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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去秋来，色彩斑斓的秋天是个充满艺术的季节。福冈市以成为艺术之城为目标，正推行“Fukuoka Art Next”活

动。除了让艺术走上街头，走入职场，走进人们的生活外，还鼓励各种艺术创作和交流，培养走向世界舞台的艺术人

才。在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以艺术为媒，去阅读和了解福冈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吧！ 

 艺游福冈 

福冈亚洲美术馆 

世界唯一一家系统收集和展示亚洲近现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

福冈市美术馆 

坐落在市中心大濠公园内。周围绿树环绕，湖水碧波荡漾。 

https://www.fukuoka-art-museum.jp/ 

福冈县立美术馆 

位于天神须崎公园内，收藏和展示与福冈有因缘的艺术家作品。 

https://fukuoka-kenbi.jp/ 

福冈市博物馆 

福冈历史与民俗文化的窗口。展示国宝“金印”和黑田节的

名枪“日本号”。 

http://museum.city.fukuoka.jp/ 

九州国立博物馆 

2005年10月16日在太宰府开馆，是继东京、奈良、京都之后

日本第四所国立博物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所。 

https://www.kyuhaku.jp/ 

福冈市综合图书馆 

藏书约120万册，其中包括了5千多本外语书籍。馆内的迷

你影院每日免费上映不同的电影名作。另外还设有影像厅

Cinélà，主要上映亚洲地区的电影作品。 

https://toshokan.city.fukuoka.lg.jp/ 

博多传统工艺馆 

位于福冈市博物馆内。展示和介绍“博多织品”和“博多

人偶” 等与福冈·博多有因缘的传统工艺品。 

https://hakata-dentou-kougeikan.jp/ 

匠艺廊（阿库罗斯福冈2楼） 

常年展示福冈县的传统工艺品，包括博多人偶，小石原烧

等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指定的7种和福冈县知事指定的34种

工艺品。入场免费。※因装修暂停营业，预定10月重新开业。 

https://www.acros.or.jp/r_facilities/takumi.php 

无论谁都能自由弹奏的街头钢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即兴

表演的舞台。位于天神索拉利亚广场（立式钢琴）和贝色

之浦博多码头（三角钢琴）的街头钢琴，等着您一显身

手。 

街头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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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孩子上小学之前多被送到保育园或者幼稚园。那保育园和幼稚园有何不同？又该如何申请？以下对日本的

保育园和幼稚园做个简单的介绍。 

 
 

 为因父母工作等原因无法照顾幼儿的家庭提供

托儿服务的设施。隶属于厚生劳动省。老师须持有

保育士资格。 

 
 

    提供上小学之前的基础教育的设施。隶属于文

部科学省。老师须持有幼儿园教谕资格。 

 保育时间     7：30～18：00左右 

              ※1天的标准保育时间为11小时 

 午    餐     提供午餐 

 寒·暑假     无 

 保育时间     9：00～14：00 

              ※1天的标准保育时间为4小时 

 午    餐     任意 

 寒·暑假     有 

保育园 

 带孩子一起参观保育园，了解实际情况。 

 ※去前要提前预约 

 获取《福冈市保育设施等利用指南》等报名材料。 

 ※可从各区育儿支援课以及各保育园获取。 

 提交入园申请表以及在职证明等报名材料。 

 ※新年度申请（翌年4月入园）…10月下旬～12月 

  上旬，交给第一志愿的保育园。（最多可报名5家） 

      ※年度中途申请…可入园日为每月1号，11号，21 

  号。在希望入园日的前一个月提交到第一志愿保育园 

  所在区的育儿支援课。 

 区政府对入园资格等进行审查和调整后将审查 

 结果邮寄到申请人家里。 

 收到入园通知后，根据要求准备入园所需物品等 

 带孩子一起参观幼稚园和参加入园说明会。 

 向幼稚园领取入园申请材料 

 向幼稚园提交入园申请表等申请材料 

 参加入园面试、考试、抽签等 

 ※各幼稚园的录取方式各不相同。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根据要求准备入园所需文件 

 和物品等。 

 上保育园、幼稚园、认定儿童园的3岁～5岁儿童的保育费免费。0岁～2岁儿童，如是住民税

非课税家庭，其保育费免费，住民税课税家庭则按家庭收入决定保育费。对于保育费的免费申请手续，幼稚园和认定

儿童园（幼儿园部分）需要通过所在园办理。保育园以及认定儿童园（保育园部分）则不需办理特别手续。 

    ※保育费以外的接送费用、食材费用、活动费用等由家长负担。 

    ※非“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对象的幼稚园每月最多免除2.57万日元。 

 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内阁府） 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介绍幼儿教育·保育的无偿化制度。 

 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inseido/musyouka/index.html 

福冈市私立幼稚园连盟 ※日语 

可查阅加盟的117家福冈市私立幼稚园的信息以及面向家

长和教职员等的信息。 

http://www.fyr.or.jp/ 保育广场（福冈市保育协会）※日语 

可查阅福冈市内认定保育园和认定儿童园的信息、空缺

情况等。https://www.hoiku.or.jp/ 

保育园和幼稚园 

 其它的保育设施还有同时拥有幼稚园和保育园功能的“认定儿童园”、为0岁～2岁的幼儿提

供小规模保育服务的“地域型保育园”，还有企业从政府获取补助金为员工开设的“企业主导型保育园”等。 

可向保育设施所在区的保健福祉中心育儿支援课咨询。福冈市育儿支援咨询员根据各个家庭的

情况为家长们提供各种信息，介绍适合的保育服务等。还为保育园落选家庭提供信息和确认之后的保育状况等。 

 福冈 儿童信息（福冈市） 介绍育儿方面的信息，育儿咨询窗口，保育园信息检索，育儿交流沙龙和活动信息等。 

 https://www.city.fukuoka.lg.jp/kosodate/kodomo-kosodate/index.html 

其它的保育设施 

保育费 

有关保育园等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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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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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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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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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请谈谈您来福冈的理由。 

   我想最初是好奇心把我带来了日本。在我15岁的时候，我有机会在福冈的一

个日本家庭寄宿了10天，那次的体验让我大开眼界。那时我在学校学习日语，

（寄宿体验）让我看到了语言和文化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我还对在日本创业或者创建与日本有关的企业感兴趣。我喜欢说日语。我发

现日语是一种高语境（high context）的、让人耐人寻味的语言。像日语中的敬

语，谦让语和礼貌语的概念在我自己的母语中并不存在。日语反映出日本的文化，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澳大利亚

英语是比较随意和非正式的，这也反映出了澳大利亚人快乐的天性。 
 

■ Q2 请谈谈您在福冈从事的工作。 

    我经营着一家英语教育公司。我们专注于教授实用英语，在日本各地开展沉浸式教学。另外，我们还开设了英语学童

保育，通过活动、体验而不是阅读或者单向教学来教授英语。我们举办的夏令营甚至吸引了一些居住在佐世保海军基地的

美国人参加。 
 
■ Q3 在福冈的生活和工作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尽力去理解（日本的）文化，即使有时我觉得它是武断的。日本文化对做事方式与做事的结果一样重视。因此我试

图理解我的行为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日本，有一些看不见说不出的规则。要了解这些规则需要一段时间，

也需要不断的尝试和失败。我的建议是你要对你在日本的生活负责。单纯的指责和消极的态度只会带来自我挫败。 
 

■ Q4 请谈谈您对福冈生活的感想。 

   我的工作让我感到充实，让我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福冈是一个很好地融合了乡村和城市的地方。既是城市，又与山、

海相近。 
 

■ Q5 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吗？ 

    语言就像一把开启大门的钥匙，所以一定要学习日语。日本人有时会让你感到难于解读，会让你难于弄清自己所处的

位置。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日本文化是一种高语境文化，意味着人们基于默认的理解和规则进行交流。因此，我认为学

习日语（这门语言）很重要。 

 我与福冈-居住在福冈的外国人专访 

 Phillip Jacobson （澳大利亚） 英语学校经营者 

    为了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福冈县政府向出现发烧、咳嗽等感冒

症状的低重症风险者以及密切接触者免费发放可自我检测的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盒。请注意，发放期间和条件等随时有可能变更。请从

福冈县·福冈市政府网站确认(https://www.pref.fukuoka.lg.jp/contents/

agkit.html)。 

※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请务必在出现症状后使用。 

※使用完毕的检测试剂，请用两层袋子密封后按可燃垃圾处理。 
 

◆申请对象（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居住在福冈县内 

·年龄在小学4年级～65岁以下 

·无基础疾病和非妊娠者  

·已完成两次以上新冠疫苗接种 
 

◆实施期间  2022年8月8日～ 现在  

※根据新冠疫情状况决定结束发放的时间。 
 

◆申请方法  请通过以下网站申请。请注意，在检测试剂盒

发放期间，每人只能申请1次（1次申请只发放1盒）。 

https://form.jp-covid-register.com/index.php/528118?lang=ja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的免费发放 

    由在福冈都市圈的日语教室和日语学校学习

日语的外国人，用日语讲述住在福冈的感受和体

验、将来的梦想等。一起去聆听选手们的演讲，

为正在努力学习日语的他们鼓掌加油吧！ 

 

时间  2022年10月29日（周六）13：00～15：30 

地点  福冈市科学馆6楼 科学大厅 

     （福冈市中央区六本松4-2-1） 

报名  需要事先报名 

报名受理 10月1日（周六）～10月20日（周四） 

报名方法 请通过财团网站报名 

https://www.fcif.or.jp/language/

speech-contest/ 

 

咨询 日本语演讲比赛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内） 

      电话:092-262-1744 

 

外国人日语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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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与国际交流 ◆◇◆ 
 

    福冈亚洲美术馆与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都位于博多区，两者间步行仅需5分钟。福冈亚洲美术馆作为世界唯一一家系

统收集和展示亚洲近现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与亚洲各国的交流活动。它和以创建多元文化共存的社

会，促进地区发展和国际和平为宗旨的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一起，共同举办各种活动，促进国际交流。 

 

 

     

     

 

 

 

 

 

 

 

 

 

 

 

 

 

 

 

 

 

   现代美术Ⅶ「印度现代绘画的精华～ 南达拉尔·鲍斯与乌彭德拉·玛哈拉提」   

                         2022年9月15日 〜 12月25日     
 

    南达拉尔·鲍斯（Nandalal Bose,1883-1966)是现代印度艺术的先驱者之一，他与之

后的乌彭德拉·玛哈拉提（Upendra Maharathi，1908-1981）一样，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

术表现上都受到了以阿巴宁德罗纳特·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为代表的孟加拉画

派的极大影响。 

    孟加拉画派的艺术家们在20世纪初就已与冈仓天心，横山大观等日本的画坛重镇交

流，他们都对自己国家的艺术有可能会消失在西洋化浪潮中而感到危机。为此，相比西洋

绘画，他们更重视本国传统绘画的表达方式和技巧，鲍斯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玛

哈拉提则在1950年代曾在日本逗留过两年，更为倾向于佛教题材。 

    本次展览展出他们在新德里国家现代艺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收

藏的部分作品，以及福冈亚洲美术馆所收藏的相关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欣赏到孟

加拉画派与日本画坛画家们艺术交融后诞生出的印度现代绘画艺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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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一般民事、劳动、交通事故等法律上的问题 
 
第1个星期六 10：30～13：30，第3个星期三 13：00～16：00 

10月1日、19日，11月5日、16日，12月3日、21日 

预约：须预约      

语言：日语（可安排翻译，要提前申请） 

 心理咨询 
 

生活上的烦恼等的心理咨询 

每周 星期一  9：00～17：45，星期二  9：00～11：45 

     星期四  9：00～12：45 

预约：预约制 

语言：日语，英语 

行政书士咨询 
 
国籍、入国、在留资格等 
 
第2个星期日 13：00～16：00（受理截止至15：30） 

10月9日，11月13日，12月11日 

预约：不需要预约 

语言：日语，汉语，英语 

福冈亚洲美术馆 美术展 

        免费拨打电话 
 

   0120-66-1799 
         

                     通过LINE电话咨询   

添加好友，即可利用“LINE通话”功能拨打咨

询电话，阅览有关财团活动以及福冈市面向外

国人居民发布的各种信息等。 

扫描二维码 

脸书（Facebook） 
 

福岡市国際会館／あったか福岡 

 

   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官网 

   https://www.fcif.or.jp/ 

     

    为欢迎刚来福冈的留学生所举

办的活动。留学生将和日本人一起

徒步游览市区和参观福冈亚洲美术

馆。最后还有个小惊喜等待着大家! 

参加免费。详情将在10月中旬后刊

登在财团官网上。 

日期：12月18日（周日） 

同样内容分上午1次，下午2次举

行。所需时间约3个小时 

 

    在福冈亚洲美术馆内的艺术

咖啡厅，可以享受到艺术、书

籍、美味的咖啡和点心。在10月

29日（周六、18：00）和11月25

日（周五、18：30），还将举办

免费音乐会-“秋天的艺术咖啡～

弦乐系列”。 

http://www.ffac.or.jp/news/

detail650.html 

福冈亚洲美术馆艺术咖啡厅 留学生欢迎交流会   

   福冈市国际交流财团计划在10月

～11月期间，在福冈亚洲美术馆举办

“外语绘本朗读会”。详情将刊登在

财团官网和脸书（Facebook)上。 

绘本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