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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多言语志愿者
为了您在岩手县能够生活地更加舒适、不会感到
生活不便。我们为各位提供了多方面的生活信息
及建议。如果您在生活上遇到难处，欢迎垂询。

（有使用中文和英语的人员接待。）

如果您有需要，请与协会联系。

多言語サポーター

外国人が日常生活に不便を感じず、快適に生活できるよう、生
活上のアドバイスをします。気軽に相談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中国語を話せる人がいます）

ご希望の方は協会へご相談ください。

外国人咨询
关于在留资格、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的问题解答。
在留資格、法律、医療など専門分野の相談に応じます。

※事前にご相談ください。可能な範囲で通訳者などをご紹介します。

接待日 ：每月第 3 个周三 毎月第３水曜日

接待时间：15：00-18：00
地点：国际交流中心 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がいこくじん そうだん

＊毎週火、水、木、金　13：30 ～ 17：30 は、中国語を話す
　外国人相談専門員がいます。

※请事前联系，我们会为您准备翻译。

每周周二 , 三 , 四 , 五 13:30-17:30 有会说中文
的专职外国人咨询员 .

有空来アイーナ 5 层的国际交流中心坐坐！

◆日本語の勉強をしたいとき、友達がほしいとき、生
　活のためのいろいろな情報があります。
◆外国語の本や、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ための教科書、ビ
　デオを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１回 5 冊まで、2 週間以内）
◆インターネットも無料で使えます。
◆生活のいろいろな相談を受け付けています。

アイーナ 5 階「国際交流センター」に遊びにきてください！

◆当你想学习日语，想交异国朋友、或是日本生活上
遇到困难时，请与我们联络，我　们将提供您需要
的信息。

◆我们中心有外文书，日语教材、录像带等，任何人都
可以在馆内阅读或借阅。
　（1 次最多 5 本，期限为 2 周）

◆可以免费使用电脑上网
◆提供生活问题咨询服务

开馆时间： 9:00 - 21:30 
※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为新年休息。
※12 月 29 日～ 1 月 3 日は、お正月のお休みです。

〒020-0045  盛岡市盛岡駅西通 1-7-1　アイーナ 5 階

1-7-1 Morioka Eki Nishi-dori, Morioka, Iwate 5th floor 
on aiina  020-0045

TEL 019-654-8900 ／ FAX 019-654-8922
E-mail  iwateint@iwate-ia.or.jp

jien go　2010 春季

次回の jien go（中文版）は、5 月末発行予定です。
下次的 jiengo（中文版）、预定　5 月末发行。

财团法人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 国际交流中心

（財）岩手県国際交流協会／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特别专栏： 应对生活中的纠纷！
在生活中，也许遭遇到意想不到的纠纷。为了应对此种紧急时刻，让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哪里能为自
己解决怎样的问题！！

想把国内的家人叫
到身边

譬如以下情况･･

跟日本人配偶离婚
后是否还能呆在日

本？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人咨询日

接受有关在留资格等的咨询

由行政书士接待，免费。可以接受英语、中文的咨询。需要预约。
时间：毎月第３个周三　15:00 ～ 18:00
地点：盛冈站西口　アイーナ５楼国際交流中心
预约方：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Email　iwateint@iwate-ia.or.jp

除此之外、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有外国人咨询接待人员、可以接受中
文的咨询。

想使用中文咨询

TEL 019-654-8900

请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感想 

对于（１）～（３）的回答，填写上住所、名字、电话号码、「jiengo 英语版调
查卷」之后，用明信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 送到

（财）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另外，我们将给
您发送中奖结果。本次我们将会向 5 名参
加者提供了解非洲活动的埃塞俄比亚咖啡
一包（4 杯）及美术明信片作为小礼品。
截止日期：4 月 30 日（金）当日消印有効
※调查卷＆礼物 jiengo 各语言版共通。

抽签中礼物！请协助名叫「jien go」的调查卷。

调查卷
（１）报道容易明白吗？
　①非常容易明白　②容易明白　③难明白
　④非常难明白
　※选③或者④的人、尽可能的告诉理由。

（２）这次在 jiengo 中感到有意思的事、感兴趣的事是什么？
（３）如果您有意见・要求，请寄给我们。

　5 月是世界各国平等交易月。在岩手县也将举行 [ 平
等交易在岩手 ] 的活动。
　５月 9 日（日）在位于盛冈电车站西口的アイーナ、
此外 5 月份在县内的其他 5 个地点也举行相关的活动。
　关于将要举行的各种活动的日程安排，详情请查询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的主页　http://www.iwate-ia.or.jp 

公平交易在岩手报名・垂询
( 财 )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Email june@iwate-ia.or.jp

协会手机网上
阅览开通！
协会手机网上
阅览开通！

今年也将举行！
世界平等交易・在岩手

今年也将举行！
世界平等交易・在岩手

自 4 月 1 日起、协会将开通手机
网上阅览功能。各种活动的相关

信息请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www.iwate-ia.or.jp/

Fair Trade - Made in Diversity



Baimakrut
住址 盛冈市中桥通1-4-22中桥106大楼 1楼
电话 019-622-8109 
营业时间 午餐 11：30-14：30　 晚餐 17：00-24：00
定休日 星期天（只是连休时是最后一天为定休日）

按顺序介绍提供民族餐厅地图提到的各店！

< 照片 >　午餐菜单　C 套餐　泰国炒面条。拌凉菜、汤、甜点、附带饮料、８６０日元。

　最近去盛冈市中桥通泰国料理餐厅「Baimakrut」追求了一下亚洲的香味儿。店里洋溢着泰国度
假村气息。
　今天的午饭有：泰国的炒面条、泰国风烤面条。往米粉面中放入独特的酸甜汤。充足的蔬菜和虾仁。

再加上一定量的花生，醇香宜人。
　就店里的情况采访店主时，店主说熟客常来常往，可
是新客人没有怎么增加。据说好象还是有很多人不喜欢
香菜。其实，香菜也只是简单的放在表面，如果不想吃
拿开即可。顺便，若是初次挑战泰国料理、最有人气的
是绿色咖喱。对迷恋泰国料理的客人 , 我们向您推荐边
喝泰国啤酒、泰国葡萄酒边享受青木瓜凉拌菜、炒空芯
菜、炸虾肉等丰富的菜肴作为晚餐。　（担当 mo）

プラザ
おでって 中三

←盛岡駅

Baimakrut

孟 兆庚 先生

　因为想学习外国菜的做法，所以有了来日本的打
算。现在在酒店做中国菜系的厨师。日本人喜欢味道淡一些、甜一些的食物。为了迎合这种口味，
自己也在慢慢调整调味的方法。还好有大家捧场，日本朋友们对我做的菜好像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此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鱼翅汤和香酥鸡。味道十分不错，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我非常喜欢盛冈。不仅因为这里的人好，还因为这里的山和水跟我家乡的很相似。让人心情
平静。我在盛冈冬天的一大乐趣是看高松池的天鹅。在中国，有看到天鹅就会幸福的说法。所以，
每年冬天都要去看好几次。
 以后，打算在盛冈的生活中继续努力学习下去。

住在盛岡市、来自中国・吉林省

受到夫妻之间问
题的困扰

岩手县男女共同参与计划中心

家庭内部矛盾、家庭暴力、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等咨询

咨询室
◆一般咨询（电话、当面）
　星期一・三・四・六・日　9:00 ～ 16:00,
  星期二・五　9:00 ～ 20:00
◆男性咨询（当面咨询要预约）　毎月第２个周六　10:00 ～ 13:00
　＊男性接待人员为男士提供的咨询服务。
◆法律咨询（要预约）　毎月第３个周日　10:00 ～ 13:00
　＊女律师为女性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

想找个人发发
牢骚

TEL 019-606-1762（日语）

由于金钱纠纷陷
入了苦恼

当遇到不正当的
经营方式时

在县民生活中心，接受来自县内各地区的咨询。另外在您所居住的地
区消费生活咨询室以及各市町村的消费者行政担当窗口也可以接受咨
询。需要时请联系。

接受与商品、服务等消费生活有关的不满及问询

有关交通事故想
进行咨询时

我们将帮助那些虽然有事情要咨询，但是语言不通感到为难的外国朋友。
在语言方面需要协助时、请您到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来咨询。
联系方式：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FAX 019-654-8922　Email tagengo@iwate-ia.or.jp

法律平台

有关法律纠纷的咨询服务窗口。对收入及资产等在一定水平以下者，
开设有不收取费用的咨询服务。（需要预约）
法律平台岩手：盛冈市大通 1-2-1　岩手县产业会馆本馆２Ｆ 

法律咨询

岩手 TEL 050-3383-5546（仅限日语）
全国 TEL 0570-078374（日语・英语可）

有关金钱纠纷方面的咨询

想依据法律解决
纠纷时

岩手县消费者信用生活共同组合

经济烦恼咨询热线

不要因经济及生活上的事情而独自苦恼，请务必前来咨询。                                                         

TEL　0120-979-874（日语）

岩手县县民生活中心 
TEL 019-624-2209（日语）

　在盛冈皇家酒店做厨师的孟兆庚先生，来到盛冈第四年了。



想与以上募集者取得联系者，请直接与当事人联系。以
上没有登载联系方式的，请到アイーナ 5 楼国際交流中
心的信息揭示板查看。或到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询问。

在留资格等问题经进行解
答。免费。严守秘密。可以
接受日语・英语・中文的咨
询。需要预约。

□咨询处 /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FAX  019-654-8922
 邮箱 iwateint@iwate-ia.or.jp

21
4 周三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人咨询日

19
5

□会场 / アイーナ５F 国际交流中心

毎月第３周三
15:00 ～ 18:00

活动・讲座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周三

国际交流活动小组　Lalala
国际交流聚会 ”Lalala de Fever”

□时间　/　19：00－21：30
□会场　/　りすとらんて・とっと
 盛冈市大通ダイワロイネット宾馆１楼
□参加费　/ 社会人 3500 日元　学生 3000 日元
 ＊Lalala 会员优惠 500 日元。
 （付料理、2 个半小时自助酒水）
□定员　/　40 名
 ＊报名截止于达到限定人数时。
 ＊高中生以下谢绝参加。
 ＊拒绝未成年者饮酒。
□申请处　/　Lalala
     邮箱  lalala_community_since2006@yahoo.co.jp

15
5 周六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情侣、也或是团体
都热烈欢迎！无须语学能力。参加资格
是「喜欢与大家分享快乐！」

在日本感到惊讶的事是？

使日本生活变得方便快捷的方法有？

3 月 5 日的信息。最新信息请在网上确认。
http://www.iwate-ia.or.jp/

西班牙・巴赛罗纳出生的娇鲁泰女士介
绍有关西班牙的魅力。如：舞蹈、圣家
堂、足球等。
也有智力题目和游戏。

品味巴塞罗那的魅力！

17
4 周六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时间　/　15:00 ～ 17:00　
□会场　/　アイーナ　6 楼 团体活动室 1　
□定员　/　40 名
□参加费　/　一般　200 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赞助会员 100 日元
□申请处　/　（财）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Email  m-abe@iwate-ia.or.jp

还准备了加泰罗尼亚州的甜点 「加泰罗尼亚奶
油」！

公平交易・运营团体 in 岩手

9
5 周日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本次的问题是
「日本的生活」

在本专栏刊登有大家的意见和心声！

2010 年第１回　日语能力考试
日语能力检定考试从本次开始更新。
详细请看网页 http://www.jlpt.jp

□考试时间　/　7 月 4 日（周日）
□实施水平　/　N1,　N2,　N3
□申请期限　/3 月 26 日（周五）～ 4 月 30 日（周五）
□考试费　/　5,500 日元
□应试向导　/　500 日元（附申请书）
 * 从 3 月中旬在主要书店贩卖。
□考场　/　全国主要城市
□咨询处　/　日语能力考试受理中心
 TEL 03-5220-3431

相谈会

资格

◆①司机们的开车技术很棒，在很狭窄的空间也能游刃
有余。②被炉文化　③公交车，电车运行非常按时。　
④硬币很多（1 日元～ 500 日元）　⑤在外吃饭时，不
论时节，服务员总会上冰水。（中国・女）

◆1 年的留学结束了，感受到了一些文化冲击。原本以
为大家穿着打扮一样，长的相似，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女）

◆和周围的居民搞好关系。打打招呼、说说话就能逐渐
的互相了解，问许多问题。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便宜
等等（日本・女）

◆电车车身很短（中国・女）

◆超市的店员温柔充满活力。总是面带微笑。超市内非
常安静。（中国・女）

◆①进门前在门口前要脱鞋，即使现在有时候还会忘记。
②和式的厕所。开始的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秘鲁・女）
◆羽田机场是用垃圾填海造陆而建成。（中国・女）

◆①不用勺子而是用筷子吃米饭。②马肉生鱼片、牛舌。
③很多人排队上厕所。随处可见排队的人们。（韩国・女） ◆一般事情都不必慌张，做到从容不迫。

（感觉什么都比韩国慢･･･。）（韩国・女）

◆①有幽默感。因为有可能犯很多令自己害羞的小错误。
②了解文化，注重礼节（秘鲁・女）

◆①坐公交车时不能接打电话②能把车停在非常狭窄的
地方，开车技术让人惊讶。（中国・男）
◆日本人很有礼貌，对待工作很认真。（中国・女）

◆地铁像是日本的脚（中国・女）

◆超市（中国・女）

英语・中文学习
用英语教中文或是用中文教英语。

正在找朋友
想跟泰国 / 菲律宾人交朋友。
请联系我。

正在寻找说英语国家的朋友。
想跟说英语的人交朋友。
一块儿玩儿吧！

面向有意租房的外国朋友
位于盛冈市小鸟泽，４LDK（两个厕所）的房间。

在国际化的当今时代、如果也能让日本
的各位体验一下南美的生活和文化以及
造就此文化的开阔而温暖的安底斯心
灵，我们将万份喜悦。（共８次）

领略一下南美安底斯文化吧

3~
4 周六

□日期时间　/ （共 8 次）　
          4/3・17、5/8・22、6/5・19、7/3・17
□资料费　/　2,500 日元（8 次总额）
　　　　※每参加一次 300 日元。
                 （有料理讲座时费用另算）
□报名　/　在原伊丽莎白  TEL 090-4632-4796

在原伊丽莎白

５月是世界平等交易月。５月９日在盛
冈 aiina、此外在县内的其他５个地点也
将举行各种相关活动。详情请见岩石手
县国际交流协会主页 
http://www.iwate-ia.or.jp。

□地点　/　盛冈电车站西口アイーナ内
□咨询处　/　（财）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　019-654-8900

征集
日语教室岩手「和」

日语学习班　征集学习者！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岩手日语学习班「和」开讲。

□时间　/　每周周四
□讲座　/　（１）日语学习班　10:30 ～ 12:00
 　　　　对象：初级到高级
　　　　　（２）写字・朗读班　13:00 ～ 14:30
□会费　/　各讲座　每月　1,000 日元
□地点　/　アイーナ６F　团体活动室
□联系人　/　TEL　090-8548-7044（佐佐木）



稍稍喘口气

既然想在这里记住，那就
传达给您日式料理的基本方法！　

■制作方法
◎制作酸米饭
   1.   首先把醋、白糖、盐搅拌在一起。
   2.   把 1 浇在做好的米饭上。用饭勺切割式的搅拌。
◎事先准备
   3.   将黄瓜切成与海苔儿一样宽的长度。
   4.   将火腿肠用热水焯过后像图 (b) 一样加入纵向切

开。
◎做海苔卷儿
   5.  把海苔卷儿放在卷寿司的竹帘上（如果没有可以用

保鲜膜代替），把酸米饭放在上面铺满。
   6.   把充当郁金香花瓣的两根黄瓜横放在中央成 V 字

形。再在其间纵向放上相当于郁金香茎部的黄瓜･･･
(c)

   7.  在黄瓜的缝隙之间铺满酸米饭。
   8.  拿起寿司竹帘，将火腿肠的有切落部分的一端朝

上，放在黄瓜的中间位置
   9.   圆圆的卷起来。
   10. 一边用湿布擦拭一边将卷好的寿司切开。

（做 4 根寿司卷的量）

◆酸米饭
　蒸好的米饭 ......................... 0.1 升
　醋 ......................................３大勺
　白糖  ................................. １大勺
　盐 ......................................１小勺
◆紫菜卷寿司
　紫菜（海苔）　.................4 个半张
　黄瓜　 ................................... １根
    火腿肠（稍长） 　.................. ４根

　　　　     （或 8 根短德）

◆「梅花」的摆放制作。
往酸米饭内加入颗粒粉末调味料（ふりかけ）使其变
红色。用较小的海苔把红色的酸米饭卷成 5 个条状。
将菠菜轻轻焯过后，用海苔卷成条状。
像做郁金香粗寿司卷时一
样，把处理好的 6 根条状
放在铺满酸米饭的寿司卷
帘上。卷起来之后切开就
成了 [ 梅花 ] 状的寿司了。

做
叶
的
部
分

做
茎
的
部
分

(a). 黄瓜的截面图

切

(b). 火腿肠的截面图
切掉

(c)(c)

写真

粗卷寿司是寿司的一种。稍微下点功夫，就能够做出可
爱的粗卷寿司。也许会在郊游、运动会、家庭聚会中给
大家带来更多快乐。这次，介绍一下「郁金香」花式粗
卷寿司的制作方法。

谢谢你，吴光玉女士！

　在岩手县 NPO 文化国际科工作的吴光玉女士，担
任岩手县国际交流员两年后，将于今年３月末任期修
了回国。
　吴女士在县内小、中、高等学校进行有关中国文化
讲演、在国际交流团体或地域小组等地方传授中国料
理，她的工作让我们近距离接触了中国。另外、帮助
住在县内的中国人、从事协助县厅职员的工作等，活
跃于各个领域。

岩手县国际交流员　吴 光玉女士

大家好，我是国际交流员吴光玉。
今年 4 月我将结束 2 年的在日本的工作回到中国。
回想 2 年前，被安排到陌生的岩手时，心中有些不安，不知道在岩手是否会生活顺利，
工作顺利，但是 2 年后的今天，我确信我是这么幸运在这里生活过。
国际交流员的工作非常有意思。2 年来我走访了岩手各地，介绍中国文化，一起和当
地居民做中国料理，和中小学生交流做游戏等，每到一地都感到当地人们的热情和纯朴。
  从事这个工作以前，我的概念中的国际化就是经济上的接轨，但是通过这份工作我
理解到，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交流，更多的应该是人与人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至
今还记得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到 “ 公平交易 ” 时的迷茫，第一次介绍中国时的紧张。
参加多次的 “ 聊天谈地 ” 中，一起动手做中国的剪纸，中国结，跳秧歌，做糖葫芦等等，
对自己也是一个新的挑战，看到参加人员的的喜悦的表情更是感到无比的鼓舞。在这
里不但自己作为主角介绍，有时还作为外国人学习了日本的文化以或是参加介绍其他
国家的活动，参加“同一个世界嘉年华”等大型活动。对我来讲不仅是中国、日本的接触，
也是对世界各国的人与文化的交流。在这片地域我接触到
了世界。
每当我走到盛冈驿附近，自然而然的移步到アイーナ，到
了アイーナ又不经意间到了 5 楼的国际交流中心。就像国
际交流中心的亲切和轻松的气氛向我招手一样。
我非常珍惜在岩手的人生难忘的经验，也难忘岩手人们的
热情和纯朴。在岩手的这 2 年的经历将牢牢地在我的记忆
里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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