县铃鹿市神户一丁目18番18 周一至周五
・葡萄牙语
号
8:30～17:15(12:00～13:00除外) ・西班牙语
・英语
・汉语
・韩语
・越南语（9:00～）
・菲律宾语（10:00～）
・泰语（9:00～）
・俄语（9:00～）
・法语（10:00～）
・尼泊尔语（10:00～）
・印地语（10:00～）
・印尼语（仅周一、周五）
（10:00～）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由口译职员对咨询进行应对。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以外采用平板电脑进行口译应对。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也可采用平板电脑进行口译应对。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滋
贺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滋贺县大津市NIO之浜1-1-20
滋贺县国际协会内
077-523-5646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

・葡萄牙语(周一到周五)
・详情请查阅http://www.s-i-a.or.jp/counsel
・西班牙语(周一到周五)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塔加洛语(周一到周四)
・也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FAX的方式咨询
・英语(周一到周四)
・越南语(周一到周五)
・印尼语(周一到周五)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第2周三
17:30～19:30

日语

・需事先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info@oiga.jp）进行预约
・需要口译陪同

栗东市
滋贺县栗东市安养寺一丁目13番 周三
在住外国人生活咨询窗 33号
13:00～17:00
口
077-551-0293

・葡萄牙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彦根市政府人权政策课 滋贺县彦根市大东町2番28号
彦根站西口临时厅舍4楼
0749-30-6113

・英语(每日)
・葡萄牙语(每日)
(第1、第3个周四8:30～19:00)
・汉语(周二、周五)

・也可以电话咨询。

滋贺外国人咨询中心

外国人免费个别咨询室 大津市浜大津四丁目1-1明日都
浜大津2楼 大津市国际交流沙
龙<明日都浜大津内>
077-524-471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2:00～13:00为止除外｡)

其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京
都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京都府外国人住民综合 京都市下京区东洞院通七条下东 以国际中心开馆日为准(第2、4个 ・电话应对7种语言（英语、汉
详情请查阅（公财）京都府国际中心主页（
咨询窗口
盐小路町676番地13MIELPARQUE 周二、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 语、韩语、越南语、泰语、葡萄牙 https://www.kpic.or.jp/ ）
京都地下1楼
（原则上）除外)
语、西班牙语）
(公益财团法人京都府国际中心 10:00～17:00
内)
075-343-9666(咨询窗口专用号
码)
行政口译咨询事业

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鸟居町21(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内)
075-752-1166(口译咨询专用电
话)

周二至周五
9:00～17:00

・英语
(周二、周四)
・汉语
(周三、周五)

外国籍市民生活咨询

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鸟居町2-1
(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内)
075-752-3511
(事业课)

国际交流会馆开馆时间内
(原则上、周二至周日
9:00～21:00)

英语、汉语、韩语・朝鲜语、其他 ・由职员及志愿者进行应对

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鸟居町2-1
(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内)
075-752-3511
(事业课)

每月举办2次 / 13:30～16:00(咨 有英语和汉语口译
询时间：约30分钟)
其他语言需咨询

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鸟居町2-1
(京都市国际交流会馆内)
075-752-3511
(事业课)

每年举办4次 / 13:00～17:00(咨 有英语和汉语口译
询时间：约30分钟、心理健康咨 其他语言需咨询
询约60分钟)

法律・签证咨询

Counseling Day

・来访和电话咨询，由口译咨询员进行应对
・针对公共机构采用三方通话口译
・详情请查询 http://www.kcif.or.jp/

详情请查询 http://www.kcif.or.jp/

由律师和行政书士进行专门咨询
详情请查询 http://www.kcif.or.jp/

法律、签证、税金、社会保险、年金、劳动条件、心理烦恼咨询的
专门咨询
详情请查询 http://www.kcif.or.jp/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大
阪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大阪府外国人信息角

大阪市中央区本町桥2-5
MYDOME 大阪 5楼
(公财)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内
06-6941-2297

・周一、周五
9:00～20:00
・周二、周三、周四
9:00～17:30
・第2、第4个周日
13:00～17:00

11种语言(英语、汉语、韩语・朝 ・详情请查阅http://www.ofix.or.jp/life/index.html
鲜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 ・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仅英语、日语）、来访进行咨询
语、菲律宾语、泰语、印尼语、尼 ・第4个周日由行政书士或律师提供咨询
泊尔语、日语)

其他

外国人咨询窗口

大阪府大阪市天王寺区上本町82-6
大阪国际交流中心内“信息中
心”
06-6773-8182

・周一至周五
9:00～19:00
・周六、周日、节日
9:00～17:30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除外

（口译应对）
英语、汉语、韩语・朝鲜语、越南
语、菲律宾语、日语
（翻译机应对）
英语、汉语(简体字)、韩语、台湾
华语(繁体字)、阿拉伯语、意大利
语、印尼语、荷兰语、西班牙语、
泰语、丹麦语、德语、印地语、菲
律宾语、法语、越南语、葡萄牙
语、葡萄牙语(巴西)、马来语、俄
语、缅甸语、乌尔都语、高棉语、
僧伽罗语、土耳其语 、尼泊尔
语、匈牙利语、蒙古语、老挝语、
日语
（30种语言）

・详情请查阅http://www.ih-osaka.or.jp/
・可来访咨询
・可电话咨询
・可用电子邮件咨询
※电话、电子邮件咨询仅限英语、汉语、韩语・朝鲜语、越南语、
菲律宾语和日语

摄津市
外国人市民咨询

大阪府摄津市
三岛1-1-1
新馆2楼 自治振兴课
06-6383-1357

第2个周二
10:00～12:00

・汉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settsu.osaka.jp/soshiki/shiminseikatsubu/j
ichishinkouka/shiminsoudan/2678.html
・预约受理为咨询日当日的
9:00～11:30（可电话预约）
・仅受理来访咨询

事前电话预约制

・葡萄牙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settsu.osaka.jp/soshiki/shiminseikatsubu/j
ichishinkouka/shiminsoudan/2678.html
・随时受理预约（可电话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大
阪

堺市立国际交流广场

丰中市
面向外国人的市政介
绍、咨询窗口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大阪府堺市堺区中瓦町1-4-24 5 周一至周五
楼
10:00～16:00 (12:00～13:00除
外)

大阪府丰中市中樱塚3丁目1番1
号
丰中市政府第1厅舍5楼
人权政策课
06-6858-2730
丰中市
大阪府丰中市玉井町1丁目1番1
外国人的生活、国际交 号6楼
流相关咨询
丰中国际交流中心
06-6843-4343

应对语言

其他

日语、英语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sakai.lg.jp/shisei/kokusai/suishin/kyosei
/seikatsu/seikatsu_sodan.html
・无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周三
13:00～16:00
・周五
9:00～12:00

汉语※可进行三方通话

周二
9:00～12:00

韩语・朝鲜语※可进行三方通话

・周一
13:00～16:00
・周五
9:00～12:00

葡萄牙语※可进行三方通话

・周一
13:00～16:00
・周五
13:00～16:00

西班牙语※可进行三方通话

平日
10:00～16:00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英语
周三 汉语
※关于其他语言也可应对(需事先
预约)

周五
11:00～16:00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菲律宾 由事业委託者受理的生活咨询窗口
语、泰语、越南语、印尼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尼泊尔语

关于行政方面的介绍、咨询窗口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大
阪

所在地

八尾市
安中人权交流中心
外国人市民咨询（越南 (八尾市安中町8-5-30)
语）
072-922-3232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周二、周四、周五
越南语
9:00～17:00为止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预约制
周三
・汉语
9:00～17:00为止
・韩语、朝鲜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预约制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o.osaka.jp/0000025084.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周二至周五、周日
如希望用日语以外的语言进行咨
8:45～17:00为止
询，来访前请致电联系。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o.osaka.jp/0000025084.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八尾市
八尾市政府
市政府内手续相关咨询 (八尾市本町1-1-1)
汉语 080-2454-7069
越南语 080-2454-9149

周一至周五
・汉语
9:00～17:00
・越南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预约优先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o.osaka.jp/0000025084.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箕面市
多语言咨询

周二
11:00～14:30

・如来馆请尽量事先联系。
・可来馆或电话咨询。
https://mafga.or.jp/ability/individual/ab_talk/

八尾市
外国人市民咨询

桂人权交流中心
(八尾市桂町2-37)
072-922-3232

八尾市
外国人生活咨询

八尾市国际交流中心
(八尾市旭丘5-85-16
八尾市生涯学习中心Kagayaki)
072-924-3331

箕面市小野原西5丁目2-36
箕面市立多文化交流中心
072-727-6912

・英语
・汉语
・韩语、朝鲜语
・越南语(第2、4个周二)
・菲律宾语(第2、4个周二)

・详情请查阅https://www.city.yao.osaka.jp/0000025084.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大
阪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东大阪市
多文化共生信息广场

大阪府东大阪市荒本北1-1-1 12 周一至周五
楼
10:00～17:30(12:00～12:45除
06-4309-3155
外)

・英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韩语、朝鲜语
・也可以电话咨询。
・汉语
※关于其他语言有可能采用翻译机
进行应对｡

池田市国际交流中心
外国人咨询窗口

池田市城南3丁目1-40
池田市保健福祉综合中心2楼
072-735-7588

・英语（每日）
・韩语（周二、周四、周五、周
六）
・印尼语
周一9:00～12:00
・汉语
周二9:00～12:00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应
对。
・英语・日语
※其他语言需咨询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大阪府寝屋川市秦町41-1 寝屋
寝屋川市国际交流协会 川市立市民会馆内 1楼
072-811-5935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周二、周六
13:00～17:00

・池田市国际交流中心Facebook
facebook.com/ikedamulticulturalcenter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可面谈或电话咨询。
・以市内在住、在职、在学的外国人为对象。

松原市
地域国际化支援事业

大阪府松原市阿保1-1-1 松原市 周一至周五
政府5楼 市民协动课
9:00～17:30
072-337-3103

・汉语（周一、周三、周四 10:00 ・详情请查阅
～15:00）
https://www.city.matsubara.lg.jp/bunka/chiiki/5448.html
・西班牙语（周一、周三 10:00 ・需预约（来访或致电）
～15:00）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羽曳野市市民协动
交流课

大阪府羽曳野市誉田4丁目1番1
号072-958-1111 内线1050／
1060

・通过翻译机，可应对英语、汉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语、韩语等语言。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周一至周五
9:00～17:00（12:00～12:45除
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兵
库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兵库多文化共生综合咨 神户市中央区东川崎町1-1-3
询中心
神户水晶大厦6楼
（兵库县外国人县民信 078-382-2052
息中心）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节日除外｡)
9:00～17:00

日语、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 详情请查阅
班牙语(由咨询员进行应对
https://www.hyogo・来访及电话应对)越南语、韩
ip.or.jp/shisetsuannai/infocenter/index.html
语、塔加洛语、印尼语、泰语、尼
泊尔语(通过翻译APP进行应对
・仅限来访应对)

兵库多文化共生综合咨 神户市中央区中山手通1-28-7
询中心
天主教神户中央教会内
（NGO神户外国人救援 078-232-1290
网络）

周六、周日
9:00～17:00

日语、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 详情请查阅http://gqnet.webcrow.jp/
班牙语、越南语(由咨询员进行应
对・来访及电话应对)

神户国际交流中心

神户市中央区浜边通5-1-14
神户商工贸易中心大厦2F
078-291-8441

周一至周五
10:00～17:00(12:00～13:00除
外)
电话咨询9:00开始应对

高砂市国际交流协会

兵库县高砂市荒井町千鸟1-1-1
079-443-9132

周一至周五
9:00～17:00(12:00～13:00除外)

韩语、塔加洛语、印尼语、泰语、
尼泊尔语(通过翻译APP进行应对
・仅限来访应对)
・英语(周一到周五)
・汉语(周一到周五)
・西班牙语(周二、周四)
・葡萄牙语(周四)
・越南语(周一、周三)
・菲律宾语(周三)
・韩语、朝鲜语(周五)
・英语

其他

・详情请查阅http://www.kicc.jp/kicc/index.html
・来访咨询无需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tia.world.coocan.jp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兵
库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姫路市
外国人咨询中心

姫路市安田四丁目1番地
姫路市政府1楼
市民咨询中心内
079-221-2159

周一至周五
由咨询员进行应对（来访及电话应
9:00～17:00(12:00～13:00除外) 对)
・英语、法语（每日）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周
二13:00～16:00）
・关于其他语言，通过翻译机进行
应对

姫路市
越南语生活咨询

・周一
姫路市安田四丁目1番地
姫路市政府1楼 市民咨询中心
内
・周二
姫路市城东町122ｰ2
城东町综合中心内
・周三
姫路市花田町小川553-2
高木综合中心内
・周四
姫路市四乡町见野964-5
见野之乡交流馆内
・周五
姫路市本町68-290
EGRET HIMEJI 4楼咨询室

・周一
13:20至17:20

芦屋市立潮芦屋交流中 兵库县芦屋市海洋町7番1号
心

应对语言

・越南语

・请尽量事先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仅在受理时段内接受电话咨询
・根据情况，有可能休息

・英语(除休馆日外每天)
・汉语、韩语(周六、周日9:00～
17:00)
・西班牙语(应对职员在岗时)

・详情请查阅https://www.ashiya-sec.jp/index.html
・来馆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周二至周五
13:00～17:00

9:00～17:30
※周三、12月28日至1月4日休馆

其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兵
库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宝塚市
异文化间生活咨询

宝塚市南口2-14-1-3 SUNVIOLA1
番馆3楼 宝塚市立国际·文化
中心内
0797-71-7633
或0797-76-5917

・周一至周五(周三除外)
10:00～12:00
・周六
10:00～12:00及13:00～15:00

・英语
・详情请查阅
※关于其他语言，也有可能应对。 http://www.city.takarazuka.hyogo.jp/_res/projects/default_
(英语以外需预约)
project/_page_/001/001/927/01040108000000-se.pdff

宝塚市
外国人市民生活咨询

宝塚市东洋町1-1
内
0797-77-2009

偶数月第1个周二
13:00～16:00

・英语
・需预约（电话・窗口）
※关于其他时间，其他语言也有可
能应对｡

宝塚市政府

猪名川町地域振兴部参 兵库县川边郡猪名川町上野字北 周一、周三至周五
・英语
画协动课（外国人生活 畑11-1 第2厅舍2楼
9:00～16:00(12:00～13:00除外)
支援咨询）
072-766-8783

其他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town.inagawa.lg.jp/soshiki/tiikishinkou/sankak
u/kurashi/soudan/1416291043365.html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奈
良

所在地

奈良县外国人综合咨询 奈良县奈良市三条本町8-1
窗口（奈良县外国人支 Silkia奈良2楼
援中心内）
0742-81-3420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周一至周五
・日语(周一到周五)
9:00～17:00(12:00～13:00除外) ・英语(周一、周五)
・汉语(周二、周四)
・葡萄牙语(周一、周三、周五)
※关于其他语言，敬请垂询。

其他
・详情请查阅http://www.pref.nara.jp/31640.htm
・也可以电话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和
歌
山

所在地

和歌山县国际交流中心 和歌山县和歌山市手平2-1-2
Big 爱 8楼
073-435-5240

田边市国际交流中心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四至周二
10:00～18:30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上）除外

・英语、汉语
(10:00～17:00)
・菲律宾语
(周一、周四、周六、周日：10:00
～16:00)

・中心HP
http://www.wak-kokusai.jp/index
・来访咨询需预约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受理

和歌山县田边市高雄一丁目23番 周一至周五
・英语(周二与周五下午除外)
1号
8:30～17:15(12:00～13:00除外)
0739-26-4908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tanabe.lg.jp/shougai/suishin/kokusaikouryu
/index.html
・来访咨询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鸟
取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公财）鸟取县国际交 鸟取县鸟取市扇町21
流财团本所
县民交流会馆3楼
（县东部）
0857-51-1165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周六、周日
9:00～17:30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休馆

・英语(周一、周四、周五)
・汉语(周一到周五)
・越南语(周三)

・详情请查阅http://www.torisakyu.or.jp/ja/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也可通过财团HP“多言语！咨询栏目”进行咨询（应对11种语
言）

（公财）鸟取县国际交 鸟取县仓吉市东巌城町2
流财团仓吉事务所
鸟取县中部综合事务所别馆
（县中部）
0858-23-5931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
则上）休馆

・汉语(周三)
・越南语(周五)

（公财）鸟取县国际交 鸟取县米子市末广町294
流财团米子事务所
米子会议中心
（县西部）
0859-34-5931

周一至周五、周日
9:00～17:30
※周六、节日、12月29日至1月3
日（原则上）休馆

・汉语(周二、周三、周四)
・越南语(周一)

琴浦町役场总务课咨询 鸟取县东伯郡琴浦町德万591番
窗口
地2

在住外国人如有需要随时开设。

・英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岛
根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岛根多文化共生综合咨 岛根县松江市东津田町369-1
询一站式中心
0852-31-5056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详情请查阅https://www.sic-info.org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松江市国际观光课国际 岛根县松江市末次町86
交流系
0852-55-5175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英语(周一到周四)
・塔加洛语(周一到周四)
・汉语(周二到周五)
・葡萄牙语(周一、周二、周四、
周五)
・越南语(周一、周二、周三、周
五)
・英语
・汉语
・韩语
・法语

不定期举办，也有无法应对的语言。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冈
山

所在地

冈山县外国人咨询中心 冈山县冈山市北区奉还町2-2-1
冈山国际交流中心1楼
086-256-6052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日语・英语
・汉语(第1、3个周六，第2、4个

・详情请查阅http://www.opief.or.jp/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周三 13:00～17:00)
・葡萄牙语(第1、3个周六，第2、
4个周三 13:00～17:00)
・越南语(第1、3个周六 13:00～
17:00)
・塔加洛语(第1个周六、第4个周
三 13:00～17:00※仅限电话咨
询，第3个周四 10:00～14:00)
・韩语(第2个周三 13:00～17:00
※仅限电话咨询，第4个周三
13:00～17:00)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新庄村役场住民福祉课 冈山县真庭郡新庄村2008番地1
创生中心 1楼
0867-56-2646

周一至周五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
9:00～17:00(12:00～13:00除外) ・韩语、越南语、西班牙语
※使用总务省呼叫中心(多语言口
译服务)

仅可应对来访咨询

冈山市外国人市民の方 冈山市北区大供一丁目1-1 冈山 周一至周五(节日、12月29日至1 ・英语
の咨询窗口（国际课） 市政府本厅舍2楼
月3日除外)
・汉语
086-803-1112
9:00～17:00(12:00～13:00除外) ・韩语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okayama.jp/shimin/kokusai/kokusai_s00103.h
tml

冈山市外国人市民咨询 冈山市北区幸町10-16 西川Ai
窗口（友好交流沙龙） Plaza 4楼
086-234-5882

・详情请查阅
http://www.city.okayama.jp/shimin/kokusai/kokusai_s00103.h
tml

・周二至周日【节日(如逢周一， ・英语
则次日也休息)、每月第2个周
・汉语
日、12月28日至1月4日除外】
・韩语
・周二至周五
10:00～20:00
・周六、周日
10:00～18:00

冈山市外国人综合咨询 冈山市北区大供一丁目1-1 冈山 周一至周五(节日、12月29日至1
窗口
市政府本厅舍1楼
月3日除外)
086-803-1128
9:00～16:00

・英语
・汉语
・越南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广
岛

所在地

广岛县外国人综合咨询 广岛市中区中町8-18 广岛
窗口
Crystal Plaza 6F
0120-783-806(免费拨打)
082-541-3888(收费)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周一至周五
10:00～19:00(12:00～13:00除
外)
・周六
9:30～18:00(12:00～13:00除外)
※周四、周六有行政书士、社会
保险劳务士等出席，也受理在留
资格、劳动条件等的专门咨询｡
(10:00～16:00(12:00～13:00
除外))

以面谈形式应对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英语(周一到周六)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塔加洛语、汉语、越南语(周
四、周六)
・韩语(周四)
・通过电话、平板电脑方式应对咨
询(周一到周六)
(英语、汉语、韩语、塔加洛语、
越南语、印尼语、泰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尼泊尔语)

其他

吴市国际交流中心 外 广岛县吴市中央4-1-6 吴市政府 ・周一至周五
国人咨询窗口
1楼
9:00～17:30
0823-25-5604
・周六、周日
10:00～18:00
※但是，根据语种不同，可应对
的日期和时间段也不同，敬请垂
询。

・英语(周一到周五、周日)
・也可以电话咨询。
・葡萄牙语(周二到周四、周六)
・详情请至以下网页确认：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http://www.city.kure.lg.jp/soshiki/31/shisei1002170100.html

外国语咨询窗口（市民 广岛县福山市东樱町3ｰ5
咨询课内）
084-928-1125(英葡西语)
084-928-1211(汉语)

・英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汉语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9:00～16:00(13:00～14:00除
外)；汉语：8:30～15:30(12:00
～13:00除外)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fukuyama.hiroshima.jp/soshiki/shiminsouda
n/1034.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汉语建议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广
岛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广岛市外国人市民の生 广岛市中区中岛町1-5
活咨询角
广岛国际会议场1楼
(国际交流厅内)
082-241-5010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9:00～16:00

・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关于其他语言，在口译志愿者等
的协助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进行
应对

・详情请查阅
http://www.pcf.city.hiroshima.jp/ircd/consultation/Consult
ation-Service-for-Residents-of-Hiroshima-Cityjapanese.html
・也可电话及电子邮件咨询

外国语咨询窗口（松永 广岛县福山市松永町3-1-29
市民课内）
084-930-0780

周一至周五
9:00～17:15

・英语（10:15～17:15(13:00～
14:00除外)）
・葡萄牙语（9:00～16:00(12:00
～13:00除外)）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city.fukuyama.hiroshima.jp/soshiki/shiminsouda
n/1034.html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东广岛市
交流角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hhface.org/corner/jp.html
(周一、周五、周日/13:00～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17:00)
(周二、周三、周四/9:00～17:00)
(周六/9:00～13:00)
・汉语
(周一、周二、周五、周日/9:00～
13:00)(周四、周六/13:00～
17:00)
・葡萄牙语
(周三、周四、周六/9:00～13:00)
・越南语
(周日/13:00～17:00)

东广岛市西条西本町28-6
东广岛市市民文化中心1楼
082-423-1922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山
口

所在地

山口外国人综合咨询中 山口县山口市水之上町1-7 3楼
心
(公财)山口县国际交流协会内
083-995-2100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周二至周六
8:30～17:15
(12:00～13:00除外)

・汉语(周二、周四)
・详情请查阅https://www.yiea.or.jp/
・塔加洛语(周二、周四)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英语(周三、周五)
・也可以电话咨询
・越南语(周三、周五)
※关于其他语言，可通过翻译机等
进行应对。

其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德
岛

德岛国际战略中心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德岛县德岛市
寺岛本町西1-61
088-656-3303

每日
10:00～18:00

应对语言

其他

英语、汉语、越南语
・详情请查阅
(仅越南语为周一到周五到14:00为
https://www.topia.ne.jp
止)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除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香
川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外国人劳动人材关系咨 香川县高松市番町四丁目1-10
询窗口
县厅东馆6楼
087-832-3400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节日除外)
8:30～17:15

・外语采用翻译机进行应对

・受理外国人雇用、就业等相关咨询

香川外国人咨询支援中 高松市番町一丁目11-63 香川
心
国际交流会馆(I-PAL香川)2楼
087-832-0411

周二至周日
9:00～16:00(12月29日至1月3日
（原则上）除外)
(周一如逢节日则周二休息)

・应对英语、汉语、韩语、越南
・详情请查阅http://www.i-pal.or.jp/soudan
语、塔加洛语、印尼语、西班牙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语、葡萄牙语、高棉语、缅甸语、
尼泊尔语等语言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爱
媛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爱媛县国际交流中心

爱媛县松山市道后一万1-1
089-917-5678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除外｡

・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s://www.epic.or.jp/index.php
・汉语(周二、周六)
・来访咨询时，有可能咨询员不在岗，建议提前联系。
・韩语(周三、周四)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也有可能应对其他语言的咨询。

今治市国际交流协会

爱媛县今治市南大门町2-5-1 今 ・周一至周五
・英语
治市政府第3别馆1楼
8:30～17:15(12:00～13:00除外) ・汉语
0898-34-5763
・第一周六
13:00～17:15
・第一周日
8:30～17:15
※周六・周日有可能变更开馆
日，敬请事先确认。

新居浜市国际交流协会 爱媛县新居浜市繁本町8番65号
新居浜市民文化中心别馆1楼
0897-65-1579

周二至周六
12:00～18:00

・英语
・汉语

其他

・协会HP http://iciea.jp/
・来访咨询需电话预约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高
知

所在地

高知县外籍人士生活咨 高知县高知市本町4-1-37
询中心
内大厦 1楼
088-821-6440

开设日期时间
丸之 周一至周六(节日与12月29日至1
月3日（原则上）除外)
9:00～17:00

应对语言

其他

英语、汉语、韩语、塔加洛语、越 ・也可以电话咨询
南语、印尼语、泰语、西班牙语、 ・电子邮件咨询，通过主页
葡萄牙语、尼泊尔语、缅甸语、高 （https://kccfr.jp）内的咨询表单进行受理。
棉语
※灵活采用翻译机和电话口译服务
应对各种语言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福
冈

所在地

(公财）福冈县国际交 福冈市中央区天神1-1-1
流中心 国际广场（面 罗斯福冈3楼
向外国人的综合咨询窗 092-725-9200
口）

阿库

福冈市外国人综合咨询 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店屋町4-1
支援中心
福冈市国际会馆1楼
092ｰ262-1799

外国人免费咨询会

饭塚市新立岩5番5号
0948-22-5500(内线1447)

北九州市多文化共生
一站式信息中心【黑
崎】

北九州市八幡西区黑崎3-15-3
COM CITY 3F
电话080-6445-2606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每日
10:00～19:00

・英语、汉语、韩语
(其他语言看情况进行咨询)

・来访、电话、电子邮件均可应对
电子邮件：info@kokusaihiroba.or.jp
・此外，还联合行政书士会和法务局举办专门咨询会
・详情请查阅
https://www.kokusaihiroba.or.jp/project/information/consul
tation.html

(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上）
除外)
周一至周五
8:45～18:00

①英语、②汉语、③韩语、④泰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语、⑤越南语、⑥印尼语、⑦葡萄 ・也可以电话咨询
牙语、⑧西班牙语、⑨法语、⑩德 ・此外，还实施专门咨询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语、⑪意大利语、⑫俄语、⑬尼泊
①法律咨询(预约制)
上）
尔语、⑭塔加洛语、⑮马来语、⑯
②心理咨询(预约制)
缅甸语、⑰高棉语
③入国、在留、国籍相关咨询
・详情请查阅http://www.fcif.or.jp/
每月第3个周二
原则上使用日语进行应对
・无需预约
13:00～16:00
・详情请查阅http://www.gyoseifukuoka.or.jp/consult/foreign.html
周一至周五
9:30～16:00

由外语咨询员受理咨询
・日语
・英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汉语
上）除外)
・韩语
・越南语(周二、周三)
※根据日程安排，有时候采用电话
咨询｡

・每月举办一次法律、在留、心理方面的专门咨询。详情请查阅
http://www.kitaq-koryu.jp/
（有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简单日语的页面）
・来访和电话咨询均无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视频口译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越南
语、菲律宾语、尼泊尔语、泰语、
俄语、印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法语、印尼语
北九州市多文化共生
一站式信息中心【小
仓】

北九州市小仓北区大手町1-1小
仓北区政府2F
080-5278-8404

周一至周五
9:30～16:00

由外语咨询员受理咨询
・日语
・英语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原则 ・汉语
上）除外)
・韩语
・越南语(周二、周三)
※根据日程安排，有时候采用电话
咨询｡
※视频口译正在准备

・详情请查阅http://www.kitaq-koryu.jp/
（有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简单日语的页面）
・来访和电话咨询均无需预约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长
崎

所在地

长崎县外国人咨询窗口 长崎县长崎市出岛町2-11
出岛交流会馆1楼
095-820-3377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周一至周六
9:00～17:00

・英语（每日）
・详情请查阅http://www.nia.or.jp/
・越南语（每日）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其他语言运用翻译机和多语言呼 ・也可以电话咨询
叫中心进行应对。

其他

新上五岛町 外国人支 长崎县南松浦郡新上五岛町青方 周一至周五
持平台
乡1585-1
8:30～17:15
0959-53-1113

・英语、韩语（每日）
・采用翻译机进行应对，因此不可电话咨询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新上五岛町 外国人支 长崎县南松浦郡新上五岛町若松 周一至周五
持平台 若松支所
乡277-7
8:30～17:15
0959-46-3111

・英语、韩语（每日）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新上五岛町 外国人支 长崎县南松浦郡新上五岛町榎津 周一至周五
持平台 新鱼目支所
乡491
8:30～17:15
0959-54-1111

・英语、韩语（每日）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新上五岛町 外国人支 长崎县南松浦郡新上五岛町有川 周一至周五
持平台 有川支所
乡733-1
8:30～17:15
0959-42-1111

・英语、韩语（每日）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新上五岛町 外国人支 长崎县南松浦郡新上五岛町奈良 周一至周五
持平台 奈良尾支所
尾乡379
8:30～17:15
0959-44-1111

・英语、韩语（每日）
※关于其他语言，采用翻译机进行
应对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熊
本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熊本县外籍居民咨询服 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水前寺6务中心
18-1 熊本县厅本馆7楼(国际课
内)
080-4275-4489

所在地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11种语言※以上（有可能通过口译
人员进行三方通话电话应对）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越南
语、尼泊尔语、印尼语、塔加洛
语、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kuma-koku.jp/support-center/
・建议来访咨询提前进行电话预约
・也可以电话咨询
・也可通过咨询表单（主页）进行咨询

熊本市外国人综合咨询 熊本市中央区花畑町4番18号
广场
096-359-4995

休馆日：第2、4个周一(如逢节日
等，顺延至最近的平日)、12月29
日至1月3日（原则上）
10:00～18:00

＜咨询员＞
・详情请查阅http://www.kumamoto-if.or.jp/plaza/
・日语、英语、汉语（每日）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咨询
・韩语（周四）
・也可进行法律、在留资格等专门领域的咨询
・德语（周三）
・越南语（第3个周三、第3个周
日）
・塔加洛语（第2个周三）
・西班牙语（第1个周五）
※关于印尼语、泰语，根据需要调
整咨询时间
＜电话口译・视频口译＞
・尼泊尔语、葡萄牙语、缅甸语、
高棉语等
※关于上述以外的语言，也有可能
应对

菊池市政府

周一至周五
8:30～17:15

・英语(不定期)
・韩语(不定期)

熊本县菊池市隈府888番地

(节日、12月29日至1月3日除外)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大
分

所在地

大分县外国人综合咨询 大分县大分市高砂町2-33
中心
iichiko综合文化中心(B1F)
097-533-4008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周一至周六
・英语、汉语、韩语、越南语、尼 ・http://www.oitaplaza.jp
10:00～17:00
泊尔语、印尼语、泰语
・来访咨询无需电话预约
(周日、节日及12月29日至1月3日
・也可以电话咨询
（原则上）除外)
・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咨询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宫
崎

公益财团法人
宫崎县国际交流协会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其他

宫崎县宫崎市橘通东4-8-1
CARINO宫崎9楼
0985-32-8457

周二至周六
10:00～19:00

(由协会职员进行应对)
日语、英语

・详情请查阅http://www.mif.or.jp
・可通过来访、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咨询。
・生活咨询员提供日语或英语应对，需预约。

(由生活咨询员进行应对：需预约)
英语、汉语、韩语、葡萄牙语、塔
加洛语、越南语

宫崎外国人支持中心

宫崎县宫崎市橘通东4-8-1
CARINO宫崎地下1楼
电话 0985-41-5901

周二至周六
10:00～19:00

・咨询员：英语（每日）
・翻译机：英语、汉语、韩语、泰
语、越南语、印尼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法语
・呼叫中心：上述以外的马来语、
塔加洛语、尼泊尔语、俄语、德
语、意大利语、缅甸语、蒙古语、
高棉语

当地咨询窗口一览
都道府县名 窗口名称

鹿
儿
岛

鹿儿岛县
外国人综合咨询窗口

所在地

开设日期时间

应对语言

鹿儿岛市山下町14-50
鹿儿岛县民交流中心1楼
国际交流广场内
070-7662-4541

周二至周日
9:00～17:00
※休馆日：周一(周一如逢节日，
则下一个周二)、12月29日至1月3
日（原则上）

・英语、越南语、汉语、塔加洛
・详情请查阅https://www.pref.kagoshima.jp/af21/soudan.html
语、韩语、印尼语、尼泊尔语、高 ・可面谈、电话咨询。
棉语、泰语、缅甸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马来语、法语、俄语、
德语、意大利语、蒙古语、日语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