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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的概要

募集赞助会员•捐款

合作伙伴

员弁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员弁⽇语⼴场 
TEL:0594-78-4848
(员弁市国际交流协会)

北势福祉中⼼ ⼆楼(いなべ市北
势町阿下喜2624-2） 
＊从 三岐铁道北勢势线阿下喜
站 步⾏15分钟

星期六 
19:30-21:00

⼀次 
100⽇元

 

桑名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Akuarea・pon（アクアレア・
ポン） 
TEL︓0594-31-6469（⾚⽊︓
⽇语） 
080-4307-3707（⼭⽥︓葡萄
⽛语）

桑名市⼤⼭⽥公团住宅8丁⽬
集会所（バス停︓⼤⼭⽥団地
前下车）

毎星期三  
9:00〜12:00
14:00〜16:00

年会费500円 
（含保险）

ASANTE SANA(あさんて さあ
な) 
TEL:0594-31-8927 
090-6079-4343

⼤⼭⽥公团住宅会场
(桑名市⼤⼭⽥8-7-131)
＊从桑名⽕车站乘三交巴⼠在
⼤⼭⽥派出所前下车步⾏3分
钟即到

每⽉第1,2,3个星期三
17:00-18:30（⼩孩） 
19:00-20:30（⼤⼈）
(休息⽇及年初年末不开
课。可能会有临时停课，因
此来上课前请先致电确认)

每⽉100⽇元

桑名市国际交流市⺠顾问委员 
TEL:0594-24-1129

桑名市修德公⺠馆(桑名市⼤
字桑名628-58)
＊从桑名车站东⼝步⾏6分钟
即到

毎⽉第2,4个星期⽇ 
14:00-16:00

免费

交流沙龙HOTTO温馨 
TEL:070-5257-2291 [⽔⾕
（みずたに）さん]
授课⽅式︓个别授课 /⼩组授课

故乡村 ⼤家⼴场 
（ふるさとのさと みんなの
ひろば） 
＊从播磨车站步⾏5分钟即到

每⽉第1・3个星期⽇，及第
4星期六 
9:00-11:30

每⽉100⽇元

 

四⽇市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くすのき⽇語教室 
TEL:090-6077-3331

なや学习中⼼(四⽇市市蔵町4-
17)
＊从JR四⽇市车站步⾏5分钟即到

星期⽇ 
9:30-11:30

⼀次 
100⽇元

四⽇市国际交流中⼼ 
TEL:059-353-9955/
090-6572-9440(softbank)

四⽇市市役所北馆5F(四⽇市市諏
訪町1-5)
＊从近铁・JR四⽇市车站步⾏5分
钟即到

●YIC⽇语兴趣⼩组 
9:00-17:00
●有亲⼦⼀起进⾏学习
的课堂 

不定，可以随时进⾏预
约

注册费
2,000⽇元 
授课费每次
200⽇元

三重県内的⽇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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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休息⽇及年
初年末不开课。）

四⽇市⽇语兴趣⼩组 
TEL:080-3656-1982

中部地区市⺠中⼼4F(四⽇市市⻄
浦1丁⽬8-3)
＊从近铁四⽇市车站步⾏5分钟即
到

星期三 
19:20-21:00

⼀次 
100⽇元

Viva あみーご 
TEL:059-322-6811
[四⽇市市多⽂化共⽣沙龙]

四⽇市市⽴笹川⼩学(四⽇市市笹
川6-25)
视听觉室

星期⼆ 
19:30-21:00 免费

四⽇市市多⽂化共⽣沙龙 成⼈教室
（预约制）
TEL:059-322-6811

四⽇市市多⽂化共⽣沙龙(四⽇市
市笹川6丁⽬29-1)
＊乘三交巴⼠在「公团住宅前」
下车，步⾏2分钟即到。

周⼀〜周五
10:00-11:30、13:30-
15:00
周六
10:30-12:00

⼀次100⽇
元

 
龟⼭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龟⼭⽇语教室 第⼀步 
TEL:0595-84-5008
(龟⼭市 ⽣活⽂化部 街道建设部 市
⺠协动⼩组)

龟⼭市⻘少年研修中⼼(龟⼭市若⼭
町7-10)
TEL:0595-82-3130
＊从JR龟⼭车站步⾏20分钟即到，
有免费停车场

3⽉〜12⽉ 
每周星期六 
19:00-20:30

前期（3⽉〜7
⽉）2,500⽇
元，
後期（8⽉〜
12⽉） 
2,500⽇元

 
铃⿅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铃⿅⽇语会AIUEO
TEL:080-3611-8799

铃⿅河曲公⺠馆(铃⿅市河⽥町370-
10)
＊从近铁铃⿅市车站步⾏15分钟即
到，有免费停车场

星期六（如有特殊
情况，可能临时停
课） 
18:00-19:30

4次 
1,000⽇元

樱岛⽇語教室
TEL:090-3836-1774

⽟垣会館 研修室（鈴⿅市東⽟垣
町 522-1）
＊从伊势铁道⽟垣车站步⾏3分钟即
到

星期三 
18:30-20:00

5次
1,000⽇元

(公财)铃⿅国际交流协会(SIFA)
TEL:059-383-0724

铃⿅市男⼥共同参与中⼼ 
（鈴⿅市神⼾2-15-18）

星期四 
19:00-20:30

12次 
3,000⽇元

牧⽥いろは教室
TEL:080-3680－8049

牧⽥交流中⼼（鈴⿅市平⽥東町5-
10）※从近鉄平⽥町车站歩⾏7分钟

每周六10:30-
12:00
（如有特殊情况，
可能临时停课）

4次 
1,000⽇元

 
津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三重国际交流「互学会」 
TEL:059-237-0583 
[服部（はっとり）さん]

县⺠交流中⼼(津市⽻所町700 アス
ト津3层)
＊从津车站东⼝步⾏1分钟 
即到，有收费停车场

星期五（每⽉第五个星
期五休息）   
10:00-12:00

⼀个⽉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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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谈的朋友⽇语会 
TEL:059229-1230 
[长⾕川（はせがわ）さん]

县⺠交流中⼼(津市⽻所町700 アス
ト津3层)
＊从津车站东⼝步⾏1分钟即到

星期⼆ 
10:00-12:00
第五个星期⼆，休息⽇
和8⽉份休课

⼀个⽉ 
500⽇元

“欢迎”⽇语 
TEL:059-224-0174
[井村（いむら）さん]

县⺠交流中⼼(津市⽻所町700 アス
ト津3层)
＊从津车站东⼝步⾏1分钟即到

星期⼀ 
＊节假⽇除外 
10:00-12:00

⼀个⽉ 
500⽇元

对学校学习有⽤的⽇语教室“昼颜”

TEL︓059-231-9136（三重⼤学 
江成研究室）

县⺠交流中⼼(津市⽻所町700 アス
ト津3层) 
＊从津车站东⼝步⾏1分钟即到

星期六 
16:00〜17:30 
（每⽉第⼀个周六休
息）

⼀个⽉ 
500⽇元

津市国际交流协会津⽀部「⽇语教
室」 
TEL:059-229-3102
(津市市⺠交流课内)

津市中央公⺠馆(津中⼼⼤厦 ⼆楼）
（ 津市⼤⾨7番15号） 
＊坐三交巴⼠在「三重会馆前」下
车即到︔或从近铁「津新町」车站
下车步⾏15分钟即到

星期⽇ 
18:00-19:30 免费

津市国际交流协会potaru久居（ポル
タひさい） 
TEL:059-255-8839
津市久居综合⽀所⽣活课内

久居综合福祉会馆
  (津市久居东鹰迹街道20番地2)

每周星期五 
19:00-20:30

免费

津市国际交流协会津北部⽀部「⽇语
教室」 
TEL:059-244-1700

河芸中央公⺠馆3楼(津市河芸町滨
⽥742)
＊从JR河芸站下车徒步6分钟即到

原则上第1,2,3星期⽇
13:00-16:00 免费

⾼茶屋⽇语教室--加油会 
TEL:090-8734-3683
〔葡萄⽛語︓レオニセさん〕 
TEL:090-2924-4557
[⽇语︓外岡(とのおか) さん]

津市⾼茶屋市⺠中⼼ 
（津市⾼茶屋4丁⽬37-59） 
＊从JR⾼茶屋站步⾏10分钟即到，
有免费停车场

星期六 
18:30-20:00
（⽇语教室）
20:00-20:15
（交流会·⽣活咨询会）

⼀个⽉ 
100⽇元

安浓地区⽇语教室 
TEL:090-1981-5310
[松⽥さん]

安浓中公⺠馆2楼研修会（津市安浓
町东观⾳寺483） 
（津市役所安浓⽀所旁）

第1,3星期六
18:00-19:30 免费

 
松阪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松阪⽇语会 
TEL:0598-51-3741、090-2683-
4915
[上村(うえむら）さん]

松阪⽇语会事务局 
（松阪市镰⽥町732）
＊从近铁·JR松阪车站下车步⾏15分
钟即到

星期⽇ 
14:30-16:00
16:30-18:00

⼀个⽉ 
2,000⽇元

 
多⽓町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多⽓町国际交流协会 
TEL:0598-38-1122
(多⽓町教育委员会教育课)

多⽓町⺠⽂化会馆 (多⽓町相可
1587-1)
＊从JR「相可」车站下车步⾏10分
钟即到

星期⼆ 
19:30-21:00
(上课时间可能会
有所调整，请事
先与事务局联系)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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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势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伊势⽇语教室(伊势国际交流协会)
TEL:0596-21-5549
(伊势市岩渕1丁⽬7-29 伊勢市役所
市⺠交流課内)

伊势市⺠活动中⼼(伊势市岩渕1-2-
29)
＊从伊势市车站步⾏5分钟即到，伊
势市役所旁边的第三个建筑

星期⼆ 
10:00-11:30 

星期四 
19:00-20:30

5次 
500⽇元

NPO ⽇本语塾 ゆうごう 
TEL:0596-28-1313
[⼋⽊(やぎ）さん]

伊势市⺠活动中⼼“paruti”（パルテ
ィ） 
(伊势市岩渕1-2-29)
＊从伊势市车站步⾏3分钟即到，有
免费停车场

请先联系我们，
之后商定具体时
间

请先联系我
们，之后商定
费⽤问题

 
鸟⽻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语⼯房(鸟⽻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0599-25-1105

鸟⽻市⺠⽂化会馆(鸟⽻市鸟⽻3-8-
3)
＊乘坐JR或近铁⾄鸟⽻车站后，徒步
10分钟即到。

星期⼀ 
19:00-20:30

免费

 
志摩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志摩⽇語教室 
(志摩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0599-43-4101

鵜⽅公⺠馆  
(志摩市阿児町鵜⽅1975)
＊从近铁鵜⽅车站步⾏3分钟

星期五  
19:00-20:30
(会有不定期的休讲)

⼀次 
100⽇元

 
伊贺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伊贺⽇语会 
TEL:059-23-0912 
授课⽅式︓⼩组授课

上野联谊⼴场3层(伊贺市上野中町
2976-1)
＊从近鉄「上野市」车站下车步⾏5
分钟即到

星期三 
19:45-20:45
星期六 
19:00-20:30

⼀次 
200⽇元 
（另售6次
1,000⽇元及
12次2,000⽇
元的回数券）

つたまる⽇语讲座(NPO伊賀之传丸)
TEL:0595-23-0912

伊贺之传丸事务所 
(伊賀市上野東町2948)
＊从近铁「上野市」站歩⾏2分钟即
到

个别辅导 
尽量按照学⽣希
望的时间。

1次(60分
钟)3,000円 
（不含税）

 

名张市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授课场所与来场⽅法 授课时间 学费

友爱⽇语会 
TEL:0595-51-5162
[⼭下(やました）さん]

名张市综合福利中⼼联谊志愿者室
(名张市丸之内79)
＊从近铁「名张」车站下车步⾏10分
钟即到

除周四、周五外
每天上课（尽量
按照学⽣希望的

⼀次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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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谈时共
同商定）

 
其它

团体名称与联系⽅式
事务局联系⽅式 内容

三重⽇语⽹络(みにネット)

三重⽇语⽹络事务局 
津市⽻所町700番 アスト津3楼 
三重市⺠活动志愿者中⼼内  
邮箱No.11
Email:mininetyakuin@yahoogroups.jp

旨在为志愿者⽇语教室间的交
流和信息交换提供⼀个平台

 

○ 外国⼈⽣活指南
・多语⾔咨询
・个别(免费专家)咨询会
・实地说明会
・外国⼈相談窓⼝担当者研修会

○ 防灾信息
・防灾信息
・防灾志愿者研修
・つ･た･わ･るキット（灾害时的信息提供）

○ 医疗机构
・提供外语服务的医疗机构

○ 多⽂化共⽣教育
・多⽂化共⽣教育中⼼ 「みーく」
・⾼中⼊学指南
・学习⽀援・语⾔教室

○ ⽇语教室
・⽇语教室 ⽇语考试信息

○ 国际交流协会
・市町国际交流协会名单

○ パートナー（合作伙伴）
・⼝译・笔译合作伙
・⽇语学习的⽀援者/a>
・災害パートナー

○ 其他活动
・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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