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0-8501　高崎市 高松町35-1　高崎市文化课内

　　　〒376-8501  桐生市姫織町1-1　桐生市总务课内

星期‧时间   ： 星期三　18:30～20:00

教室位置     ：群马福祉会馆

                   　     高崎市新町  3190-1

星期‧时间   ： 星期三10:00～11:45 ；星期六 10:00～11:45

学费                ：500日元／ 期
开课時期        ：5月～7月 ；  9月～12月 ；1月～3月

报名‧ 咨询   : 高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321-1201

                            群马县内的日语学习                                            2020.6月现在

前桥市

教室位置      :  前桥市中央公民馆

                        前桥市本町 2-12-1   K'BIX  元气 21 前桥
星期‧时间   ： ◇少人数小组上课
                        星期三 10:15～11:45 ；星期六 10:15～11:45

※日程时间表及内容有可能变动，详情请咨询主办方。

教室位置       : 中居公民馆

                  　      高崎市中居町 3-21-1

                             E-mail: mia@peach.ocn.ne.jp    HP：http://miajapan.sakura.ne.jp/

高崎市

教室位置       : 高崎市中央公民馆

                  　      高崎市末廣町 27

星期‧时间   ： 星期二 10:00～12:00 ； 星期四19:00～20:30
　　　　　　　  星期六13:30～15:30

                            ◇日语教室（入门‧ 初级Ⅰ‧ 初级Ⅱ ）
                        星期三 18:30～20:00 ；星期六 18:30～20:00

教室位置     ： 前桥市总社公民馆

       日语教室 6月至8月 ；9月至12月 ； 1月至3月

                         前桥市总社町总社 1583-2
星期‧时间  ： 星期四 18:30～20:00
学费              ： 免費

开课时期     ：少人数小组  9月至12月 ； 1月至3月

报名‧ 咨询  ：前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243-7788

                           〒371-0023前桥市本町1-5-2    前桥市职员研修会1楼

                           Tel. 027-321-1201

                  　     高崎市棟高町 977-1

星期‧时间   ：星期一 19:00～20:45

教室位置      ：新町文化大厅

                            E-mail: office@takasaki-irs.org     HP：http://www.glocalfive.net/tirs/

桐生市

教室位置       : 桐生市青年之家 

                           桐生市仲町 1-8-37

教室位置        : 吉井西交流中心

                            高崎市吉井町長根525 

星期‧时间  ： 星期二 19:00～20:30

星期‧时间    :  星期六10:30～12:00

学費               ：免費

开课时期      ：5月至7月 ； 9月至11月 ；1月至3月

报名‧咨询   ：桐生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7-46-1111
                                                E-mail: office@kiea.jp    HP：http://www.kiea.jp/indexj.html

在线 教室       ：请咨询星期和时间

Zoom



〒372-8501  伊勢崎市今泉町2-410    伊势崎市市民部国际课內

〒373-8718　 太田市浜町2-35

HP：https://www.city.ota.gunma.jp/005gyosei/0020-007kikaku-kouryu/kokusaikouryu/

〒374-8501　館林市城町1-1　馆林市市民協动课内

〒377-8501　澀川市石原 80  涉川市新政策课內

         HP：http://www.city.shibukawa.lg.jp/kurashi/community/kokusaikouryukyoukai/index.html

                                             Tel. 0270-27-2731

                                              E-mail: i-exchange@dan.wind.ne.jp     HP：http://www7.wind.ne.jp/kokusai/

伊势崎市

教室位置       ：伊势崎市絣之鄉 · 市民交流馆

                            伊势崎市昭和町 1712-2
星期‧时间    ：星期日 上午班 9:30～11:30    下午班 13:30～15:30
学费                ：1,500日元/期 （无教材者，需另付教材費1,500日元）

报名‧ 咨询   ：伊势崎市国际交流協会

开课时期       ：5月至7月 ； 9月至11月 ；1月至3月

学费               ：500日元/期

开课时期      ：4月至7月 ； 9月至12月 ； 1月至3月

教室位置      ：太田市木崎行政中心

                           太田市新田木崎町 1215-1

星期‧时间   ：星期一19:00～20:30

学费             : 免費

太田市
教室位置       : 太田市国际交流中心 
                           太田市浜町 2-7　太田市役所南廳舍（2楼）

星期‧时间   ：星期日14:00～16:00 ；星期二 18:30～20:30  ；星期三 13:30～15:30

馆林市
教室位置         : 城沼公民馆
                              館林市松原 1-22-22      

星期‧时间     ： 星期一  19:30～21:00

教室位置         : 鷹匠町 长屋門

开课时期      ：全年（国定假日除外）

报名‧ 咨询  ：太田市国际交流協会

                                    Tel.  0276-48-1001

                                    E-mail: otaia@mx.city.ota.gunma.jp

开课时期          ： 一整年 　※ 有放暑假及春假

报名‧ 咨询    ：馆林市国际交流協会

                                     　　 Tel.  0276-72-4111

                                               E-mail: kyodo@city.tatebayashi.gunma.jp　HP：http://www.tia.tatebayashi.gunma.jp/

涉川市

教室位置      ：涉川市中央公民馆

                              館林市大手町 7-29

星期‧时间     ：星期一 10:00～11:30 ; 星期二 10:00～11:30

教室位置         ：分福公民馆

                               館林市分福町 847-7

星期‧时间     ：星期四 10:00～11:30

学费              ：免費

                                             E-mail: sia-shibukawa@city.shibukawa.lg.jp

                            涉川市涉川 908-21

星期‧时间   ：星期二 10:00～11:30； 19:00～20:30

学费             ： 3,000日元/年

开课时期       ： 一整年（假日、年末年初、除8月以外）
报名‧ 咨询   ：涉川市国际交流協会

                                             Tel.  0279-22-2396



〒375-8601 藤岡市栗須327  藤地冈域zhukuri(发展）課內

              HP：https://www.city.fujioka.gunma.jp/kakuka/f_jiti/fia_top.html

〒370-2316  富岡市富岡 1151    OTOMICHAN家里

榛东村

 

〒370-1132　佐波郡玉村町下新田 208-4 玉村町住民活动支援中心内

〒370-0523　邑楽郡大泉町大字吉田 2011-1大泉町公民館南別馆内

藤岡市

教室位置        : 藤冈市综合学习中心

                             藤岡市藤岡  1485

星期‧时间    ：星期五 19:00～21:00

学费              ：免費

教室位置       ：富冈市生涯学习中心

                             富岡市七日市 400-1

星期‧时间    ：星期四 10:00～11:30；  19:00～20:30  全年

学费             ：免費

开课时期       ：星期四 一整年※详情 请咨询

报名‧ 咨询   ：富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4-62-8232

开课时期       ：4月至隔年3月(一整年) 8月暑假休息

报名‧ 咨询   ：藤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4-40-2428

                                                  E-mail: fia@city.fujioka.gunma.jp

富冈市

教室位置       : 玉村町勤劳者中心
                           佐波郡玉村町下新田 227-1

星期‧时间   ：星期五   19:30～21:00  ;   星期六 13:30~15:00

                                               E-mail:  tia@tomioka-ia.com    HP: http://www.tomioka-ia.com/

开课时期      ： 8/下旬～9/下旬

报名 ‧ 咨询i : 榛东村国际交流協会

星期‧时间   ：星期日 10:00~11:30

学费                :  700日元

玉村町

                                                Tel.  0279-54-2211（代）

教室位置　   ：榛东村中央公民馆
 　　　　　　北群馬郡榛東村山子田797

〒370-3593北群馬郡榛東村新井790-1

教室位置       : 大泉町公民馆 南別馆

                            大泉町吉田2011-1
　 整年课程

学费            ： 1000日元购买10次使用劵  

学费            ：500日元/年

开课时期      ： 一整年 （从七月下旬到八月底 放暑假，年末年初放寒假)

报名‧ 咨询  ：玉村町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0-65-7155

                                                  E-mail: tamatia1995@gmail.com 　　HP:　https://tiatamamura.wordpress.com/

大泉町

星期・时间     ：
星期三、五 19:00 ～ 21:00 ；

星期日        10:00 ～ 12:00  

开课时期       ： 一整年  

报名・咨询:大泉国际交流協会

                                                  Tel. 080-6812-0152
                                                  E-mail: kxyzmaster@yahoo.co.jp   HP: https://www.oia-gunma.jp/



〒379-0116　安中市安中1-23-13　安中市役所内

                      HP: https://aia-kokusai.wixsite.com/annaka-kokusai-aia

〒378-0054  沼田市西原新町138-9

             　 E-mail:honbu@griff.co.jp　URL:http://www.griff.co.jp

安中市

教室位置      :  安中市国际交流屋（house）

                           安中市安中 1-23-13

                                         Tel. 0278-24-1519

教室位置      :  株式会社Griff Education
                      沼田市西原新町138-9
星期‧时间  ：  星期三 　19:00～20:30
学费            ： 免費

开课时期      ： 4～12月 ;  2～3月
报名‧ 咨询 ： 株式会社Griff Education

星期‧时间  ：  星期二至星期日  ※有关時間请咨询
学费            ： 年費1,000日元
开课时期      ： 一整年（年末年初 休息）
报名‧ 咨询 ： 安中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 027-380-5688

沼田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