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咨询                             

         

■石狩国际交流协会 

    NPO法人石狩国际交流协会是由会员的连带关系而组成。以石狩市的三个

友好城市(加拿大、中国、俄罗斯)为主的交流项目，进行市民之间的民间国

际交流活动。通过相互理解和友好亲善的交流关系，促进我市的国际化发展。

以此为目的的非营利特定活动法人的团体。 

 

地址 〒061-3216 石狩市花川北 6条 1丁目 42 石狩市公民馆 2楼 

电话･传真 0133-62-9200･0133-62-9201 ※汉语/英语可 

邮箱 iia@dream.ocn.ne.jp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7：00 

 

 

 

 

 

■石狩市政府秘书宣传课 

 在市政府内属于负责国际交流的部门。 

 

地址 〒061-3292 石狩市花川北 6条 1丁目 30-2 石狩市政府 3楼 

电话･传真 0133-72-3145･0133-74-5581 ※英语可 

邮箱 hisyokoho@city.ishikari.hokkaido.jp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8：45～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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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国际中心 

   在札幌国际交流中心不分国籍和文化信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此中

心。不仅为生活在札幌的外国人提供信息和生活上的帮助，通过交流沙龙也

为当地市民提供了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北 1条西 3丁目札幌 MN大厦 3楼 

＜札幌时计台（钟楼）对面＞ 

电话･传真 011-211-3670･011-211-3673 

网站 https://www.plaza-sapporo.or.jp/ ※日文/英文可 

路址 从 JR札幌车站南口步行 10分钟 

      地下通道 9号出口步行 1分钟 

      从地铁大通站 16号出口步行 3分钟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7:30 

     ※周六也举行交流沙龙。 

 

 

 

 

 

【交流沙龙】 

    会讲英语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生活及观光旅游信息。 

    开馆时间：周一～周六 9:00～17:30 

 

 

 

 

○札幌生活信息手册  

    免费提供外语版的地铁指南及观光旅游等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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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外国市民･留学生提供信息服务 

    为生活在札幌的外国人及游客提供信息服务、外语宣传手册及免费的英

语信息杂志「What's on in Sapporo?」等，可以阅读国际交流和国际支援相

关的资料、外国书籍、报纸和杂志。另外，还可以免费申请使用电脑上网。 

 

 

 

 

 

○信息交换板 

    这里设置了以不同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信息交换板，“想找学外语的朋友”、

“义卖”等，向这样的信息您都可以通过信息板来传达。 

 

 

 

 

 

○青年旅馆协会申请会员及更新手续 

    可以办理青年旅馆协会的入会手续，但不办理旅馆预约。 

 

 

 

 

 

【札幌国际中心的服务项目】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外国人，可以免费咨询律师、行政书士、税务师。

不需要预约。可使用日语和英语咨询，咨询时间为 30 分钟。 

   （http://plaza-sapporo.or.jp/citizen_j/salon/ev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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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外语交流（“Let´s talk”） 

    通过外语的自由交谈，可以分享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此活动不需要

预约并且免费,有外籍负责人组织此活动。英语·汉语·俄语·韩语每周召开一

次，德语·日语每周召开两次。 

详情请阅览以下网址： 

(http://plaza-sapporo.or.jp/citizen_j/lets_talk/) 

※“让我们用外语交谈”不属于外语授课，请注意。 

 

【研讨会·集会活动信息】 

    在札幌国际中心,有很多志愿者群定期召开各种交流会。详情请直接与札

幌国际中心联系。 

 

 

 

■其他服务窗口 

【求职】 

○外国人职业介绍所 

    在 Hello work 札幌（札幌公共职业介绍所）设有专门为外国人提供职业

介绍窗口，受理英语和汉语的求职咨询服务。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南 10条西 14丁目 

电话 011-804-5258 

办公时间【英语服务】每周二 9:00〜12:00  13:00〜17:00 

（每隔 1周交替） 

                    每周四 13:00〜17:00 

【汉语服务】每周三 13:00〜17:00 

                    每周五 9:00〜12:00  13:00〜17:00 

（每隔 1周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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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学生的就职 

    在外国人职业介绍所设有「留学生专用窗口」,介绍所与大学和企业合作,

为毕业后的留学生提供就职信息、就职咨询、职业介绍等服务。 

 

 

 

 

 

【就业条件咨询】 

○外国人就业者咨询窗口 

    可以受理英语就业咨询服务。 

地址 札幌市北区北 8条西 2丁目 札幌第 1合同厅舍 9楼 

      律师法人北海道 HIBIKI法律事务所内 

电话 011-709-2311   (内线 3538） 

办公时间【英语】每周二 9:00～16:30 

            每周五 9:00～16:30 

 

 

 

 

 

【法律咨询】 

○外国人法律咨询 

    受理签证、国籍、国际婚姻、离婚、工作、住房纠纷等问题。有专业律

师受理各种法律方面的咨询。 

电话 011-204-9535 

网站 http://www.sapporo-lsnet.com/［日语／英语］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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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司法支援中心札幌地方事务所「法 TERASU札幌」 

    「法 TERASU札幌」是法律方面的综合咨询机关。这里受理涉及到金钱、

家庭纠纷以及交通事故、工作、邻里之间纠纷等各种咨询。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南 1条西 11丁目 Continental 大厦 8楼 

电话 0570-078374 

   ※咨询热线（日语/英语） 

    周一～周五 9:00～21:00、周六 9:00～17:00 

网站 http://www.houterasu.or.jp/（日语/英语）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9:00～17:00 

 

 

 

【留学生】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是提供关于奖学金等与留学相关的信息。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 

网站 http://www.jasso.go.jp/ （日语/英语） 

 

【遭受配偶者或伴侣的暴力行为等 咨询窗口】 

    您对配偶者或伴侣的暴力行为感到困扰吗？ 

    请与我们联系。  

 

 

○家庭生活咨询･女性咨询（北海道家庭生活顾问俱乐部 石狩地区） 

地址 石狩市花川北 6条 1丁目 30-2  市政府 1楼 咨询窗口 

   1楼咨询窗口 

电话 0133-72-3227 

办公时间 不定期  ※请参照市政府出版的信息杂志「広報いしか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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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狩市政府广听·市民生活课 

地址 石狩市花川北 6条 1丁目 30-2 市政府 1楼  电话 0133-72-3191 

邮箱 seikatsu@city.ishikari.hokkaido.jp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8:45～17:15 

 

 

○北海道立女性咨询援助中心 

住所 札幌市西区西野 3条 9丁目 12-36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7:00 

 

 

○北海道石狩振兴局保健环境部环境生活课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北 3条西 7丁目  道厅别馆 5楼 

电话 011-232-4760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7:00 

 

 

○北海道环境生活部生活安全局道民生活课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北 3条西 6丁目道厅 12楼  电话 011-221-6780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7:00 

 

 

○北海道立女性中心（法律咨询・女性专用咨询室）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北 2条西 7丁目 kaderu2･7  6 楼 

电话 011-251-6329  办公时间 周一～周六 9:00～17:00 

 

○北海道警察本部咨询中心 

地址 札幌市中央区北 2条西 7丁目 

电话 #9110 

办公时间 24小时服务（咨询专用） 

－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