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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4 媒体

1.电视
NHK 电视台（一频道）
一部分新闻节目用日语和英语进行双语播送。但收看此类节目需要使用能够听双声道的电视。

节目名 播送时间

NHKNEWS７ 每天 19:00～19:30（30 分钟）

NEWS WATCH９ 周一～周五 21:00～22:00（60 分钟）

NHK 国际电视台（卫星放送：NHK BS）
在制作、播送面向海外节目的 NHK 环球电视中，有一部分新闻、节目是用英语播放的。

节目名 播送时间

NEWSLINE BS1 每天每整点

＊＊＊ 关于ＮＨＫ的收听收视费 ＊＊＊
法律规定凡拥有电视的人都应该支付收听收视费。

2个月支付额 6个月预付额 12 个月预付额

地面电视签约 2,550 日元 7,300 日元 14,205 日元

卫星电视签约（含地面签约） 4,440 日元 12,715 日元 24,740 日元

（根据支付方法，费用也不同。）
NHK 收听收视费（签约）窗口：

URL http://pid.nhk.or.jp/jushinryo/
0120‐151515 （9:00～18:00）
050-3786-5003 （9:00～18:00）

＜卫星电视＞
与卫星电视频道签约就可以看到用英语播送的新闻及电影等节目。也有放映外国新闻节目的频

道。详情请咨询有关电视台。

电话号码

NHK BS 0570‐066‐066

URL
http://www.nhk.or.jp/digital/satell
ite/index.html
签约窗口： 0120‐151515

SKY PerfecTV 0120‐039‐888
URL
https://www.skyperfectv.co.jp/eng/

WOWOW 0120‐580‐807 URL http://www.wowow.co.jp/

＜有线电视＞
与有线电视台签约后可以收看到包括英语等专门频道。详情请咨询当地有线电视公司。

2.广播
NHK 第 2 套广播（828kHz）

面向海外制作、播送的 NHK 日本环球广播的一部分新闻、节目在日本国内也可以收听。

节目名
播送时间

周一～周五 周六・周日

http://pid.nhk.or.jp/jushinryo/
http://www.nhk.or.jp/digital/satellite/index.html
http://www.nhk.or.jp/digital/satellite/index.html
https://www.skyperfectv.co.jp/
http://www.wowow.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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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新闻 13:30～13:45（15 分） 14:00～14:10（10 分）

华语新闻 13:00 ～13:15（15 分） 13:00～13:10（10 分）

韩语新闻 13:15 ～13:30（15 分） 13:40～13:50（10 分）

西班牙语新闻 14:00 ～14:10（10 分） 13:50～14:00（10 分）

葡萄牙语新闻 18:00 ～18:10（10 分） 无

越南语新闻 22:30 ～22:40（10 分） 无

印尼语新闻 22:40 ～22:50（10 分） 无

泰语新闻 22:50 ～23:00（10 分） 无

法语新闻 13:45 ～13:55（10 分） 无

俄语新闻 14:10 ～14:20（10 分） 无

简单日语（やさしい日本語） 无 13:00 ～13:40（10 分）

FM COCOLO（76.5MHz） URL https://cocolo.jp/
也播放英语、韩语、中文等节目。

3.网络

上网浏览网站、进行电子邮件的交流等，可以收集与交换各种信息。用手机也可以上网，但是要真

正实用的话，还是电脑比较方便。

光购买电脑是不能使用网络的，还需要与“网络服务运营商”签约。

运营商有很多，付费体系及服务也是多种多样的

NHK 日本环球广播 在线 URL http://www3.nhk.or.jp/nhkworld/

是网络广播，可用 18种语言收听新闻。

还可以阅读 8种语言的新闻。

4.报纸·杂志
外语报纸（日报、周报）・杂志，除了定期订阅以外，绝大部分可以在网上阅读。
同时，也可以在大型书店或株式会社（OCS）购买。

株式会社（OCS）（进口购读服务）
 0120-627-012 URL https://www.ocs.co.jp/

＜外语报刊·杂志＞

名称 电话号码 URL

英语报刊
(日报、周报）

The Japan Times 050‐3646‐0123 http://www.japantimes.co.jp/

The Japan News 0120‐431‐159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

https://cocolo.jp/
http://www3.nhk.or.jp/nhkworld/
https://www.ocs.co.jp/
http://www.japantimes.co.jp/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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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杂志・信息
杂志

KANSAI Scene 06‐6539‐1717 https://www.kansaiscene.com/

中文

中日新报 06‐6569‐6093 http://www.chunichishinpou.com/

中文导报（周报） 03‐4579‐7866 http://www.chubun.jp/index.php

留学生新闻（一月两次） 03‐5458‐4173 http://www.mediachina.co.jp/

菲律宾语的信息
杂志

Philippine Digest 070-5010-0459 http://phildigest.jp/

越南语的信息杂
志

Hoasen 03-5368-0194 http://gmcinc.co.jp/hoasen

葡萄牙语的信息
杂志

Alternativa 050-6860-3660 http://www.alternativa.co.jp/

西班牙语的信息
杂志

Mercado Latino 06-6342-5211 http://www.mercadolatino.jp

5.藏有外国书籍・杂志的图书馆

图书馆名 地址·电话 休管日 URL

大阪府立中央图书馆
东大阪市荒本北 1-2-1
 06‐6745‐0170

周一、第二个周
四休息

https://www.library.pref.osaka.jp

/site/central/

大阪市立中央图书馆
大阪市西区北堀江 4-3-2
 06‐6539‐3300

第1、第3个周四
休息

https://www.oml.city.osaka.lg.jp

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
东大阪市荒本北 1-2-1
 06-6745-0170

周一、第二个周
四休息

https://www.library.pref.osaka
.jp/site/jibunkan/
（面向儿童的各种外语书籍、杂志）

大阪大学外国学图书
馆

＊箕面校园
箕面市船场东 3-10-1
 072‐730‐5126

请确认主页 http://library.osaka-u.ac.jp/gaik
oku（各种外语书籍、杂志、报纸）

JETRO 大阪 本部

资料 阅览角

大阪市中央区安土町
2-3-13 大阪国际
building 29 楼
 06‐4705‐8604

12:00-16:00 周
六、周日、节日
休息、年初年末

https://www.jetro.go.jp/jetro/jap

an/osaka/lib.html

（有关国际商务的资料）

＊你所居住的市町村的图书馆或国际交流中心，有的也藏有外语书籍、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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