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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信息 
1-1 自来水，电，煤气 

1-1-1 自来水 

自来水是由名古屋市上下水道局供给的。开始使用自来水时，请在开始使用的前一天之前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名水电话）。除了自来水费之外还需交纳下水道使用费。自来水费和下水道费每两

个月缴纳一次。 

自来水的水质安全，味道甘醇，请放心饮用。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TEL 052-884-5959 FAX 052-872-1296 

营业时间（平日）8:00～19:00（星期六、日、节假日）8:00～17:15 

网址  http://www.water.city.nagoya.jp/  

(请选择主页右上方的“English”) 

1-1-2 电·煤气     * 将为您介绍主要经办单位。 

在要开始用电前，请向电力公司的经办窗口联系。 

煤气的使用申请，请与煤气公司营业所联系。 

■中部电力 

中部电力经办窗口一览（由客服中心承办） 

地     区 电 话 

热田区，昭和区，瑞穗区 0120–985–710 

中川区，港区 0120–985–711 

天白区 0120–985–713 

名东区，守山区 0120–985–717 

北区，西区 0120–985–720 

中村区（JR东海道本线以西） 0120–985–723 

千种区，中区，中村区（JR东海道本线以东），东区 0120–985–729 

绿区，南区 0120–985–760 

手机・PHS也可以利用上述联系电话号码 

※请确认好电话号码，不要打错。 

英语网址 http://www.chuden.co.jp/english/ 
 

■东邦煤气总公司 

东邦煤气营业所一览 

煤气的使用场所 负责营业所 电 话 

千种区·昭和区·名东区·天白区 星之丘营业所 052–781–6131 

北区·东区·守山区 北营业所 052–902–1111 

中区·港区，中川区·中村区·西区 中村营业所 052–471–1151 

瑞穗区·南区·热田区·绿区 笠寺营业所 052–821–7141 

咨询由“顾客中心”承办。打到上面的电话号码就会连接到“顾客中心”。“顾客中心”在使用号

码显示。 

http://www.water.city.nagoya.jp/english/
http://www.chuden.co.jp/english/


 

1-2 邮政·电话 
1-2-1 邮政 

如您搬家，在邮局办理迁居手续后，从提出办理迁居手续当天开始的一年中邮局将帮您把寄到

旧地址的信件转送到您的新地址。 

英语邮政引导服务电话 TEL 0570–046–111 

（平日  8：00～22：00 星期六，日，节假日9：00～22：00） 

英语邮政引导网址 http://www.post.japanpost.jp/index_en.html 
 

1-2-2 电话 

 
・NTT西日本问讯处（外国语信息中心） 

TEL 0120–064337（可对应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营业时间：9：00～17：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岁末年初（12/29～1/3）休息 

・电话新设・迁移  

TEL 116（仅对应日语） 

营业时间：9：00～17：00，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也营业（岁末年初12/29～1/3休息）               

※请确认好电话号码，不要打错。 

・NTT西日本网站(英语版) http://www.ntt-west.co.jp/english/ 

 

有关电话的咨询方式等一览 

NTT西日本电话服务 

・新设·迁移等 

116（仅有日语对应） 

9：00～17：00，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也营业（岁末年初12/29～1/3休息） 

・故障 

113（仅有日语对应） 

24小时接待    （由录音留言电话接待） 

・电话号码查询（收费） 

104（仅有日语对应） 

24小时接待 

・电报（收费） 

115（仅有日语对应） 

8:00～19:00，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也营业 

・报时（收费） 

117（仅有日语对应） 

可24小时使用 

・天气预报（收费） 

177（仅有日语对应） 

可24小时使用 

・NTT西日本问讯处 

（外国语信息中心） 

0120–064337 

（可对应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9：00～17：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岁末年初（12/29～1/3）休息 

 

http://www.ntt-west.co.jp/english/


※请确认好电话号码，不要打错。 
 

 

 

 

 

 

 

 

 

 

 

 

 

 

 

 

 

 

 

 

 

 

 

 

 

 

 

 

 

 

 

 

 

 

 

 

 

 

 

 

 

 

 

 

 



1-3 垃圾处理 
1-3-1 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处理的方法 

源自家庭的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易燃性危险物和大件垃圾原则上由各住户自己收集。此外，

作为可再循环利用的资源、塑料容器包装物原则上由各住户收集，而空瓶、空罐、纸制容器包装物

和塑料瓶由回收站(社区收集场所)收集。再者，在民间设施等据点回收塑料瓶、纸制包装袋、小型

家电、食用油以及荧光灯管・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 

请把报纸、杂志、瓦楞纸箱和衣服类・布类等拿到社区的集体资源回收处。为了防止废纸被人

拿走，请能提供合作，在回收日当日早上放出。没有集体资源回收出的，请使用二手回收站、旧纸

二手回收中心。 

如果在前一天放出废纸，则不单容易遭受被人拿走之害，而且有被人防火的危险，所以请在回收日

当日的早上放出废纸。 

 

1-3-2 减少垃圾 

名古屋市为了实现“循环型社会”，推荐减少垃圾，进行再利用的方法。请不买、不要马上就

成为垃圾的东西，能再利用的东西也不扔。 

■塑料购物袋的收费化 

为了垃圾的减量、资源的节约和防止地球温室效应化等，正在推进零售店购物袋有偿化，赞同

其宗旨的许多超市、药妆店和洗衣店等正在实施。 

请在购物时自带购物袋，协助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 

塑料购物袋收费化的实施状况和塑料购物袋的价格，请直接向各个店铺确认。 



 

垃圾和资源性垃圾的分类方法・扔置方法 

垃圾的分类方法・扔置方法 

・原则上是各个家庭自己收集。（根据社区的情况不同,也有拿到回收站（地区堆积场所） 

收集的方法。） 

・除了岁末年初的休假日以外一般节假日也进行收集。 

垃圾种类 对  象 处置方法 扔 置 场 所 

可燃垃圾 

（每周收集2次） 

边长不超过30cm的如下垃圾 

・厨房垃圾 

・草，小树枝 

・纸尿布 

・橡胶制品 

・纤维制品 

・革制品 

・纸巾 

・塑料制品等 

请装入家庭用可燃垃圾

袋。 

请在收集日的早上8点

前,扔置到指定场所。 

（住在中区者请在早上7

点以前扔置。） 

易燃性危险物 

（每周收集2次） 

※和可燃垃圾同

一天 

・喷雾罐类 

・一次性的打火机 

・固体燃料（装在罐里的） 

・锂电池（不能充电的） 

请装入资源指定垃圾袋

（透明袋子/能看见内

装物的半透明袋子也可

以）。 

※请把喷雾瓶类的内装

物清除干净。不需要在

瓶上开孔。 

 

请在收集日的早上8点

前,扔置到指定场所。 

（住在中区者请在早上7

点以前扔置。） 

请和可燃垃圾分开放（稍

微离开一点）。 

不燃垃圾 

（每月收集1次） 

边长在30cm以下的垃圾如下 

・玻璃碎片，陶磁器碎片 

・小型金属制品等,不适合燃

烧的垃圾等 

・干电池 

・伞（如装入垃圾袋丢弃时,

请将袋口扎紧。） 

请装入家庭用不燃垃圾

袋。 

请在收集日的早上8点

前,扔置到指定场所。 

（住在中区者请在早上7

点以前扔置。） 

大型垃圾 

（收费・申请制每

月1次） 

※申请最晚在收

集日的7天前。 

・ 家电，家具等边长超过30cm的大型垃圾 

（但空调，显像管电视机・

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

机，电冰箱・电冷箱，电动

洗衣机・衣服烘干机，电脑

除外） 

在申请时会通知您收集

日，扔置场所，手续费

等。 

需要通过电话进行申请，

收集需收费。 

请由懂日语者打电话给

大型垃圾受理中心（0120

–758–530 从县外・手

机 请 拨 052 – 950 –

2581）。 

受理时间为，星期一～星

期五的上午9点到下午5

点。（除去星期六・日，

岁末年初） 

名古屋市的垃圾减量・资源化指南(链接) 

※为了防止受乌鸦之害，请提供合作，在放出可燃烧垃圾时，用报纸等把厨余垃圾包起来放出，用

http://www.city.nagoya.jp/kankyo/cmsfiles/contents/0000066/66330/Chinese.pdf


防鸟网把垃圾袋完全盖住等。 

※家电再利用法规定的种类（空调，显像管电视机・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电冰箱・冰柜，

电动洗衣机・衣服烘干机）市里不予回收。如果是更换家中已有家电，请向销售店申请回收旧家电。

如果不是更换，请向当时购买此家电的商店申请回收（有偿回收）。 

※根据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市不收集再利用的电脑（电脑主体，显示器，显示器一体型电脑，笔

记本电脑）。请向电脑厂家申请回收。 

※在名古屋市制作了资源性垃圾和垃圾的小册（英文，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菲律宾

通用语、越南语版）。详情请通过懂日语的人向环境局作业科（TEL 972-2394）（环境事业所一

览）咨询。 

※报纸、杂志、废纸、纸箱，衣服类・布类等定期由地区回收。回收日、时间、种类等各地区不同，

请向当地居民询问。也有的地区有回览板、揭示板、报纸中夹的小广告。 
 

 

资源性垃圾的分类方法・扔置方法 

・每周一次，塑料制包装容器原则上是各个家庭自己收集，纸制包装容器、装饮料的塑料瓶、空瓶、

空罐都在回收站（地域堆集场所）收集。 

・把资源性垃圾涮洗一下，按种类分别扔置。 

・除岁末年初之外，节假日也照常收集。 

容器包装是指，厂家和商家装容商品的（容器），包装商品的（包装）。 
 

资源性垃圾的种类 对   象 处置方法 扔 置 场 所 

塑料制容器包装 

 

 

 

 

 

 

・瓶（除去塑料瓶） 

・杯・包装袋，托盘 

・塑料袋，保鲜膜类 

・绳・网类 

・塑料制的盖子类 

・缓冲材类 

・请将容器涮洗一下。 

・装到资源用指定袋中。 

（把塑料制容器集中装入

１袋中） 

在收集日的早８点前，

扔置到指定场所。 

（住在中区者早７点前

扔置） 

纸制容器包装 

 

 

 

 

 

・纸箱类 

・纸罐・杯类 

・包装纸类 

・纸袋类 

・纸制的盖子类 

・酒和加工饮料等的容

器盒(内侧贴有铝箔的

盒子) 

・请将容器涮洗一下。 

・装到资源用指定袋中。 

（把纸制容器集中装入１

袋中） 

在收集日的早８点前，

扔置到指定场所（各地

区的收集场所。） 

（住在中区者早７点前

扔置） 

塑料瓶 

 

 

 

 

 

印有  PET标识的饮料，

酒，甜料酒类，酱油，

调味品，食醋等的塑料

瓶 

 

・请把盖子和标签撕下再扔 

・盖子和塑料制标签与其他

塑料制容器包装一起放入

资源用指定袋，其他材料的

标签放入可燃垃圾袋。 

・不容易撕下的标签可以不

撕。 

・请将容器涮洗一下。 

在收集日的早８点前，

扔置到指定场所（各地

区的收集场所。） 

（住在中区者早７点前

扔置） 



・装到资源用指定袋中。 

（把塑料瓶集中装入同一

袋中） 

空瓶 

 

 

 

 

 

饮料用，食品，化妆品

用空瓶 

・请把盖子揭下，把塑料制

的盖子放出到塑料容器包

装处，把金属制的盖子放出

到不燃垃圾处 

・将容器涮洗一下。 

・请不要放入袋子里，而直

接放进蓝色的塑料筐里。 

在指定场所（各地区的

收集场所）设置有蓝色

塑料筐，在收集日早８

点前扔置到塑料筐里。 

（住在中区者早７点前

扔置） 

空罐 

 

饮料用，食品用空罐 ・将容器涮洗一下。 

・千种，东，北，西，中村，

中，昭和，瑞穗，热田，南，

守山，绿，名东，天白区，

装到资源用指定袋中。 

・在中川区和港区，请不要

放入袋子里，而直接放进黄

色的塑料筐里。 

・在收集日的早８点前，

扔置到指定场所（各

地区的收集场所。） 

 （住在中区者早７点

前扔置） 

 （千种，东，北，西，

中村，中，昭和，瑞

穗，热田，南，守山，

绿，名东，天白区） 

・在指定场所（各地区

的收集场所）设置有

黄色塑料筐，在收集

日早８点前扔置到塑

料筐里。（中川，港

区） 

 

※目前，可以用“透明袋子/能看见内装物的半透明袋子”代替资源性垃圾指定使用袋。 

 

定点回收资源性垃圾・垃圾的扔置方法 
 

资源性垃圾·垃

圾的种类 
对  象 处 置 方 法 

扔置场所 

塑料瓶 

 

印有 PET标识的饮

料，酒，甜料酒类，

酱油，调味品，食醋

等的塑料瓶 

・请把盖子和标签撕下 

・盖子和塑料制标签与其他塑料制

容器包装一起放入资源用指定袋，

其他材料的标签放入可燃垃圾袋。 

・不容易撕下的标签可以不撕。 

・ 把容器里面涮洗一下。 

・不需装入垃圾袋，请直接扔置到

回收箱中。 

请扔置到市内的超市，

方便店，或区役所，环

境事业所等的公共设施

设置的回收箱中。 

纸包装盒 

 

 

 

 

用于饮料包装的，内

侧没有粘贴铝箔的

纸包装盒 

・把容器里面涮洗一下,剪开晾干。 

・不需装入垃圾袋 

，请直接扔置到回收箱中。 

请扔置到市内的超市，

或区役所，环境事业所

等的公共设施设置的回

收箱中。 

 



 

 

小型家电 

 

 

 

 

大 约 高 15cm × 宽

40cm×深 25cm以下

的小型家电制品（电

脑，手机，数码相机，

摄像机，游戏机，数

字音频播放器等） 

・含有个人信息的,请事前删除数

据后扔置。 

・一旦扔置入内的不能再取出来。

请在扔置前仔细确认。 

・不需装入垃圾袋,请直接扔置到

回收箱中。 

请扔置到市内的综合超

市，或区役所等设置的

回收箱中。(回收点一览

如下） 

 

食用油 

 

 

 

色拉油，菜籽油等的

植物油 

 

・等油完全冷却后，重装入500ml

的塑料瓶拿到可协助回收的店

铺。 

请拿到市内的超市(可

协助回收店)扔置。原则

上回收是在各店铺的服

务台进行。回收点一览

如下） 

荧光灯管、水银

体温计、水银温

度计 

荧光灯管 白炽灯泡・LED制品・碎掉的荧光

灯请作为不燃垃圾扔置。 

请拿到各区的环境事业

所或电器店、home 

center等。（关于回收

点一览请参阅这里） 

水银体温计・水银温

度计 

・电子体温计请作为小型家电或者

可燃垃圾扔置 

・酒精温度计以及碎掉的水银体温

计・水银温度计请作为不燃垃圾

扔置。 

请拿到各区的环境事业

所。 

 

 

＜小型家电回收点一览＞                    （2018年3月1日现在） 

区 设施名 

千种 Apita千代田桥店、千种区役所 

东 Aeon Nagoya Dome前店、东区役所 

北 Apita名古屋北店、matsuyadenki上饭田永旺店、北区役所、楠支所 

西 Yoshizuya名古屋名西店、西区役所、山田支所 

中村 DCM Kahma名古屋黄金店、DCM Kahma八田店、matsuyadenki中村店、中村区役所 

中 Top camera名古屋本店、中区役所 

昭和 Aeon八事店、昭和区役所、DCM Kahma名古屋白金店 

瑞穂 Cainz名古屋堀田店、瑞穂区役所 

热田 Aeon热田店、DCM Kahma21热田店、热田区役所 

中川 
DCM Kahma千音寺店、DCM Kahma中川富田店、matsuyadenki八熊店、Yoshizuya太平

通店、中川区役所、富田支所 

港 
Apita东海通店、Aeon style名古屋茶屋店、Aeon名古屋港店、Aeon南阳店、Cainz名

古屋港店、Port-Walk港Apita港店、港区役所、南阳支所 

南 Apita名古屋南店、Aeon新瑞桥店、DCM Kahma元盐店、南区役所 

守山 Aeon守山店、Cainz名古屋守山店、守山区役所、志段味支所 

绿 Apita鸣海店、Apita绿店、Aeon大高店、Cainz名古屋大高Inter店、绿区役所、徳重

http://www.city.nagoya.jp/zh/page/0000097924.html


支所 

名东 matsuyadenki猪子石店、名东区役所 

天白 matsuyadenki平针店、天白区役所 

  ※回收时间以各设施的营业时间（开门）为准。 
 

＜食用油回收点一览＞                     （2018年3月1日现在）                                 

区 设施名 

千种 

Apita千代田桥店、Yamanaka觉王山Frante、Pare Marche池下店、Yamanaka富士见台

Frante、Maxvalu今池店、Maxvalu自由丘店、Maxvalu grand千种若宮大通店、MaxValu

本山店、Yamanaka Asty店 

东 
Aeon Nagoya Dome前店、Maxvalu砂田桥店、Maxvalu代官店、Maxvalu徳川明伦店、

Yamanaka大曾根店 

北 Maxvalu味鋺店、Maxvalu鸠冈店、Maxvalu若叶通店、Yamanaka清水店 

西 
平和堂中小田井店、Maxvalu grand名西店、Yamanaka庄内通店、Yoshizuya名古屋

名西店 

中村 
Pare Marche中村店、Maxvalu太阁店、Yamanaka稻叶地店、Yamanaka则武店、Yamanaka

八田Frante馆 

中 Maxvalu千代田店、Yamanaka鹤舞店、Yamanaka松原店 

昭和 Aeon八事店、Maxvalu川原店、Maxvalu御器所店、Yamanaka安田店 

瑞穂 
Pare Marche堀田店、Piago La  Foods core樱山店、Maxvalu express瑞穂通店、

Yamanaka瑞穂店 

热田 Aeon热田店、Pare Marche神宮店、MaxValu千年店 

中川 
平和堂丰成店、Maxvalu篠原桥东店、Maxvalu昭和桥通店、Maxvalu福船店、Yamanaka

新中岛Frante馆、Yoshizuya太平通店 

港 Port Walk Minato APiTA港店、The Challengehouse木场、Maxvalu港十番店 

南 Apita名古屋南店、Aeon新瑞桥店、Maxvalu express笠寺店、Yamanaka柴田店 

守山 
Apita新守山店、Aeon守山店、okuwa名古屋守山店、Yamanaka四轩家Frante、PIAGO

守山店 

绿 

Apita鸣海店、Apita绿店、Aeon大高店、Coop爱知大高Inter店、Piago清水山店、Hills 

Walk徳重Gardens、平和堂Narupark店、MaxValu鸣子店、Maxvalu有松车站前店、

Maxvalu左京山店、Yamanaka白土Frante馆 

名东 Yamanaka极乐Frante店、Coop 爱知上社店、Maxvalu一社店、Maxvalu香流店 

天白 Piago平针店、MaxValu Express土原店、Maxvalu平针店、Yamanaka八事Frante店 

※回收时间以各设施的营业时间（开门）为准。 

 

 

 



 

废品再利用回收站一览 

把来自家庭的资源进行再利用！下述56个回收站，定期回收多种资源。请利用临近的回收站。 

■问询处 

环境局垃圾减量部减量推进室          

TEL 972–2398 FAX 972–4133 

■回收种类 

报纸、杂志、纸箱、纸包装（※1），空瓶、空罐，衣服类・布类，锅・壶类（※2） 

※1 纸包装：用于饮料并且内侧无铝箔 

※2 锅・壶类：金属制的锅・壶，电饭锅的内锅，平底锅 

■再利用回收站 

有一部分回收站还有可以进行衣服类・布类，锅・壶类，旧书的交换的［再利用回收站］。 
 

（2018年4月1日现在：56处）  

区 名 回 收 站 地 点 ・ 地 址 回收日・受理时间 

千 种 

Touch Motokoi（门面） 

今池二丁目27 

第2,4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Aeon Town 千种购物中心（Max Valu前平面停

车场） 

千种二丁目16–13 

第1,3周的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Apita千代田桥店（南侧平面停车场） 

千代田桥2–1–1 

每周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Nafco Tomida 春冈店（停车场） 

春冈通7–45 

每周星期五 

10：00～14：00 

Yamanaka Asty店（第2停车场） 

京命一丁目1–32 

第1,3周的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东 

Aeon Mall Nagoya Dome前（平面停车场“Aeon 

BIKE”前） 

矢田南4–102–3 

第2,4周的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北 

Valor 光音寺店（停车场） 

水草町1–47–1 

第1,3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Piago 味鋺店（店铺前停车场东侧） 

楠三丁目606 

每周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OZ Mall 大曾根商店街（购物街内） 

大曾根二丁目10–6 

第1,3周的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Ekubo 辻町店（店铺前停车场） 

辻町１丁目37 

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西 
Yoshizuya 名古屋名西店（平面停车场东侧） 

名西2–33–8 

第2,4周的星期一 

10：00～12：00 13：00～14：00 

中 村 

Piago 中村店（店铺前自行车停放处） 

大门町27 

第2,4周的星期一 

10：00～12：00 13：00～14：00 

Yamanaka 八田 Frante馆（平面停车场南侧） 

岩塚町西枝1–1 

第1,3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Pare Marche 中村店（东南停车场里侧） 第2,4周的星期四 



（2018年4月1日现在：56处）  

区 名 回 收 站 地 点 ・ 地 址 回收日・受理时间 

剑町1 10：00～12：00 13：00～14：00 

中 

Maxvalu千代田店（自行车停放处） 

千代田4–13–1 

每周星期二 

10：00～14：00 

东别院（东参道入口停车场）（不同回收日的

受理时间请注意） 

橘二丁目8–55 

第1,3周的星期四 

10：00～14：00 

第2,4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昭 和 

Shanpia Port （停车场东侧） 

白金3–6–24  

每周星期三 

10：00～14：00 

西友 御器所店（店西侧的停车场） 

盐付通3–1 

第2,4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八事 Housing （停车场） 

八事本町16 

第2,4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瑞 穗 
Valor 瑞穗店（停车场） 

豆田町5–2 

第1,3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热 田 

Aeon Mall 热田（西北侧停车场） 

六野一丁目2–11 

每周星期二 

10：00～14：00 

第2,4周的星期四 

10：00～14：00 

Ecology center  Re☆仓库热田（常设再利用

或再回收站） 

八番2–19–16 

每周星期一・四・五・六・日 

10：00～17：00 

中 川 

The BIG Express 五女子店 （停车场） 

五女子町2-32 

每周星期一 

10：00～14：00 

丰成团地3号楼 （1层架空层） 

丰成町1 

每周星期一 

10：00～14：00 

The BIG Express 荒子店 （停车场） 

吉良町138-6 

每周星期三 

10：00～14：00 

Feel Ai Ai Plaza（东南停车场） 

野田1丁目250 

第1,3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The Challenge House 太平通（太平通侧停车

场） 

八家町3–28 

第1,3周的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Az Park（Ｆ停车场） 

新家一丁目2421 

第1,3周的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港 

Valor 港荣店（停车场） 

港荣二丁目8–30 

每周星期一・六 

10：00～14：00 

Nafco 南阳店（北侧停车场） 

七反野一丁目1108 

每周星期二 

10：00～14：00 

EQVo! 千年店（西侧停车场） 

千年二丁目42–12 

每周星期二 

10：00～14：00 



（2018年4月1日现在：56处）  

区 名 回 收 站 地 点 ・ 地 址 回收日・受理时间 

Nafco 当知店（西侧停车场） 

明正一丁目234 

每周星期三 

10：00～14：00 

Aeon Mall 名古屋港店（停车场） 

品川町2–1–6 

每周星期四 

10：00～14：00 

JA Nagoya A–COOP 南阳店（北侧停车场） 

大西一丁目40 

第2,4周的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EQVo入场店（南侧停车场） 

正保町8–57 

每周星期五 

10：00～14：00 

Aoki Supermarket木场店（停车场） 

木场町2–36 

每周星期六 

10：00～14：00 

 
DCM Kahma 元盐店（平面停车场东北角） 

元盐町４丁目20–1 

第1,3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Apita 名古屋南店（北侧平面停车场） 

丰田四丁目9-47 

第1,3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南 
爱知生活协同组合（职员停车场） 

北内町1–10 
第2,4周的星期日10：00～14：00 

 

Ecologe Center Re☆创库SAKURA                            

（常设再利用回收站） 

西樱町31-1社区活动支援Center Cuore内 

每周星期二、三、四、五、六 

(节假日休息) 

10：00～17：00 

守 山 

Aeon 守山店（停车场东侧出入口旁） 

笹之根三丁目1228 

每周星期一 

10：00～12：00 13：00～14：00 

清水屋 藤之丘店（森孝东Parking） 

森孝东一丁目509 

第1,3周的星期一 

10：00～12：00 13：00～14：00 

Coop 爱知小幡店（第二停车场） 

小幡宫的腰5–40 

第1,3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Piago西城店（北侧停车场） 

村合町175  

每周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绿 

Apita 鸣海店（平面停车场西侧出入口附近） 

鸣海町传治山3–9  

每周星期四 

10：00～12：00 13：00～14：00 

大高公设市场（南侧停车场） 

森之里一丁目93 

第2,4周的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Piago 清水山店（店铺北侧停车场里面） 

清水山一丁目501 

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Ekubo 桃山店  （店铺前停车场西侧出口旁） 

桃山四丁目342 

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Aoki Supermarket鸣子店（停车场） 

上旭二丁目101 

第2,4周的星期六 

10：00～14：00 

 

名 东 

Aeon 名古屋东店（店铺正面第一停车场） 

猪子石原二丁目1701 

第2,4周的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Max Valu 香流店（店铺北侧停车场） 

香流二丁目908  

第2,4周的星期三 

10：00～12：00 13：00～14：00  



（2018年4月1日现在：56处）  

区 名 回 收 站 地 点 ・ 地 址 回收日・受理时间 

西友 高针店（第三停车场） 

牧之里一丁目401 

每周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Aeon Meitopia店 （屋顶停车场西北侧） 

高间町501-1 

每周星期二 

10：00～12：00 13：00～14：00 

天 白 

Piago 植田店（店铺西南侧深处停车场） 

元植田一丁目302 

每周星期五 

10：00～12：00 13：00～14：00  

Fanders 岛田店（店铺西南停车场） 

岛田一丁目902  

第1,3周的星期六 

10：00～12：00 13：00～14：00 

Aoki Supermarket 植田店（店铺南侧深处停

车场） 

植田南二丁目701 

第2,4周的星期六 

10：00～14：00 

・和节假日重复时，各会场可能会变更或取消回收日。 

・雨天，原则上不变更，但有警报（大雨、洪水、大雪等）时会取消回收日。 
 

旧纸再利用中心 

“爱知县旧纸协同组合”在下述各处设置旧纸再利用中心进行回收。 

在星期六・星期日举办，建议不能在平日利用再利用回收站者积极使用。 

■咨询处 

爱知县旧纸协同组合 

TEL 533–2371 FAX 533–2372 

■回收种类 

报纸、杂志、纸箱、纸包装（※），衣服类·布类 

※纸盒：饮料包装用，内侧没有粘贴铝箔品 
 

（2018年4月1日现在：26处） 

区 名 举 办 地 点・地 址・电 话 号 码 举 办 日・举 办 时 间 

千 种 
（株）石川Material 千种营业所 

田代本通1–16（TEL 762–5261） 

每周的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8点30分～16点 

东 
名古屋纸业（株） 名古屋营业所 

泉一丁目17–20（TEL 961–9151） 

第2,3,4周的星期六 

8点～12点 

北 

名古屋北势商事 

平手町1–29（TEL 915–2814） 

每周星期六・每月8日 

9点～16点 

福田三商（株） 名北营业所 

辻町二丁目36（TEL 910-181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9点～16点 

西 

大荣纸业（株） 本社 

城西五丁目12–3（TEL 531–2478） 

每周星期六・每月8日 

9点～12点 

东海资源（株） 

木前町156（TEL 503–1526） 

每周星期六，日・每月8日 

9点～17点 

Remaking（株） 名古屋北营业所 每周的星期六 



（2018年4月1日现在：26处） 

区 名 举 办 地 点・地 址・电 话 号 码 举 办 日・举 办 时 间 

砂原町341（TEL 502–2588） 9点～16点 

中 村 

（有）太田商店 本社 

黄金通2–12（TEL 452–0338） 

第1周的星期六・每月8日 

13点～16点 

水谷制纸原料（株） 本社 

十王町16–19（TEL 471–1670） 

第2，4周的星期日 

9点～12点 

每月8日 

8点～16点 

昭 和 
（株）藤川纸业 名古屋营业所 

福江二丁目11–25（TEL 882–0157） 

每周星期六・每月8日 

9点～16点 

中 川 

福田三商（株） 福船营业所 

福船町1–1（TEL 353–3121） 

每周星期日 

13点～17点 

（株）宫崎 中川回收中心 

富田町大字千音寺字东尼ヶ塚1–1 

（TEL 439–5411） 

第1,3,5周的星期六 

10点～15点 

每周星期日・每月8日 

9点～12点 

港 

（株） 石川Material 港再利用中心 

筑三町3–1–2（TEL 659–191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8点30分～16点 

（株）宫崎 港南营业所 

十一屋二丁目10（TEL 383–6201） 

第1,2周的星期日・每月8日 

9点～12点 

在各月8日为星期六时 

9点～12点・13点～16点 

每周星期六 

13点～16点 

（株）名港宫崎 

正保町2–6（TEL 382–7815） 

每周星期六 

13点～16点 

福田三商（株） 藤前事业所 

藤前二丁目201–1（TEL 309–5477）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 

9点～16点 

南 

（株）Onosei 本社 

弥次卫町2–31–1（TEL 613–122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 

13点～16点 

福田三商（株） 名南事业所 

千笼通2–16–2（TEL 811–518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 

10点～16点 

Remaking（株） 名古屋南营业所 

元盐町6–16–1（TEL 612–1470） 

第2周的星期日 

9点～15点 

守 山 

（株）石川Material 守山营业所 

苗代2–3–20（TEL 797–880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8点30分～16点 

（株）ＥＣＯ兼子 第１周的星期六 



（2018年4月1日现在：26处） 

区 名 举 办 地 点・地 址・电 话 号 码 举 办 日・举 办 时 间 

西川原町273（TEL 792–3038） 9点～12点 

大幸商事（株） 

太田井3–5（TEL 794–1110） 

每周星期六・第2，4周的星期日・每月8

日 

9点～16点 

绿 

（株）石川Material 鸣海营业所 

鸣海町赤塚131–11（TEL 891–2729）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8点～17点 

（有）山十 本社 

大高町字东正地69–6（TEL 621–2072）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9点～16点 

 

（有）山十 绿废纸中心 

大高町字奥中道45–2（TEL 622–5531） 

每周星期六・星期日·每月8日 

9点～16点 

名 东 
长谷川商事 

香坂1728（TEL 773–9650） 

第1，3周的星期日 

9点～16点 



1-4  健康 
1-4-1  医院、诊疗所 
节假日急诊所 

星期日、节假日、元旦前后以及夜间患急病时，您可以到下列急诊所接受治疗。 
 

诊 疗 所 名 诊 疗 日 诊 疗 科 挂 号 时 间(注3) 电话号码 

名古屋市医师会 

急病中心 

（注１） 

星期日 

节假日 

12／30～1／3 

眼  科 

耳鼻喉科 

上午9：30～中午12：00 

下午1：00～下午4：30 

下午5：30～下午8：30 

937–7821 

星期一～星期五 

（节假日，12／30 

～1／3除外） 

内科，小儿科 

下午7：30～上午6：00 

星期六 

（节假日，12／30 

～1／3除外） 

下午5：30～上午6：00 

星期日 

节假日 

12／30～1／3 

上午9：30～中午12：00 

下午1：00～下午4：30 

下午5：30～上午6：00 

西部平日夜间急病中

心 

（中川区休息日急病

诊疗所） 

星期一～星期五 

（节假日，12／30 

～1／3除外） 

内科，小儿科 下午8：30～下午11：30 

361-7271 

南部平日夜间急病中

心 

（南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所） 

611–0990 

东部平日夜间急病中

心 

（守山区休息日急病

诊疗所） 

795-0099 

千种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星期日 

节假日 

12／30～1／3 

内科，小儿科 
上午9：30～中午12：00 

下午1：00～下午4：30 

733–1191 

北区休息日急病诊疗

所 
915–5351 

西区休息日急病诊疗

所 
531–2929 

中村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471–8311 

昭和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763–3115 

瑞穗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832–8001 

热田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682–7854 



诊 疗 所 名 诊 疗 日 诊 疗 科 挂 号 时 间(注3) 电话号码 

中川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361–7271 

港区休息日急病诊疗

所 
653–7878 

南区休息日急病诊疗

所 
611–0990 

守山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795–0099 

绿区休息日急病诊疗

所 
892–1133 

名东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774–6631 

天白区休息日急病诊

疗 所 
801–0599 

名古屋北牙科保健医

疗中心 
星期日 

节假日 

12／30～1／3 

齿   科 
上午9：00～上午11：00 

下午1：00～下午3：00 

915–8844 

名古屋南牙科保健医

疗中心 
824–8844 

爱知齿科医疗中心 

（注2） 

星期日 

节假日 

8／13～8／15 

12／29～1／3 

齿   科 9：00～12：00 962–9102 

（注1）在如下受理时间内，除通常的医师以外，小儿专科医生也将执诊。 

     （平日）20：30～23：00 

    （星期六）17：30～23：00 

    （星期日・节假日・12／30～1／3）9：30～12：00，13：00～16：30，17：30～20：30 

（注2）12／29的受理时间是9：00～11：00 

        12／30～1／3的受理时间是9：00～11：00，13：00～15：00 

(注3）诊疗开始时间,原则上是受理时间的30分钟以后开始。 
 

爱知县急救医疗信息中心 

急救医疗信息中心24小时为您服务，当您患急病或发生事故，不知找哪一家医院合适时，可以打电

话到TEL 263–1133询问。可以使用外国语的音声FAX自动导播系统对应以下5国语言，分别为您通

过语音或FAX提供有外国语服务的医疗机关信息。 

英语、中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以及韩语     FAX 050-5810-5884 

另外，还可以通过英特网自行检索。网页用日语・英语表示。http://www.qq.pref.aichi.jp/

http://www.qq.pref.aichi.jp/


 

1-4-2  保健中心 
为了保护市民的健康，保健中心设有各种各样的保健服务。有为孕妇交付母子健康手册和实施乳幼

儿健康检查等关于母子健康的咨询指导，并按规定年龄实施结核病的预防接种，也实施癌症等病情

的健康检查及创造健康事业。另外，还进行感染症发生时对策和艾滋的定期检查等，以及关于从乳

幼儿到高龄者的健康保持・增进的事业活动。此外，保健中心还分管环境卫生（以保持清洁，舒适

的生活环境）食品卫生（以保证食品的安全，有安心的饮食生活），以及指导狗，猫等宠物的饲养，

爱护管理等工作。保健中心也提供有关噪音、恶臭等公害问题的解决对策的咨询帮助。 

（保健中心一览，请参考4-2-3） 

 

 

1-5  育儿 
1-5-1  怀孕、生育 
当您发觉自己怀孕时，请立即到保健中心办理妊娠登记手续。保健中心会向您颁发《母子健康手册》

（母子健康手册有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塔加路语以及越南语版）。这本手册

主要记录母子的健康状况，利用同时交付的别册等资料可以接受孕产妇健康检查及婴幼儿健康检查

等各种服务。另外，孩子出生后，请递交别册的出生报告的明信片，保健师将对所有家庭进行家庭

访问。 

婴幼儿到了3个月，1岁半，3岁时，可以到保健中心接受健康检查，具体时间由保健中心通知您。 

另外，以零岁到中学3年级的孩子为对象，医疗费由日本国给予补助。请向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支

所区民福祉科咨询。 

※参阅医疗费的补助 (3-7-5) 

医疗费的补助(链接) 
 

1-5-2  保育所、认定婴幼儿园、小规模保育事业所、家庭性保育事业所·事业内保

育事业所 
它们是在儿童的保护人因夫妻均工作和疾病等理由不能在家里对儿童进行保育而需要保育时、对儿

童进行保育的儿童福祉设施。其对象是从0岁到上小学前的儿童小孩。保育费利用者负担金额(利用

费)以该儿童家庭的上一年所得市民税金额为基准来决定。入所利用手续在区政府(区役所)民生儿

童科或区府办事处区民福祉科办理。 

 

1-5-3  幼儿园 
幼儿园是以满三岁到上小学前的儿童为对象的教育设施。幼儿园有市立，私立等，通常市立幼儿园，

私立幼儿园在９月接受报名和10月决定入园。入园手续分别在各幼儿园进行。 

关于市立幼儿园的入园，请向希望进入的幼儿园或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教职员科进行咨询（TEL 052

–972–3243，FAX 052–972–4177）。私立幼儿园的入园，请直接向希望进入的幼儿园进行咨询。 

此外，对于上私立幼儿园(已过渡到儿童和育儿支援新制度的幼儿园除外)的幼儿的保护人，根据所

得补助授课费等。关于私立幼儿园的授课费等的补助，请向入园的幼儿园或者教育委员会学事科

(TEL 972–3219・FAX 972–4175)咨询。 

http://www.city.nagoya.jp/zh/page/0000013971.html


 

1-6 教育 
1-6-1  日本的教育制度 
日本实行的是从6岁到12岁的小学6年和从12岁到15岁的初中3年的9年制义务教育。 

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经过考试可进入高中（3年），大学（4年）（短期大学为2年）深造。 

所有学校的一个学年都是从4月开始至第二年3月结束。学校的种类分为国立，公立（县立，市立）

和私立。 
 

1-6-2  小学、初中 
想送孩子去市立中・小学上学时，请向区役所市民科（区役所办事处市民主管）咨询。想送孩子去

私立小・中学或国际学校上学时，请直接向希望进入的学校进行咨询。 

不论日语能力如何，市立中・小学都可入学，由居住地决定可入学的学校，没有到居住地之外学区

的学校的入学资格。 

市立中・小学都用日语授课。学费免费，但收一部分伙食费和教材费。对于送孩子上市立小学，中

学在经济方面有困难的家庭，名古屋市对学习的必要费用给予一定的就学援助。关于就学援助，请

向所在的市立中・小学或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学事科进行咨询（TEL 052–972–3217，FAX 052–972

–4175）。 

另外，为了给在中・小学上学的孩子的监护人提供参考，编辑制作了中文版、韩语版、葡萄牙语版、

菲律宾语版以及西班牙语版的外国人监护人用手册《名古屋欢迎您》。请浏览名古屋市官方网站的

多语言网页。 

外国人监护人用手册《名古屋欢迎您》 
 

1-6-3  高中、大学 
高中不是义务教育，要考高中需要有初中毕业以上的学历。关于高中的上学所需费用的各种支援制

度,请向各高中咨询。大学的教育课程和录取方法依学校各有不同，还有一定的报考资格规定。另

外，高中、大学都分别有国立、公立以及私立之分。 

 

 

 

 

 

 

 

 

 

 

 

 

 

 

 

 

http://www.city.nagoya.jp/zh/cmsfiles/contents/0000014/14156/chn_40_Welcome_to_Nagoya.pdf
http://www.city.nagoya.jp/zh/cmsfiles/contents/0000014/14156/chn_40_Welcome_to_Nagoya.pdf


1-7  住房 
1-7-1  怎么找房子 
一般要通过不动产商寻找。但有时所在公司，学校也会给您提供一些租房信息。 

租借房屋时，先要签订合同，这时需要有“保证人”。签订的合同中一般包括酬谢金和押金的条文，

这是日本独特的制度。 

 

1-7-2  公营住宅 
■市营住宅 

在申请日时点，在名古屋市内居住或工作的人，如果满足家属构成和收入等的必备条件，可以申请

入住市营住宅。一年有四次一般募集等形式，以邮寄等方式来报名。募集期间中，在区役所、支所

名古屋市住宅供给公社管理第一科招募股（TEL 523–3875），（荣）森之地下街南四番街“住房

窗口”（TEL 264–4683）会分发住房申请书。请参照向导小册子《迁入者募集综合指南》（英语、

中文、韩语、葡萄牙语以及西班牙语）。 

另外，有关名古屋市住宅供给公司经营的租赁住房等详细情况，也请向该公社管理第二科管理股

（TEL 523–3879）或“住房窗口”（TEL 264–4683）咨询。 

■其他公营住宅 

除了上述租赁住房以外，还有爱知县住宅供给公社经营的住宅（县营住宅等）和都市再生机构经营

的公团住宅（UR租赁住宅）。申请需要符合一定的资格，详情请与下列单位联系。 

・爱知县住宅供给公社  （TEL 973–1791或TEL 259–2672） 

・都市再生机构中部分社 （TEL 968–3100或TEL 264–4711） 
 

1-7-3  民间租赁住宅 

■爱知县安心租赁住宅 

在爱知县政府登记的“安心租赁住宅”是一个接受外国人入居的民间住宅租赁机构。在荣地下街的

“住宅咨询处”（TEL 242–4555），您除了可以获得住房信息以外，还可以获得房产公司的信息，

以求介绍在爱知县政府登记的“安心租赁住房”的房产公司，还可获得针对居住提供支援团体的信

息。另外，还可以在爱知县住房供给公社的网页上直接检索安心租赁住宅等的登记信息。 

链接地址：http://www.aichi-kousha.or.jp/anshin/（日语） 

 

 

 

 

 

 

 

 

 

 

 

 

 

 

 

 

http://www.aichi-kousha.or.jp/anshin/


1-8  交通 
1-8-1  交通规则 
在日本，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靠左通行，行人靠右通行。请严格遵守日本交通法规，安安全全地

生活。 

 

・通过人行横道时，步行者优先。 

・乘坐汽车时必须系好安全带。 

・不满6岁儿童乘坐汽车时必须使用儿童座椅。 

・驾驶，乘坐摩托车时必须佩戴头盔。 

・未满13岁儿童在骑行自行车时，请监护人督促孩子佩戴头盔。 

・老年人骑行自行车时请尽量佩戴安全帽。 

・禁止一边使用移动电话一边驾驶汽车和骑自行车等，禁止饮酒驾驶。 

・酒后驾车将会面临严重处罚，是十分危险的行为，请一定杜绝酒后驾车。 

・为防备万一的事故，请大家加入汽车或自行车保险! 

・对于自行车，禁止2人骑乘、2辆并排骑乘和撑伞骑乘等。 

 

1-8-2  禁止随意停放自行车等 
自行车或轻骑，请停放在自行车存放处。如果随意停放在路上，不仅妨碍行人的

通行，而且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发生紧急情况时，还会阻碍交通。 

凡贴有左图标志的地区是名古屋市禁止停放自行车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随意停

放自行车，立刻会被撤走。被撤走的自行车在自行车保管所保管。 

■领取自行车时的有关规定 

・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14：00～19：00 

 但是，节假日、补休日和12月29日～1月3日以及发出暴风警报时，不办理领取业务。 

・领取时须支付以下金额：自行车1,500日元，50cc轻骑3,000日元 

・领取时向保管所出示自行车钥匙和领取者的证件（身份证等） 

※如超过１个月不领取的话，车将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1-8-3  市营公共汽车、地铁 
名古屋的市营公共交通有公共汽车和地铁。公共汽车的票价实行均一制，成人210日元，小孩100

日元。地铁的票价根据地铁的乘车区间而定，1区200日元～5区330日元，小孩1区100日元～5区160

日元。在乘公共汽车时（基干2号系统在下车时），请把车费投入车内的收费箱。乘地铁前，先在

自动售票机买票，再通过自动检票机；在下车站再用这张票，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 

如果购买IC卡马纳卡（Manaca）或一日乘车券・节假日乘车券，可以享受不同的优惠，从而节省车

费。另外，为了每天使用同一区间的顾客，在IC卡马纳卡上能追加月票功能。 

使用IC卡马纳卡时，在乘公共汽车时，碰一下车内的投币箱上就行了（第2基干系统是在下车时），

在乘地铁时，只要在出入检票口碰一下自动检票机。 
 

1-8-4  青波线（Aonami线） 
青波线是以约24分钟连接名古屋站与金城码头间15.2公里的路线。票价为成人1区200日元～6区350

日元，孩童为半价孩童1区100日元～6区180日元。和地铁一样先在自动售票机买票，再通过自动检

票机；在下车站再用这张票，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也可以使用马纳卡或Toica等IC乘车卡。 
 

1-8-5  Yutorito线（Yutorito Line） 
Yutorito线（Yutorito Line）是从大曾根站经小幡绿地到达中志段味・高藏寺的路线。大人票价

为200日元～440日元，孩童票价为大人的一半。引入了同时具有铁路和巴士优点的导向道巴士系统，

在交通拥堵严重的都市中心通过在车辆前后轮安装的导向装置引导在高架专用行驶道路上行驶，同



一车辆在一般道路则作为路线巴士连续行使，这是其特点。从中门取整理券上车，下车时交费从前

门下车。使用马纳卡或Toica时，上车时在读取部碰一下，下车时在驾驶员旁的读取部碰一下。 
 

1-8-6  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列车线是从藤丘站经爱・地球博览会纪念公园站到达八草站的约8.9km路线。大人票价为170

日元～370日元，孩童票价为大人的一半。 

日本首条磁悬浮列车，以噪音及振动小，乘坐舒适为特征。乘车前，先在自动售票机买票，再通过

自动检票机；在下车站再用这张票，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也可利用“Manaca”和“TOICA”等IC

车票。除了市营交通以外，磁悬浮列车、JR、名铁、近铁等公司经营的公共交通。关于名古屋市范

围的公共交通网，请参阅名古屋市交通局网站。 

 

1-9  纳税 
1-9-1  日本的税收 
日本的税收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征收的国税，一是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征收的地方税。国税里包括：

所得税，法人税，继承税，消费税等；都道府县税包括县民税，汽车税，地方消费税等；市町村税

包括市民税，固定资产税，轻型汽车税等。详情请参阅 

《日本个人税制入门》 

 

1-9-2  个人的市民税和县民税 
市民税和县民税是以居住在日本境内的居民为对象征收的地方税。这两种税合在一起课税、征收。

这些税（市民税和县民税合起来称为住民税）是由，与所得无关的一定额的课税的“均摊”的部分，

和根据个人前一年的所得金额来课税的“所得比例”的部分构成。 

详细请询问：名古屋市役所财政局市民税科（TEL 972–2352），或到附近的市税事务所。（请参

阅市税事务所一览） 

 

另外，关于个人的住民税，请看用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编写的手册《怎样缴纳

住民税》。 

 

市税事务所一览表 

市税事务所名 所在地 电话号码 FAX 

荣市税事务所 
东区东樱一丁目13–3 

（NHK名古屋放送中心大楼８楼） 
959–3300 959–3317 

笹岛市税事务所 
中村区名站南一丁目27–2 

（日本生命笹岛大楼８楼） 
588–8000 588–8017 

金山市税事务所 中区正木三丁目5–33（名铁正木第一大楼） 324–9800 324–9824 

http://www.city.nagoya.jp/zaisei/page/0000099620.html
http://www.city.nagoya.jp/zaisei/page/0000099620.html
http://www.city.nagoya.jp/zaisei/page/0000099620.html


 

1-10  地域的生活 
1-10-1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治会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治会是一种促进居民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的组织，是由居民自主建立的自治组

织，原则上是任意加入。加入后，会帮助您了解日常生活的消息和参加一些活动，跟地区居民交往

的机会也会增多。此外，遇到灾害时，凡是通过居民委员会・自治会近邻之间有过交道的地区，救

助工作会进行得顺利，恢复时间也会变短。 

居民委员会・自治会的活动内容以及会费等各地区有所不同，请在入会之前问清楚。 
 

1-10-2 推广禁止路上吸烟 
名古屋市依据放心・安全・舒适条例规定在市里的公共场合不准步行吸烟，或者随便乱丢烟头。此

外，名古屋站・荣・金山・藤が丘４个地区指定为路上禁烟地区（禁烟道路）。在路上禁烟地区的

道路上吸烟时，会被处以2000日元以下的过失罚款。 

名古屋 



 

2 紧急的情况 
2-1  火灾、急病、受伤时 
2-1-1  失火 
失火会给本人和邻居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要小心用火。 

万一失火时， 

① 大声告诉家属，让其避难 

② 告知街坊四邻失火 

③ 通过电话报告给消防局防灾指令中心(电话号码为119) 

请按照以上顺序沉着应对。 
 

2-1-2  急病 
要是您得了急病或受了重伤需要紧急抢救时，请立即拨119呼叫救护车。 

特别是无反应无呼吸、或突然有着剧烈头痛、腹痛时，请迅速呼叫救护车。 

 

2-1-3  关于119 
当您拨119时，请将您的姓名，地址，要说的内容尽量用日语说清楚。如果旁边有会说日语的人，

请其通报。 
  

2-1-4  火灾预防 
（1）为了预防火灾，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吧。 

a 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吸烟或扔烟头。 

b 离开煤气灶时，一定要熄掉火。 

c 使用炉子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 

d 正确使用电器用品，不使用配电盘。 

e 不要让小孩玩火柴或打火机。 

f 不要在家周围放置易燃物，以免被放火。 

g 回收资源和垃圾请在收集日当天扔。 

（2）为了早一刻知道火灾减少灾害，需要安装住宅用火灾报警器。（必要的地方是房间的卧室，

厨房，有卧室的楼梯处。） 

（3）为了防止火灾蔓延，要留意下面的事： 

a 为了防止寝具和围裙着火，使用阻燃品。 

b 准备住宅用灭火器，以便快速灭火。 

（4）为了保护家人免受火灾影响，让我们平时和邻居打招呼，建立相互帮助的关系。 



 

2-2  在遭遇交通事故和犯罪时 
2-2-1  交通事故时的处理方法 
遇到交通事故时，这个车子的驾驶员应立即停止行使，下车抢救伤员，采取防止道路上的危险等必

要措施后，必须立即向最近的警察局等的警察官报告事故的状况。 
 

2-2-2  遭遇犯罪时 
在遭遇犯罪时，请务必向警察提交被害报告。 

还有，要是您看到犯罪事件，或是听到有关于犯罪的情报的话，请积极拨打110报警，或者是向最

近的警察局，派出所报案。为了尽早能够逮捕犯人解决案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合作。 
 

2-2-3  关于110 
打110通报时，请把通报的内容，地点，名字等尽可能用日语传达。附近有会说日语的人在的话，

可以拜托他人为您通报。 

○警察署一览 

警察署名 地   址 电话号码 

千种 名古屋市千种区觉王山通8–6 （052）753–0110 

东 名古屋市东区筒井1–9–23 （052）936–0110 

北 名古屋市北区田幡2–15–18 （052）981–0110 

西 名古屋市西区天神山町3–25 （052）531–0110 

中村 名古屋市中村区椿町17–9 （052）452–0110 

中 名古屋市中区千代田2–23–18 （052）241–0110 

昭和 名古屋市昭和区广路通5–11 （052）852–0110 

瑞穗 名古屋市瑞穗区瑞穗通2–22 （052）842–0110 

热田 名古屋市热田区横田1–1–20 （052）671–0110 

中川 名古屋市中川区篠原桥通1–4 （052）354–0110 

南 名古屋市南区寺部通2–20 （052）822–0110 

港 名古屋市港区入船2–4–16 （052）661–0110 

绿 名古屋市绿区青山3–20 （052）621–0110 

名东 名古屋市名东区猪高台2–1009 （052）778–0110 

天白 名古屋市天白区植田南1–401 （052）802–0110 

守山 名古屋市守山区胁田町401 （052）798–0110 

 

 

 



 

2-3  自然灾害 
2-3-1  灾害对策 
日本是四季分明的国家，并且大雨，台风等各季节有各种灾害发生。春季至夏季由于受梅雨锋的影

响易降大雨，夏季至秋季每年都有数次台风靠近或登陆。 

这些大雨和台风会引发泥石流和洪水等各种灾害。所以我们要事先把握好危险地点并提前确认好避

难场所等，从平时开始就研究好对策。 

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地震多发国。如发生大规模地震，其震动会造成建筑物摇摆倒塌，引发火

灾等严重灾害。为了将灾害控制在最小，我们从日常开始就需要预先研究好对策。 

而且，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以东海地区为中心的大面积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地震，被称为「东海

地震」。 

另外，「东海地震」与其他地震发生连动，发生更加严重的「南海海沟巨大地震」的可能性也存在。

如发生「南海海沟巨大地震」，巨大范围内的地震，海啸，会对大范围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 

为了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名古屋市将整备信息提供体制。在地震发生前或发生后对市民将通过电

视，收音机等各种手段，迅速发送信息。大家也应当本着维护自己及家人生命的首要原则，积极地

进行信息收集，避难等的判断。 

名古屋市防火防灾指导 

NIC防灾手册 1  2  3 
 

2-3-2  台风的防备 
在台风季节，要十分注意天气预报，有台风预报时，请注意下述事项： 

⑴ 准备好手电筒，便携式收音机，新电池，以防停电。 

⑵ 通过收音机，电视了解气象信息。 

⑶ 加固玻璃窗，如有防雨套窗，一定要关好。 

⑷ 将花盆，晾晒衣类用的竿子等有被吹走危险的东西收在屋里，或将其固定住，以防被风吹走。 

⑸ 不随便外出。 

⑹ 有浸水之虞的地方，先把什物家具等移到高处。 

⑺ 准备好食品，饮用水，食品和医药品等物品。 

⑻ 收拾好食品、贵重物品等紧急时携带的物品，准备避难。 

⑼ 如住在容易浸水的危险的地方，要准备好随时都能出去避难（请参考洪水受灾预测图）。 

⑽ 请通过名古屋市的公开网站或在区役所等预先确认好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及指定避难所的位置。 
 

2-3-3  地震的防备 
地震在什么时候发生无从知晓，所以平时做好防灾准备，在紧急时能沉着冷静，正确地行动。这一

点十分重要。 

平时要做好下述准备工作： 

⑴ 关于避难处和联络手段（灾害用传言用专线171・灾害用留言版服务的利用等）请与家族预先

商谈。 

⑵ 用防倒五金配件将家具类固定住，以防震倒。 

⑶ 要准备约７天用食品等的储备品，避难时将其中约３天用装入登山背包等中作为紧急带出品

（贵重品，收音机，手电筒等）预先准备。 

⑷ 检查房屋的地基。 

⑸ 火炉附近不要搁置易燃物品。 

⑹ 准备好灭火器和水桶等消防用具。 

⑺ 确认好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指定避难所和避难路径。 

⑻ 警戒宣言时，对避难对象地区（能预测发生海啸和泥石流的地区）发表避难劝告或指示。事发

前自己住的地域是否属于避难对象地区，请与区役所等预先确认。 

http://www.city.nagoya.jp/zh/cmsfiles/contents/0000014/14156/chn_disasterand_fire_prevention_guide_nagoya_city.pdf
http://www.nic-nagoya.or.jp/nic_bosai_manual/bosai_1_C.pdf
http://www.nic-nagoya.or.jp/nic_bosai_manual/bosai_2_C.pdf
http://www.nic-nagoya.or.jp/nic_bosai_manual/bosai_3_C.pdf


⑼ 积极参加自主防灾组织或街道会组织的防灾训练。 
 

2-3-4  发生地震时 
平时无论怎样沉着的人，到紧急时也会惊慌失措。为了在紧急时能镇定不慌，冷静行动，请随时记

住“紧急时的事项”。 

⑴ 摇晃得不能移动时，一直低着身体，保护头部。 

⑵ 能移动时，戴安全帽，利用坐垫等保护头部，并逃到有防止家具掉落措施的房间或躲在结实的

桌子底下等安全的地方。 

⑶ 打开门，确保出口畅通。 

⑷ 不再摇晃时熄灭火源。 

⑸ 小心屋里的玻璃碎片。 

⑹ 往外边逃跑时不要慌张，要保持冷静。 

⑺ 考虑通往避难场所的多条路径，选择其中最安全的道路跑至避难场所。 

⑻ 通过收音机、电视获知正确信息。 

⑼ 提高警惕，注意发生山崩、崖坍、海啸。 
 

2-3-5  有关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及指定避难所 
名古屋市内明确区分了为了救命逃避灾难带来的危险首先逃往的场所，

被称为“指定紧急避难场所”，以及自家由于灾害而无法返回时为了维

持一定时期的避难生活的“指定避难场所”。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根据灾

害种类而指定，有面向海啸的指定紧急避难场所（海啸避难楼）或针对

洪水内水的指定紧急避难场所。 

事前确认每个区将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及指定避难所等信息汇总的“名古

屋避难手册”的前提下，事先看好避难路线，检查通往避难场所的道路

上有无危险之处。 

作成了记载有各种灾害预测的《你的街道的地震风险地图》和 《你的

街道的海啸风险地图》，以及《你的街道的洪水・内水风险地图》。事

先确认自家周边的危险性是非常重要的。详细情况，请查询名古屋市政

府官方网站，或者询问附近的区役所或名古屋国际中心。 

您所在街道的避难所地图 
 

 

 

 

 

 

 

 

 

 

 

 

 

 

 

 

 

 

 

http://www.city.nagoya.jp/zh/page/0000015354.html


 

 

 

 

 

 

 

 

 

 

 

 

 

 

 

 

 

 

 

 

 

 

 

 

 

 

 

 

 

 

 

2-3-6  避难行动的心得 
避难的准备：区役所、警察、消防部门、自主防灾组织等有指示时，或因洪水、海啸、泥石流、房

屋损坏、倒塌以及火灾有蔓延危险时，应该根据情况到安全场所避难。 

⑴ 避难前，再次确认火源有无熄灭！（将煤气，电器的电源总闸切断。） 

⑵ 不要忘记在联络便条上写明避难场所的名称和安全与否的信息！ 

⑶ 穿容易活动的服装，预防地震时也不要忘记保护头部！ 

⑷ 将紧急时的携带物品（食物等）一起装在背包里，背着去避难！ 

⑸ 要步行去避难，严禁利用汽车或摩托车！ 

⑹ 紧紧拉住老人和儿童的手！ 

⑺ 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及指定避难所由全家开防灾会议等方式预先决定好！ 

⑻ 去指定紧急避难所及指定避难场所时，避免走窄路，不要沿着墙根、河边走！ 

⑼ 感觉到地震时,即便未能以视觉判断是海啸也请迅速离开海岸！（名古屋市所预想的海啸,将不

是伴随白浪冲涌而是海面整体升高。） 

⑽ 即使只是发出海啸注意警报时，也要停止海水浴和海岸垂钓，离开海岸！ 

⑾ 海啸会反复袭来。到正式解除海啸警报和海啸注意警报为止，要在安全的地方注意观察情况！ 

 

 

待在自己的家里 

自己的家遭受灾害, 

回家 

待在自己的家里能保住性命吗? 

YES NO 

发生灾难! 

前往指定紧急避难所 

灾难的危险消除 

YES NO 

前往指定避难所 

难行动流程 

 



2-3-7  灾害时的电话 
在发生灾害时，可预料向受灾地进行询问和表示慰问的电话会蜂拥而至。预料会影响防灾机构等进

行救助和恢复活动所需的电话，所以请不要拨打无用或不急的电话、不要使用电话自动重拨功能等。 

和受灾地区不能取得联系时，请利用以下记载的“灾害用传话拨号(171)(电话服务)”、“灾害用

传话板(web171)”等。 

 

2-3-8  灾害用留言电话「171」(电话服务)、灾害用传话板(web171) 
地震等大的灾害发生时，为了确认平安与否，或进行慰问等打往受灾地的电话会杀到，可以想像电

话很难打通的状况会持续数天。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确认家属，亲属，相识是否安好和信息联络提供帮助的就是灾害留言电话

「171」。打往受灾地的电话很难打通时，通过灾害用留言电话中心会把确认平安与否的留言进行

累积保存，留言的录音以及再生，有借助此而能够与受灾地区内的家属和相识等取得联系的服务。 

「灾害用留言电话」只在发生灾害时提供服务，先拨打「171」，听到声音后，按导播电话进行录

留 言 ・ 听 留 言 。 关 于 英 语 灾 害 用 留 言 电 话 「 171 」 的 概 要 ， 请 浏 览

（http://www.ntt-west.co.jp/dengon/english/）网页。 

 

以下记载着主要操作方法，关于详细设定和操作请打电话「116」或是发电邮到

saitai_support@west.ntt.co.jp（e-mail）咨询。 

 

■使用方法 

可以使用的电话 

您可从NTT西日本・东日本的一般加入电话(按钮电话线路、拨号电话线路)ISDN、公用电话、光纤

IP电话(电话服务)以及灾害时NTT西日本・东日本在避难所等处设置的特设公用电话进行利用。但

是，对于ISDN和光纤IP电话(电话服务)，如果使用拨号式电话机，就不能利用。 

此外，也可通过移动电话、PHS、NTT西日本/东日本以外的通信事业者的电话服务进行利用。关于

可发出信息的电话服务以及通话费等，请向您签约的各通信事业者询问。 

使用费用 

通过NTT西日本或NTT东日本电话服务的留言录音和播放收听不收取通话费。关于通过其他通信事业

者电话服务发出信息时的通话费，请向各通信事业者询问。储存留言的中心使用费为免费。 

提供开始 

在震度6级弱以上的地震发生时以及发生灾害等情况，而导致通话增加，向受灾地区的通话难以接

通的状况下，会立即开始提供服务， NTT西日本以及东日本会根据具体状况设定提供条件，通过电

视・广播电台・英特网等来通知。 

留言录音时间 

1个留言30秒以内 

留言保存期间 

直到提供结束为止 

留言保存数 

1个电话号码1～20个留言（开始提供服务时通知） 

※留言保存数及保存时间依灾害状况不同而变化。 

 

 

 

 

 



使用时的注意点   

・请预先决定在家属、亲戚和熟人等之间，在传话内容的录入和播放收听时使用的受灾地方面自己

住家的电话号码或者想要取得联系的受灾地对方电话号码。 

・请在有限的录音时间内讲话录制确切的信息。 

②灾害用传话板“web171” 

NTT西日本在基于电话(声音)的灾害用传话拨号“171”(电话服务)外，还提供可上传和阅览传话

信息(文本)的灾害用传话板(web171)。 

关 于 英 语 的 灾 害 用 传 话 板 (web171) 的 概 要 ， 请 浏 览

http://www.ntt-west.co.jp/dengon/web171/english/。 

此外，从上面的URL可以下载利用方法(英语版、中文版、韩语版)。 

■开始提供 

在地震以及其他灾害发生时，通过电视、无线电广播、NTT西日本的网站等进行通知。 

请访问https://www.web171.jp，按界面提示利用。 

■传话应对语言 

〇应对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韩语 

※手机专用网站仅日语和英语。 

■利用费 

免除传话内容上传和阅览等的服务费。另外需要互联网连接费用和服务提供商利用费等以及拨号

连接时的通信费等。 

③ 设想的利用例 

为了确认在受灾地的家属，相识的平安与否，而想取得联系的情况 

确认与在受灾地亲属，相识平安无事相关消息的情况 

自己虽然是受灾者，但由于和受灾地的亲属分离，而想相互取得联系的情况 

自己虽然是受灾者，但是想告诉亲属朋友自己平安无事消息的情况等 

④ 关于使用体验 

◇体验使用日 

·每月1日及15日 00:00～24:00 

·正月三天（1月1日00：00～1月3日24：00） 

·防灾周期间（8月30日9:00～9月5日17:00） 

·防灾与志愿者周期间（1月15日9:00～1月21日17:00） 

◇留言保存期限 

·留言保存期限仅限体验使用期间。 

◇使用费用 

·灾害用留言电话（171） 

  留言储存等客服中心使用服务是免费的。从NTT东日本或者NTT西日本的电话拨打的留言录

音·播放时的电话费是免费的。关于 

由其他通信公司的电话拨打时产生的电话费请咨询各通信公司。 
  

2-3-9  港防灾中心 
在名古屋市港防灾中心，有可以用起震装置体验过去实际发生的震度7级地震和为了让人了解伊

势湾台风接近时情景而通过图像和音响照明等的演出。 

 

详情请向港防灾中心询问。 

地址：名古屋市港区港明一丁目12番20号 

（TEL 651–1100，FAX 651–6220） 

 

 

http://www.ntt-west.co.jp/dengon/web171/english/
https://www.web/


2-4  国民保护 
2-4-1  什么是国民保护 
国民保护是指万一日本国内将受到或已发生武力攻击或大规模恐怖活动时，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以

及各机关连合起来诱导避难居民及进行救援，保护居民的生命、身体和财产。 
 

2-4-2  发布了警报和避难信息时的对应措施 
■⑴ 用警笛发布警报时 

马上通过电视和收音机来收集信息 

■⑵ 发布避难信息时 

1. 需在室内避难时 

ア 在室内时，关闭门窗，在得到指示之前不要外出。 

イ 在室外时，去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和地下街避难。 

2. 去市内的避难设施避难时 

按照名古屋市的指示去指定的避难设施避难。 

3. 去市外的避难设施避难时 

以铁路及公共汽车等方法按照名古屋市的指示去指定的避难设施避难。 

4. 关于开车 

请不要开车。道路由警察进行交通控制。开车会加剧堵车，导致无法避难。 
 

2-4-3平时的准备 
⑴ 准备好避难用品（食品、水、贵重物品、收音机、手电筒等） 

⑵ 与家人商量好避难时的联络方法。 



 

3 重要的手续 
 

3-1  住民登记等手续 
3-1-1  迁出及迁入 

在搬家时，需要事先在之前所住地区的区役所市民科或者支所区民生活科提交迁出申请（只在

名古屋市内搬家移动的话就不需要迁出申请），在搬家后14天内必须向新住所的区役所市民科或者

支所区民生活科提交迁入申请。在提交迁入申报时，请务必与迁出证明书一起携带全部搬迁人员的

居留卡(在留卡)或者特别永久居住者证明书以及通知卡或者My Number卡。 

 

“通知卡/My Number卡” 

在日本国内初次进行了居民注册时，将通过简易挂号邮件寄送通知卡。通知卡记载有My Number，

请慎重保管。如果遗失了通知卡，则请向住所所在地的区政府(区役所)市民科或者区府办事处区民

生活科咨询。 

此外，根据本人希望，可以制作My Number卡(带面部照片的本人确认文件)。My Number卡的有效期

间与居留期间相同，请注意。 
 

3-1-2  转换为特别永久居住者证明书 
特别永久居住者原则上最晚在前次外国人注册证明书得到确认(切换)日后的第7个生日，需要在居

住的区的区政府(区役所)市民科或者区府办事处区民生活科办理把外国人注册证明书切换为特别

永久居住者证明书的手续。 

您所持有的外国人注册证明书直到办理切換手续为止，可以作为特别永久居住者证明书使用。 

如果特别永久居住者在前次外国人注册证明书得到确认(切换)日后的第7个生日是2015年7月8日或

以前，则即使持有外国人注册证明书，也不能作为特别永久居住者证明书来使用。请还没有办理切

换手续的人向居住的区的区政府(区役所)市民科或者区府办事处区民生活科联系。 
 

3-1-3住民票的复印 
需要住民票复印件的话请去区役所市民科或者支所区民生活科（不是居住地区的也可）申请。 
 

■Ｑ 我必须随时携带护照或者在留卡等证件吗？ 

Ａ 2012年7月9日起实施新的在留管理制度，中长期在留者将拿到“在留卡”。出门时，必须

随时携带护照或者在留卡等证件等证件(除不满16周岁的人)。警官对你们要求出示护照等证件时，

必须出示，请你们协助警察的保安活动。从事在留资格以外的活动或者超过在留期限继续留在日

本都是违法的。在日本逗留之中，您们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或者遇到受害的话，请与跟附近的派

出所或警察局联系。 

爱知县警察主页 http://www.pref.aichi.jp/police/ 

http://www.pref.aichi.jp/police/


 

3-2  在留等手续 
3-2-1  在留手续 

在留资格不同在留期间也不一样。有关外国人的入国・在留资格的咨询可以去以下的外国人在

留综合信息咨询中心的窗口或打电话咨询。 

■电话咨询 

电话号码: 0570-013904（全国通用） 03-5796-7112（PHS・IP电话・从海外打来时。） 

咨询时间: 8:30～17:15 

休息: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年末年始（12/29～1/3） 

对应语言: 可以用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以及西班牙语咨询。 

■窗口咨询 

地址: 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5-18   名古屋入国管理局1楼 

咨询时间: 8:30～17:15 

休息: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年末年始（12/29～1/3） 

对应语言: 可以用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以及西班牙语咨询。 

■在留期间的更新许可 

外国人从入境时等开始，在持有的在留期限内可以居留日本。为进行同样活动而延长现有在留期限

继续逗留时，在留期限3个月前（或者3个月以内的在留期间的人，在2分之1以上的时间经过后）开

始到在留期限为止，必须办理更新的许可。 

■在留资格的变更许可 

变更现有在留资格规定的活动而进行另一项活动时，必须预先得到许可。在得到许可之后，能够以

新的在留资格活动。 

■在留资格以外的活动许可 

进行现在在留资格规定的活动以外的工作而获取报酬时，要预先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必须获得从

事其工作的许可。 

■在留资格的取得许可 

孩子等出生等之后超过60天在日本的话，从出生等之日开始30日以内，必须进行在留资格取得许可

的申请。 

 

3-2-2  户籍关系的登记 
居留在日本国内的外国人，根据日本户籍法的规定，在出生、死亡时有登记的义务，另外在结婚、

离婚时也要去登记。（而且，关于结婚申请、离婚申请，因国籍不同申请资料有可能不同，详细情

况请向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询问。）同时也需要办理入国管理的手续。 

■出生 

需要办理出生登记（在您所居住的，或出生地的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出生报告（您

所居住区的保健中心），孩子医疗补助及国民健康保险加入手续（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或支所区民福

祉科，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对象为加入者）。 

■死亡 

需要办理家属死亡登记手续（到居住或死亡地点所在的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国民健

康保险或者是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死亡登记（仅对加入者，到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或支所区民福祉

科）。 

■婚姻 

需要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到您所居住的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去办理手续。国民健康保险

变更手续（加入者自己到区役所或支所区民福祉科）。 

■离婚 

需要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国民健康保险变更手续（仅对加入者，

到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或支所区民福祉科）。 



3-2-3  印章登记 
在日本，很多人有用刻着自己姓名的图章来盖印的习惯，这是跟签字一样的意思。正式登记过的印

章叫“实印”，“实印”和印章登记证明书相符合时才具有法律效力。 

办理印章登记手续时，您须要带着准备登记的图章和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者在留卡到您所居住的

区役所市民科或者支所区民生活科去申请。详情请向您所居住的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咨

询。如能确认是您本人在申请的话。会当场给您颁发印章登记手册。 

以后您需要印章登记证明书时，请带上印章登记手册，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者在留卡和手续费到

区役所市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在您居住的区以外也可以）去申请，即可拿到。 

 

3-3  健康保险 
3-3-1  加入者资格 
为了在日本生病或受伤时，能够安心地接受治疗，设立有医疗保险制度。满足下列①～⑤所有类型

的人必须加入名古屋市国民健康保险。请到您所居住的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或支所区民福祉科去办理

手续。 

①在名古屋市内进行住民登记并居住的  

②具有适宜的在留资格，预计在日本逗留3个月以上(但是，以接受医疗服务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

以及以照顾其日常生活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或者、以观光/休养等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以及

身为其配偶者而同样以观光/休养等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除外。)  

③没有加入单位的公共医疗保险  

④没有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  

⑤没有享受生活保护福利（以低收入阶层为对象） 

 

3-3-2  国民健康保险的申请 
符合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资格的人，在遇到下述情况下有义务提交申请手续。提交时，请去所住地

区的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或者支所区民福祉科办理手续。 

①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时候（退休、出生等）或者从名古屋市外迁入市内的时候 

②推出国民健康保险的时候（加入公司的健康保险、死亡等）或者从名古屋市内迁出的时候 

③居住地区，户主或者姓名要更改的人。 

 

3-3-3  保险支付 
对所有加入名古屋市国民健康保险的人都发给“保险证”。在医院和诊疗所等提交保险证后接受了

诊疗时，被保险人的负担如下： 

○未就学儿童：20％ 

○就学儿童～不满70岁：30％ 

○70岁及以上：出生年月日在1944年4月2日及以后为20％ 

出生年月日在1944年4月1日及以前为10％ 

(但是任何情况下高收入者也为30％) 

 

还有，住院时的伙食费为标准负担额。并且，负担的数额过高的时候可得到高额疗养费。除此之

外，被保险者生孩子或死亡时，也可以得到补助费用。 

 

3-3-4  保险费 
被保险者（享受保险的人）必须交纳保险费。保险费以家庭为单位，根据家庭人数和所得的多少来

决定保险费金额。 

另外，备有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菲律宾语、越南语以及尼泊尔语编写的《名

古屋市国民健康保险指南》供您使用。 



 

3-4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3-4-1  被保险者的资格 
满足以下①–⑤所有条件的人才有资格： 

①75岁以上或65–74岁有一定残疾的人  

②住在名古屋市内的人  

③有住民登记  

④持有适宜的在留资格，在日本国内预计逗留超过3个月(但是，以接受医疗服务为目的入境/居留

的人以及以照顾其日常生活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或者、以观光/休养等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

以及身为其配偶者而同样以观光/休养等为目的入境/居留的人除外。) 

⑤没有接受生活保护 

 

3-4-2  保险支付 
对所有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者都发给保险证。在医院或诊疗所出示保险证接受治疗

时，享受医疗支付。但要支付医疗费的10％（有一定收入的人为30％）以及住院时的标准伙食费。 

 

3-4-3  保险费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者必须交纳保险费。保险费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 



 

3-5  护理保险 
3-5-1  加入者资格 
护理保险是指，因为疾病等需要护理或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所需的护理服务的制度。符合下列

①～④的全部必备条件的人必须加入名古屋市护理保险。 

①住在名古屋市内的人  

②有住民登记的人  

③有适宜的在留资格，在日本国内预计逗留超过3个月  

④40岁以上（65岁未满者，需要加入日本的公共的医疗保险） 

 

3-5-2  需看护/需支援认定的申请等 
为了利用护理服务，需要事先向您居住的区的区政府(区役所)福祉科(区府办事处管辖范围内为区

府办事处民区民福祉科)申请，并接受需看护/需支援认定。需看护/需支援认定指对看护需要度的

判定，被判定为“需看护1～5、需支援1/2”之一的人可利用护理服务等。 

此外，从2016年6月开始实施“看护预防/日常生活支援综合事业”(以下称“综合事业”)，在需支

援1/2的人或者65周岁及以上的人中通过基本核验单被判定为事业对象者的人，可以利用综合事业

中“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您来所居住的区的区政府(区役所)福祉科(区府办事处管辖范

围内为区府办事处区民福祉科)和活力支援中心咨询等时，可以进行基于基本核验单的判定。 

 

3-5-3  护理服务等的利用方法 
护理保险服务里有居家类服务和设施/居住类服务，可以从中选择您所希望的服务，按照看护计划

来利用。利用护理服务原则上负担所花费用的1成（收入所得在一定金额以上者2成或者3成）。 

“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里有访问服务和往返设施服务等，利用方法和费用负担等与上述

内容相同。 

 

3-5-4  保险金 
加入护理保险的人必须缴纳保险金。65岁以上的人的保险金额根据本人以及家庭上缴的市町村民税

状况来决定。40岁到64岁的人的保险金额根据加入的医疗保险的计算方法来计算。 

请参阅编制的指南小册子《介护保险制度》（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以及西班牙语）。 

 

 

 

 

 

 

 

 

 

 

 



3-6  养老金 
3-6-1  国民年金加入者和加入的手续 
国民年金加入者分为以下三种，加入手续如下。 

（1）第1号被保险人 

居住在日本的20周岁及以上且不满60周岁的人中，不属于下面的第2号被保险人或第3号被保

险人的人。 

→属于第1号被保险人的外国人，在区政府(区役所)或者区府办事处制作居民票后，到国民年

金的窗口办理加入手续。 

→在取得了日本国籍时和成为了日本人时等也需要办理手续。 

（2）第2号被保险人 

在公司和工厂等工作的人和公务员等中，已加入厚生年金保险等的人。 

→加入手续由公司等事业主体办理。 

（3）第3号被保险人 

由第2号被保险人抚养的20周岁及以上且不满60周岁的配偶者。 

→按规定，加入手续通过身为第2号被保险人的配偶者工作的公司等事业主体办理。 

 

3-6-2  养老金支付 
国民养老金的支付包括原则上具备10年以上保险交付期（包含免交期）且65岁以上者为支付对象的

老龄基础养老金，残废基础养老金，遗族基础养老金。假如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满期之前要回国，该

会将支付给您退会的一次性养老金。 

■退会一次性养老金 

在日本加入养老金且符合以下条件者离开日本出国后２年以内申请时可领取退会一次性养老金。 

・没有日本国籍 

・缴纳有6个月以上的保险费 

・在日本没有住所 

・没有在日本享受养老金（包括残疾养老金）权利的人 

退会一次性养老金的金额：可以领取与保险费缴纳期间相应的金额。 

请求支付方法：在年金事务所获取退出一次性款项裁定请求书，提交给日本年金机构。 

附具文件：年金手册；护照(能确认出国年月日、姓名、出生年月日、国籍、签名和居留资格的页

面)的复印件；“银行名称”、“支行名称”、“支行所在地”、“账户号码”以及能确

认为“请求者本人的账户名义”的材料。（由银行所发行的证明等） 

 

寄送地 

东京都杉并区高井户西３丁目５番24号 邮编：168–8505 

日本年金机构 

      

3-6-3  保险费 
加入国民养老金的人（被保险者）必须交纳保险费。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是要享受保险的所有人

员一律支付的定额保险费，二是任意支付的附加保险费。这些费用都是固定的。此外，因为收入少

等经济上的问题难于支付的话，可以利用制度免除保险费的缴纳。 



 

3-7  其他 
3-7-1  儿童补贴 
对于养育有中学毕业前的儿童（满15岁的最初的３月31日为止的儿童）的家庭，支付儿童补贴，请

办理申请手续。 

从名古屋市外转入的家庭，有必要重新办理申请手续，请及早办理。（如在转入的第二天开始15 内

申请，可在转入月的下个月开始领取。） 

另外，没有住民票的，不可申请。  

此外，在海外居住的儿童，除了留学，其他情况都不算作补贴支付的对象。 

详细情况，请向区役所民生儿童科・支所区民生福祉科询问。 

 

3-7-2  敬老手册，敬老乘车证 
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发给「敬老手册」和「敬老免票」。 

提示敬老手册可以减价利用东山公园和名古屋城等设施。 

敬老免票是可以免费利用地铁，市营公共汽车，Yutorito线（Yutorito Line）以及青波线的乘车

证。希望发给敬老免票者，需要支付负担金。负担金额根据介护保险费等级和敬老免票的利用期间

（６个月以上或是６个月未满）分别为5,000日元，2,500日元，1,000日元，500日元。但是，19

年度的介护保险费等级４级者为3,000日元及1,500日元。 

敬老卡从65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就可以使用，所以希望得到的人请向您居住的区的区政府(区役所)

福祉科(区府办事处管辖范围内为区府办事处区民福祉科)咨询。此外，在申请后大约需要1个月才

交付。 

※下述情况不能发给敬老免票，请予以谅解。 

・住民基本台帐上无法确认在名古屋市内有住所得情况（也包括敬老手册） 

・享受障碍者制度的福祉特别乘车券，福祉出租车利用券或是带升降机出租车利用券的情况 

 

3-7-3  生活保护等 
对于生活穷困的在日外国人，出于人道上的考虑，包括在日本居住并取得了永久居住资格等在内，

在以永久居住及其配偶者、定居者等的资格居留的情况下，比照日本国民提供保护。 

 

在接受生活保护时，必须符合资产等各种相应的条件，请与居住的区役所民生儿童科（支所管辖范

围内为区民福祉科）商谈。（但是，住民登记的所在区没有这项服务的情况，会被带到别的相谈窗

口咨询。） 

此外，即使达不到生活保护的程度，将介绍生活上各种问题的咨询窗口，请一并进行咨询。 

 

3-7-4  残疾人福利 
对身体残疾，痴呆及精神障碍者发放各种残疾证明手册（身体障碍者手册，爱护手册，精神障碍者

保健福祉手册）。可享受各种优待和减免制度。 

其他，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人还有各种补助金，家庭助手等福利项目。 

身体残疾，痴呆者请咨询区役所福祉科（支所管辖范围内为区民福祉科）精神障碍者,一定范围内

的难治之症患者,请咨询保健中心保健预防科（支所管辖范围内（※绿区为分室管辖范围内）请咨

询保健中心分室（精神、难治之症等））。 

 

3-7-5  医疗费的补助 
加入医疗保险，符合下述条件成为对象者， 

①中学3年级前的孩童 

②单亲家庭者（有收入限制） 



③障碍者（有一定障碍以上者。有所得限制）。可以享受医疗补助，需领取“医疗证”，请去区役

所保险养老金科或支所区民福祉科办理手续。 

另外，对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或是加入医疗保险的70岁以上者，符合一定的条件者（障

碍者（一定程度以上的障碍者且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或是瘫痪，认知症者。有所得限

制），有补助医疗费的部分负担金的福利供给金制度。成为对象者，需去领取“2福利供给金资格

者证”，请去区役所保险养老金科或支所区民福祉科办理手续。 

在医院等的窗口，只要把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保险证，或健康保险证，高龄受给者证，与福祉给付

资格者证一起提示，就可以办理接受免费治疗（健康保险适用范围以外和住院时的饮食费（标准负

担额）由自己负担）。 

 

3-7-6  社会保障和税务编号(My Number)制度 
关于社会保障和税务编号(My Number)制度的信息 

英语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english.html 

中文(简体字)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chinese-kantaiji.html 

中文(繁体字)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chinese-hantaiji.html 

韩语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korean.html 

西班牙语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spanish.html 

葡萄牙语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portuguese.html 

关于My Number制度，如有不清楚之处，请向国家的呼叫中心咨询。 

内阁官房My Number综合免费电话 

电话号码 0120-0178-26(应对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应对时间 平日9点30分～20点，周六周日节日9点30分～17点30分(年底年初除外)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english.html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chinese-kantaiji.html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chinese-hantaiji.html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korean.html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spanish.html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portuguese.html


 

4 信息咨询 
4-1  咨询窗口 
4-1-1  名古屋国际中心 
如果发生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与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服务台或行政咨询（TEL 581–0100，三

方通话（同时翻译）TEL 581–6112），教育咨询（TEL 581–0100）联系。 

 

4-1-2  公办的咨询窗口 

咨询内容（机关） 名    称 电 话 号 码 时间，语言 

在留资格关系 

 

外国人在留综合信

息咨询中心 

0570-013904 

03-5796-7112 （PHS・IP

电话・从海外打来时。）

（全是全国通用号码） 

星期一～五 

8：30～17：15 

（除节假日，年末年初） 

英，中，韩，葡，菲，西 

劳务关系 

（爱知劳动局） 
外国人劳动咨询 972–0253 

星期二，四 

9：30～12：00 

13：00～16：00 

英 

星期二～五 

9：30～12：00 

13：00～16：00 

葡 

职业相谈・介绍 

（名古屋中公共职业

安定所） 

外国人雇佣服务中

心 
264–1901 

星期一～五（除节假日，年

末年初） 

10：00～12：00 

13：00～18：00 

英，中，葡，西 

人权咨询 

（名古屋法务局） 

外国人的人权咨询 

由外国人进行的人

权咨询 

英语0570-090911 

汉语 

0570-050110 

 

星期一～星期五(年底年初

除外) 

 

9:00～12:00 

13:00～16:00 

英、中 

952-8111(总机) 

每月第2个星期二 

13:00～16:00 

葡 

法律咨询 

（爱知县律师会名古

屋法律咨询中心） 

外国人法律咨询 
565-6110 

 

星期一～星期五 

9:30~19:45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 

9:30~17:00 

收费（30分种以内5,400日



元） 

※与会说日语者同行 

教育 

（市教育委员会） 
日语教育咨询中心 961–0418 

星期一～五 

13：00～16：00 

中，葡，菲，西，（韩） 

※韩语每周一次，需事前确

认。 

家庭关系・暴力等在家

庭及工作环境,学校中

女性直接面对的问题 

（名古屋市男女平等

参画推进中心） 

E-ABLE名古屋咨询

室 

321-276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日 

10:00～16:00 

只限星期三 

10:00～13:00 

18:00～20:00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只限日语接待。 

夫妻关系・育儿・工

作・生活方式等男性的

烦恼 

名古屋市男性咨询 050-3537-3644 

每周星期三 

18：00～20:00 

每周第四个星期日 

10:00～12：00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只限日语接待。 

有关配偶者的暴力

（DV）的咨询（市儿童

青少年局） 

名古屋市配偶者暴

力咨询支援中心 
351-5388 

星期一～五（节假日，年末

年初除外） 

10：00～17：00 

※只限日语接待。 

DV(家庭暴力)被害人

的咨询（市儿童青年

局） 

DV被害者热线 232-2201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年

末年初除外） 

10：00～18：00 

※只限日语接待。 

护养（儿童虐待等），

保健，残疾，行为不正，

抚育（不上学・教养等）

等的儿童咨询 

（名古屋市中央儿童

咨询所・名古屋市西部

儿童咨询所） 

 

名古屋市中央儿童

咨询所（千种・东・

北・中・昭和・瑞穗・

守山・绿・名东・天

白区的居民） 

 

757-6111（总机） 

 
星期一～星期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45～17:15※只限日语接

待。 

 

 

名古屋市西部儿童

咨询所（西・中村・

热田・中川・港・南

区的居民） 

 

365-3231 

 

关于育儿烦恼和虐待

儿童等的咨询 
名古屋儿童SOS 761-4152 

24小时365天 

9:00～16:30 

※只限日语接待。 



   

关于怀孕・生产・育儿

的各种咨询（各区保健

中心内设有育儿综合

咨询窗口） 

育儿综合咨询窗口

（育儿世代总括支

援中心） 

千种：757-7033 

东：979-3588 

北：910-6815 

西：529-7105 

中村：486-6388 

中：269-7155 

昭和：745-6030 

瑞穂：837-3285 

热田：679-3086 

中川：364-0065 

港：655-8745 

南：619-7086 

守山：797-5220 

绿：899-6518 

名东：769-6288 

天白：847-5981 

电话咨询 

星期一～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45～17:15 

面谈咨询 

星期一～五 

（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9:00～16:30 

※只限日语接待。 

英…英语 中…中文 韩…韩语 葡…葡萄牙语 菲…菲律宾语 西…西班牙语 

除此以外还有民间团体开设的咨询窗口，详细情况请与名古屋国际中心联系。 

 

 

 

 

 

 

 

 

 

 

 

 

 

 

 

 

 



 

4-2  市的机关，设施等 
4-2-1  名古屋咨询电话 
为您做市及区役所的手续，各项活动及设施的介绍等有关市政的简单咨询。 

TEL 953–7584 FAX 971–4894   

时间：8：00–21：00（每天） 

 

4-2-2  市役所、区役所、支所一览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名古屋市役所 中区三之丸三丁目1–1 961–1111  

千种区役所 千种区觉王山通8–37 762–3111 762–5044 

东区役所 东区筒井一丁目7–74 935–2271 935–5866 

北区役所 北区清水四丁目17–1 911–3131 914–5752 

楠支所 北区楠二丁目974 901–2261 902–1840 

西区役所 西区花之木二丁目18–1 521–5311 522–5069 

山田支所 西区八筋町358–2 501–1311 503–3986 

中村区役所 中村区竹桥町36–31 451–1241 451–7639 

中区役所 中区荣四丁目1–8 241–3601 261–0535 

昭和区役所 昭和区阿由知通3–19 731–1511 733–5534 

瑞穗区役所 瑞穗区瑞穗通3–32 841–1521 851–3317 

热田区役所 热田区神宫三丁目1–15 681–1431 682–1496 

中川区役所 中川区高畑一丁目223 362–1111 362–6562 

富田支所 中川区春田三丁目215 301–8141 301–8657 

港区役所 港区港明一丁目12–20 651–3251 651–6179 

南阳支所 港区春田野三丁目1801 301–8118 301–8399 

南区役所 南区前滨通3–10 811–5161 811–6360 

守山区役所 守山区小幡一丁目3–1 793–3434 794–2256 

志段味支所 守山区大字下志段味字横堤1390–1 736–2000 736–4666 

绿区役所 绿区青山二丁目15 621–2111 623–8191 

德重支所 绿区鸣海町字德重18–41 875–2202 878–3766 

名东区役所 名东区上社二丁目50 773–1111 773–7864 

天白区役所 天白区岛田二丁目201 803–1111 801–0826 

 

4-2-3  保健中心一览 

保 健 中 心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千种保健中心 千种区觉王山通8–37 753–1951 751–3545 

东保健中心 东区筒井一丁目7–74 934–1205 937–5145 

北保健中心 北区清水四丁目17–1 917–6541 911–2343 

楠分室 北区楠二丁目967 902–6501 902–6502 

西保健中心 西区花之木二丁目18–1 523–4601 531–2000 

山田分室 西区八筋町161–1 504–2216 504–2217 

中村保健中心 中村区名乐町四丁目7–18 481–2216 481–2210 

中保健中心 中区荣4丁目1-8 265-2250 265-2259 



保 健 中 心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昭和保健中心 昭和区阿由知通3–19 735–3950 731–0957 

瑞穗保健中心 瑞穗区田边通三丁目45–2 837–3241 837–3291 

热田保健中心 热田区神宫三丁目1–15 683–9670 681–5169 

中川保健中心 中川区高畑一丁目223 363–4455 361–2175 

富田分室 中川区春田三丁目215 303–5321 303–5438 

港保健中心 港区港荣二丁目2–1 651–6471 651–5144 

南阳分室 港区春田野三丁目1806 302–8161 301–4674 

南保健中心 

 
南区东又兵卫町5–1–1 614–2811 614–2818 

守山保健中心 守山区小幡一丁目3–1 796–4610 796–0040 

志段味分室 守山区大字下志段味横堤1390–1 736–2023 736–2024 

绿保健中心 绿区相原乡一丁目715 891–1411 891–5110 

德重分室 绿区鸣海町字德重18-41 878–2227 878–3373 

名东保健中心 名东区上社二丁目50 778–3104 773–6212 

天白保健中心 天白区岛田二丁目201 807–3900 803–1251 

 

4-2-4  环境事业所一览 

环 境 事 业 所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千种环境事业所 千种区香流桥一丁目1–77 771–0424 771–5113 

东环境事业所 东区出来町三丁目16–16 723–5311 723–5320 

北环境事业所 北区辻本通一丁目39 981–0421 981–5399 

西环境事业所 西区南堀越二丁目4–70 522–4126 522–8376 

中村环境事业所 中村区左古前町10–9 481–5391 471–5043 

中环境事业所 中区新荣三丁目20–9 251–1735 251–1736 

昭和环境事业所 昭和区福江二丁目10–12 871–0504 871–0505 

瑞穗环境事业所 瑞穗区二野町6–29 882–5300 882–5305 

热田环境事业所 热田区传马二丁目30–6 671–2200 671–2290 

中川环境事业所 中川区上高畑一丁目150 361–7638 354–4389 

港环境事业所 港区十一屋一丁目70番地之3 382–3575 384–0562 

南环境事业所 南区元盐町六丁目８番地之6 614–6220 614–6223 

守山环境事业所 守山区弁天之丘606番地 798–3771 798–3772 

绿环境事业所 绿区鸣海町字天白90番地 891–0976 891–0276 

名东环境事业所 天东区藤里町101番地 773–3214 773–3215 

天白环境事业所 天白区元八事五丁目231番地 833–4031 833–6823 

咨询内容 

・资源和垃圾的分类，扔放方法 

・收集日的查询 



请向各区环境事业所（除星期六，星期日，年始年末）或是环境局作业科咨询 TEL 052–972–2394，

FAX 052–972–4133 

 

4-2-5  土木事务所一览表 

土木事务所名 所在地 
电话号码 

（主要） 
FAX 

千种土木事务所 千种区樱之丘16 781–5211 781–2974 

东 土 木 事 务 所 东区出来町二丁目8–15 935–8846 937–6392 

北 土 木 事 务 所 北区清水五丁目6–2 911–8165 913–3986 

西 土 木 事 务 所 西区城西三丁目16–33 522–8381 532–6188 

中村土木事务所 中村区香取町１丁目87 411–8106 412–5976 

中 土 木 事 务 所 中区千代田一丁目5–8 261–6641 252–0742 

昭和土木事务所 昭和区川原通4–10 751–5128 751–5129 

瑞穂土木事务所 瑞穂区田边通３丁目45–2 831–6161 831-8710 

热田土木事务所 热田区六野二丁目5–19 881–7017 881–7022 

中川土木事务所 中川区三之星町2–88 361–7581 352–5089 

港 土 木 事 务 所 港区港明一丁目12-20 661–1581 661–9154 

南 土 木 事 务 所 南区荒浜町５丁目10–1 612–3211 614–3516 

守山土木事务所 守山区绿之丘828 793–8531 792–7279 

绿 土 木 事 务 所 绿区左京山3027–1 625–4940 625–4946 

名东土木事务所 名东区上社五丁目1101 703–1300 703–8452 

天白土木事务所 天白区横町714 803–6644 805–1594 

 

4-2-6  市税事务所一览表 

市税事务所名 所在地 电话号码 FAX 

荣市税事务所 
东区东樱一丁目13–3 

（NHK名古屋放送中心大楼８楼） 
959–3300 959–3317 

笹岛市税事务所 
中村区名站南一丁目27–2 

（日本生命笹岛大楼８楼） 
588–8000 588–8017 

金山市税事务所 中区正木三丁目5–33（名铁正木第一大楼） 324–9800 324–9824 

 

4-3  国际机关 
4-3-1  总领事馆、领事馆 

名     称 电 话 名     称 电 话 

韩国总领事馆 586–9221 加拿大领事馆 972–0450 

巴西总领事馆 222–1077 中国总领事馆 932–1098 



美国领事馆 581–4501 秘鲁总领事馆 209–7851 

 

4-3-2  其他国际机关 

名     称 电 话 名     称 电 话 

联合国地域发展中心 561–9377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政

府日本代表办事处 
953–9798 

名古屋美国文化中心 581–8631 
韩国商业中心（名古

屋） 
561–3936 

亚里安・法系爱知法国协

会 
781–2822 

韩国观光公社名古屋

分社 
223–3211 

中国江苏省国际交流中心 

驻日名古屋联络办事处 
586–5669 

VCA日本事务所 

（英国运输省） 
683–8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