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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间 

星期二～星期五   ９:００～１９：００  ９:００～２０：００（６月～９月） 

            ９:００～１７:００（儿童专用室）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   ９:００～１７:００ 

浦和贷款归还窗口 ９:００～１７:００ 

 

休馆日    星期一（如此日为法定节假日，则此日开馆，休馆日改为第二天星期二） 

第四个星期五（如此日为法定节假日，则此日开馆，休馆日改为前一天星期四） 

---７月・８月除外 

年末年初（１２月２９日～１月３日） 

春季·秋季特別整理期间 

浦和贷款归还窗口  同样的节日埼玉县立档案 

第四个星期五（如此日为法定节假日，则此日开馆，休馆日

改为前一天星期四） 

 

借书事项 

      借书时将所要借的资料和借书证提示给借书办理台。初次利用者，填好申请单，并将 

写有名字，住址的居留卡或健康保险证一起提交借书办理台，就会得到发行的借书证。

图书，杂志一共可借 10 册，唱片和录像带一共可借 5 盘。期限为 15 天。想要续借时，

请在 15 天的借书期限之内，亲自到借书办理台或打电话联络办理。此仅限于没有其他

预约的情况，且只延长一次。 

 

 

Kobaton(灰斑鸠) 

图书馆原则上免费提供。图书馆是提供给所有的人。 

本图书馆对利用者的隐私权，绝对保密。 

书架上的书籍，报刊，杂志等，任何人都可利用。 

 

中国话简体字 

有两个埼玉县立图书馆在埼玉县。 

埼玉县立图书馆根据分野的不同、各图书馆分担不同的图书收集。 

熊谷图书馆 : 收集综记  哲学  宗教  历史 地理 社会科学 工商  

地域・行政资料 海外资料 AV 资料 

久喜图书馆 : 收集自然科学  技术  芸艺 语言  文学  盲文图书 有声图

书 儿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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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书事项 

      请在 15天借书期限内在还书办理台办理还书手续。闭馆时将书投入馆门边的还书邮箱，

通过邮递还书也可以。ＣＤ、ＤＶＤ、录像带易损坏，请尽量在办理柜台返还。若您

想将它投入还书箱返还，因为要避免损坏，请用气泡缓冲材将它包上再投入。（黑胶唱

片切勿投入还书箱）。县立图书馆借的书可以在以下任何县立图书馆还（熊谷,久喜）。 

如果您还资料非常晚，那么您就不能再借阅资料，不能办理其他的预约事宜了。 

 

查找资料  

    利用图书馆内的电脑探索器或因特网（https://www.lib.pref.saitama.jp/licsxp-opac）,

可以查询图书馆内资料。如所需资料已借出或没有藏书，可预约申请。另外，如有不明

之处，可以向图书馆员询问。 

 

指南服务处 

      您查找资料时，如有需要，可尽力帮助您查找。 

 

图书馆的互助活动 

琦玉县的公共图书馆里都可以借哪个公共图书馆的书籍。 

凡是琦玉县立图书馆的资料，都可以在您附近的图书馆里借还。 

 

复印事项 

      只有埼玉县立图书馆的资料，并且在版权法规定之内可以复印。（一枚黑白复印 10 日

元  彩色复印３０日元）复印之前，请填写好申请单，提交给办理台。私人资料不许

复印。 

 

其他事项       二号馆有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 

 

请注意事项     无论资料丢失或污损，都要求赔偿同样书的金额。请大家保管好。 

 

报刊和杂志     不能借报纸。但可以借在两年之内发行的杂志。 

 

报刊目录表  

语言 报纸名 收藏馆 

中国话简体字 人民日报北京版 熊谷 

中国话繁体字 留学生新聞(中国话繁体字，日语) 熊谷 

韩国・朝鲜语 
조선신보(朝鮮新報), 동아일보 일본판(東亜日報日本版), 

노동신문(労働新聞), Asia 觀光經濟新聞 
熊谷 

英语 

Asahi Weekly,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The Japan Times, 

The Japan Times on Sunday, Mainichi Weekly, The New York 

Times Weekday ed. 

熊谷 

英语 The Japan news 久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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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 Le Monde 熊谷 

 

杂志目录表 

语言 杂志名 收藏馆 

中国话简体字 中国烹饪, 中华武术, 人民文学 熊谷 

中国话繁体字 亞洲週刊 熊谷 

韩国·朝鲜语 월간조선(月刊朝鮮), 그루터기（グルトギ） 熊谷 

英语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Car and Driver, The Economist, 

Foreign Affairs, Fortune, Global Asia, International Preservation 

News,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Journal of rural medicine, 

Korea Focus, Library Journal, The Library Quarterly, Nature, The 

New Yorker, Popular Science, Progress in Informatics, Scientific 

American, Sports Illustrated, Taiwan Review, Time, Vogue, 

Zoological Science 

熊谷 

Bulletin of the Center for Children’s Books, The Horn Book 久喜 

德语 Der Spiegel 熊谷 

法语 France Japon Eco 熊谷 

西班牙语 Kyodai 熊谷 

葡萄牙语 Casa & Jardim, Claudia, Veja 熊谷 

 

市役所以及国际交流协会的信息报纸               收藏馆：熊谷 

信息纸名 语言 发行者 

TOMO×TOMO(也

也) 
日语・中国话简体字・韩国朝鲜语・英语 协同推进课多文化共生员 

Friendship News 日语 埼玉县国际交流协会 

Hello Friends 日语 ふじみの国际交流中心 

Hello Corner News 中国话简体字・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上尾市自治振兴课 

HIFA News Letter 日语 日高市国际交流协会 

Information Fujimino 
日语・中国话简体字・韩国朝鲜语・菲律宾

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ふじみの国际交流中心 

IRUMA COM-COM 中国话简体字・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入間市国际交流协会 

国际交流 NEWS 日语 入間市国际交流协会 

Kompeito 日语 春日部市国际交流协会 

Koshigaya 

Messenger 
中国话简体字・菲律宾语・英语 越谷市市民活动支援课 

KUMAGAYA 

FRIENDS 
中国话简体字・英语 熊谷市广报广听科 

Link 中国话简体字・日语・英语 バイカルチャーキッズ熊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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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ATO VIEW 英语･日语 三郷市市民活动支援课 

NIFA dayori 日语 新座市国际交流协会 

Puｌaｌa 
日语・中国话简体字・韩国朝鲜语・英语・

西班牙语 
埼玉市观光国际协会 

Sai no Nakama 中国话简体字・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埼玉县国际交流协会 

Shake Hands 日语  ＊情报（英语･日语） 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 

SIFA Newsletter 日语 狭山市国际交流协会 

TiFA 日语 戸田市观光国际协会 

TIFA Newsletter 日语 鹤ヶ岛市观光国际协会 

 

 

 

 

 

 

 

 

 

 

 

 

 

 

 

 

 

 

熊谷图书馆 

 

〒360-0014 熊谷市箱田 5-6-1 

   电话 048-523-6291 

   FAX 048-523-6468 

○熊谷站（JR, 秩父铁道） 从北口,  

徒步走 20 分 乘开往「葛和田」 

「くまがやドーム」「箱田车库」的 

国际十王公共汽车到「ハローワーク 

熊谷前」站下车从汽车站步行 2 分钟 

 

浦和贷款归还窗口：  

浦和贷款归还窗口：〒330-0063  

埼玉市高砂 4-3-18 

电话 048-844-6165  

FAX 048-844-6166 

 

久喜图书馆 

 

〒346-8506 

   久喜市下早見 85-5 

   电话 0480-21-2659 

   FAX 0480-21-2791 

 ○ 久喜站（JR, 東武伊勢崎线） 

从西口 徒步走 20 分 

乘市内环形公共汽车「市役所前」

站下车 

2019.4 

https://www.lib.pref.saitama.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