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古屋国际中心 新闻·活动 

 

请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主页确认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最新信息，及时了解名古屋市发布的相关信息。 

https://www.nic-nagoya.or.jp/zhongwen/ 
 

█ 翻译志愿者・灾害时翻译志愿者注册说明会 

語学・災害語学ボランティア登録説明会 

名古屋国际中心将举行翻译志

愿者、灾害时翻译志愿者的注

册说明会。有关志愿者的工作

内容、注册条件等信息请在名

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进行确

认。 

另外，注册“灾害时翻译志愿

者”的朋友，在说明会后还请

参加“灾害时翻译志愿者”研

修（15:00 至 16:30）活动，活动使用日语。 

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2021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

13:30 至 14:30 

地点: 在线举办（使用 ZOOM 软件）以及 11 月 6 日（星期五）在名古

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1 研修室举行；2021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在名古

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举行。 

预约:在说明会前一天的 17:00 之前联系名古屋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报

名。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 交流协力科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vol@nic-nagoya.or.jp 

 

█ 午餐时间看世界！（中国篇） 

ランチタイムに世界を学ぼう！（中国編）  

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图书室一同学习外国的语言和文

化。届时将有外国人志愿者引导您一同学习，入场退场自由。您也可以带

上您的午餐出席。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 

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12:00 至 13:00 

地点:ZOOM 在线举办 

报名:10 月 28 日（星期三）10:00 起，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以下邮箱报名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NIC 国际交流散步 名古屋大学～本山附近 

NIC 国際交流ウォーキング 名古屋大学～本山界隈 

由 NIC Walking Guides 志

愿者带领日本人及外国人朋

友，在愉快交流的同时探索并

感受名古屋的历史与文化古

迹，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 

本次交流散步活动在名古屋大

学减灾馆及其周边地区举办。 

※小雨时照常举办。 

时间:20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12:45 集合，13:00 开始。 

地点:地铁名城线名古屋大学站 2 号出口处（地上）集合 

费用:免费 

报名:10 月 24 日（星期六）10:00 开始报名。外国人可通过致电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报名（限 10 名，按报名先后顺序决

定参加名额。）并告知您的姓名，国籍，语言，当天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

号码以及是否需要翻译。日本人仅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报名，11 月 7 日

截止，通过抽签决定参加名额。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nicwalking@nic-nagoya.or.jp  

 

█ 2021 年度名古屋国际中心注册志愿者招募 

令和 3 年度名古屋国際センター登録ボランティア募集 

名古屋国际中心现在面向社会招募 NIC 志愿者（名古屋国际中心志愿

者），希望致力于本地区国际交流、协作以及多文化共生的朋友。报名人

员须参加注册说明会并且年满 16 周岁以上。 

报名条件等详细信息请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www.nic-

nagoya.or.jp 或宣传单。 

时间:注册说明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①14:00 至 15:00②

19:00 至 20:00，12 月 13 日（星期日）①10:00 至 11:00②14:00 至

15:00 

地点:在线会议软件“ZOOM”或名古屋国际中心（具体详细信息请参照

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或宣传单（日语）） 

报名期间:11 月 11 日（星期三）10:00 至 12 月 2 日（星期三）17:00 

    

2020 年 11 月号   总第 31 期 

《名古屋信息月历》是由名古屋国际中心编辑，向您介绍名古屋国际

中心举办的活动以及名古屋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观光·生活等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疑问等，欢迎您联系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及图书室每周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 至

19:00 营业；每周星期一，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及 8 月·2 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休馆。 

 

本期名古屋信息月历依旧为您介绍名古屋国际中心即将举办的各类丰

富多彩的活动；名古屋观光特辑这次将为您介绍文化之路橦木馆。展

览信息为您带来的是近期名古屋市内值得一看的精彩展览。 

名古屋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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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房 

餐厅已被改建为橦木馆 Café,用餐不需支付橦木馆门票 

室内便可一睹四季变换之美景。 

报名: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电话，电子邮件或直接来访名古屋

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 第 35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5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一定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外国

人艺术作品盛会，在这里您可

欣赏到由居住在中部地区的外

国人艺术家带来的绘画、摄

影、手工艺等作品。  

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星

期二）至 11 月 8 日（星期

日）10:00 至 19:00（11 月

8 日为 10:00 至 15: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1,2,3 展示室 

费用:免费 

 

█ 行政书士咨询服务 

行政書士による相談 

行政书士是日本国家认证的行政手续法律专家。提供多种行政相关手续 

的办理、文书起草等的帮助。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为您提供每周两次

的行政书士免费咨询服务，您可以就移民，在留相关政策，开办公司等问

题进行咨询，提前预约的客人优先。欢迎您拨打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进行预约。 

时间:每周星期三·星期日（13:00 至 17:00，每人限 50 分钟，16:00

停止受理新咨询）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信息柜台 

预约:本人来馆或电话预约 

电话:052-581-0100 

 

 

 

名古屋观光特辑  

文化之路 橦木馆 
 

在江户时代（1603-1868 年），名古屋城和德川园之间的一块区域曾经

是中下层武士的住宅区。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初期，这个地区成为了

近代产业家、传教士、记者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一个交流舞台。 

如今该地区被称为 “文化之路”（文化のみち），拥有江户时代、明治时

代、大正时代等代表名古屋近代化历程的众多建筑历史遗迹，众多建筑遗

产被加以保护并使用。 

继上月为您介绍的二叶馆后，本月将会带您走访另一栋著名建筑橦木馆。

橦木馆的原主人为陶瓷商人井元为三郎。他是 20 世纪早期当地著名的陶

瓷器生产和出口商。 

现在的文化路橦木馆保留了上世纪 20 年代建造时的原貌，还保留着日式

和西式建筑、一对土墙仓库、茶道室、花园等。1996 年被认定为名古屋

市级文物，2008 年 3 月被认定为重要景观建筑。 

在江户时代，这里是武士阶级的住宅区，每块土地约为 2000 平方米。明

治中期开始，由于空间宽敞，靠近濑户、多治见等著名陶瓷生产中心的交

通要道，加上堀川的交通和水路运输的便利，吸引了众多陶器、瓷器绘画

和加工企业的到来。到了昭和初期，东区及周边地区有 600 多家陶瓷彩

绘工厂，在产业高峰期，该地区的陶瓷出口量占日本陶瓷出口量的 70%

至 80%。 

橦木馆是井元为三郎通过其成功的陶瓷器生意积累的财富而建造的。生于

1873 年的井元为三郎，16 岁时在有田集团旗下的商店工作，1897 年

24 岁时在橦木町附近的饭田町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井元商店。20 世纪

初，井元在旧金山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并开始在新加坡和缅甸开展业

务，除陶瓷和瓷器外，还出口医疗、药品和杂货。1924 年，井元被任命

为名古屋陶器和瓷器出口商会的会长。是陶瓷器行业的领军人物。据说，

"幸福在我心中 "是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的井元的座右铭。 

彩绘玻璃在橦木馆的西式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说井元曾邀请了许

多买家在此洽谈陶瓷器的出口。现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被设置成了展览

室，可以一窥当时生产、瓷器出口的概况，以及瓷器包括绘画、加工在内

的各个生产阶段。 

1996 年至 2002 年期间，

由于当地的许多老宅被毁，

橦木馆的 5 个租户，开始向

公众开放，并举办各种文化

活动。其后虽然暂时关闭，

但在 2004 年由市民团体接

掌管理，此后也举办了多种

社区活动。并在 2007 年被

名古屋市收购，又对其进行

了修缮，在 2009 年 7 月再

次对外开放。 

 

 

 

 

█ 文化之路 橦木馆 

开馆时间:10:00 至 17:00 闭馆日：每周星期一（星期一为节假日时，则

次日闭馆）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 

费用:成人 200 日元（二叶馆与橦木馆联票 320 日元）；中学生及儿童免

费；其他优惠请咨询。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高岳站下车，北行 10 分钟即到；或乘坐

名铁濑户线，在尼之坂站下车，南行 12 分钟即到；或乘坐名古屋观光巴

士，在文化之路二叶馆站下车。 

官方网站:https://www.shumokukan.city.nagoya.jp/index.html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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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房 
 

在屋中便可欣赏四季更迭之美 
 

昔日的餐厅已被改建为橦木馆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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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展览信息 

 

█ 莱顿国立古物博物馆馆藏 古代埃及展 

ライデン国立古代博物館所蔵 古代エジプト展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博物馆之一，荷兰莱

顿国家古物博物馆拥有约 20 万件藏品（截至

2018 年底），包括古埃及、希腊和罗马。 其

中，埃及藏品约 2.5 万件，数量和质量均居世

界前列，该博物馆是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

柏林埃及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并列为欧洲

五大埃及藏品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本次展览从其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中精选了约

250 件藏品，其中包括十几具人类和动物木乃

伊以及棺椁。 展览展示了欧洲对古埃及的兴

趣日益浓厚，并如何进一步促使人们对该地区

进行研究的过程。而从这一过程中发现的文物

也为我们展现了古埃及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

古埃及人的生活、社会和生死观。 此外，通

过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揭示埃及文明中以前

不为人知的一面，如医学知识、木乃伊的制作

过程、人们对色彩和形式的审美感受等，使之

成为一个不同于传统展览的一次全新展览。 

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10:00

至 18:00，星期五 10:00-20:00，闭馆前 30

分钟入场停止入场）。11 月 2 日（星期一），

11 月 16 日（星期一）休馆。 

地点:爱知县立美术馆（东区 爱知艺术文化中

心 10 层）。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名城线，在“荣”站下车，或名乘坐铁濑户

线，在“荣”站下车经“绿洲 21”步行 3 分钟即到。 

费用:工作日限定票:成人 14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800 日元。周末节假

日时间指定票（需预约）:成人 15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900 日元。持

残疾人手册可享受与一名陪同人员半价的优惠。初中生及以下免费。 更

多购票信息请参照官方网站。以上费用可参观同时举办的藏品展。 

官方网站:https://www-art.aac.pref.aichi.jp/  

展览网站: 

https://static.chunichi.co.jp/chunichi/pages/event/leidenegypt

_aichi/  

 

█ 名古屋市博物馆 特别展“穿戴的花样” 

名古屋市博物馆 特別展「模様を着る」 

装饰着衣服和面料的图案。花样在精心传

承传统的同时，在时尚的刺激之下也会衍

生出新的花样。昭和初期（1926 年-

1989 年），百货公司松坂屋为了寻找和服

的新设计，从日本和世界各国，从不同地

区、不同时代，甚至由最小的萩做起，收

集服装和布料。由此诞生出的藏品传达了

图案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它们的创造

和变化方式。 

本次展览探讨了藏品中图案的含义，以及

图案中所表达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 这

些纺织品设计，不仅令人赏心悦目，还能激发您的创造力。 让我们开启

一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特殊样式之旅吧。 

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9:30～17:30，闭馆前 30 分钟停

止入场。每周星期一休馆（11 月 23 日开馆），每月第 4 个星期二闭馆。 

地点:名古屋市博物馆(瑞穗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樱山”站下车，经 4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

即到。 

费用:成人 13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900 日元，中小学生 500 日元，持

残疾人手册可享受本人及最多 2 名同行人员当日费用半价的优惠。高

中·大学生、初中生须出示学生证。 

官方网站:http://www.museum.city.nagoya.jp/index.php 

 

█ YAYOI·现代设计 日本之美伊始 

YAYOI・モダンデザインー ニッポンの美、ここに始まるー 

弥生时期，生活经历了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重大转变。与装饰性的绳

文陶器相比，弥生文化以功能性和通用性为导向，其产品的造型和图案以

整齐的形式和图案为特征。这些形式是日本传统美的源泉，同时也让我们

今天的人感觉到了现代的气息。 

本次展览以弥生时代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鹿角器、金属器等器物

的造型、色彩、绘画、图案为重点，介绍其设计和美感。本次展览，将近

期发掘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集中展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从美学和设

计的角度捕捉弥生时代的展览。 

时间: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日）9:30 至 16:30，闭馆前 30 分钟

停止入场。每周星期一休馆，11 月 23 日（星期一）开馆，11 月 24 日

（星期二）休馆。 

地点:濑户市爱知县陶瓷美术馆 

交通路线:乘坐 Linimo 在“陶瓷资料馆南”站下车步行 600 米即到。 

费用:成人 9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700 日元，初中生及以下免费，残疾

人及其随行人员可享受优惠（有一定要求，详情请参照以下网址）（可参

观常设展）。 

官方网站:https://www.pref.aichi.jp/touji/index.html  

 

 

 

名古屋 生活信息 

 

█ 关于名古屋市接种流感疫苗的相关信息 

名古屋市インフルエンザ予防接種について 

● 65 岁以上的人: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在流感流行前接种疫苗更有效。 

接种疫苗能够预防流感、起到减轻症状等效果。 

＜接种期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接种对象＞ 

名古屋市民且符合以下条件的人 

①65 岁（含 65 岁）以上的人 

②60 岁至 64 岁之间，患有心脏、肾脏或呼吸器官功能障碍，或者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HIV）导致的免疫功能障碍（程度相当于身体障碍者手册

一级残疾）的人 

※疫苗接种当日需要提交身体障碍者手册的复印件或医生开具的诊断书原

件。 

＜接种次数＞ 

一次 

＜实施疫苗接种的医院＞ 

医院一览表（日语） 

http://www.city.nagoya.jp/kenkofukushi/cmsfiles/contents/00

00088/88975/202008itiran.pdf  

※如果您难以使用日语交流，请致电名古屋国际中心（电话 052 -581-

0100）进行咨询。 

＜去医院时需携带的证件资料＞ 

①65 岁（含 65 岁）以上的人 

１．能够确认年龄的证件（驾驶执照、健康保险证、在留卡等） 

②60 岁～64 岁的人 

１．能够确认年龄的证件（驾驶执照、健康保险证、在留卡等） 

Amenhotep 內棺 
莱顿国立古物博物馆馆藏 

©莱顿国立古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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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身体障碍者手册的复印件或医生开具的诊断书 

<咨询> 

各区保健中心 

※如需翻译，请使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翻译服务。 

 电话 052-581-6112 

● 儿童、孕妇,在接种流感疫苗时可享受补助优惠。 

在流感流行前接种疫苗更有效。 

接种疫苗能够预防流感、起到减轻症状等效果。 

＜接种期间＞ 

202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接种对象及次数＞ 

在名古屋市居住的： 

①2012 年 4 月 2 日以后出生的，6 个月至小学 2 年级（7 岁或 8 岁）的

儿童 

次数:最多两次 

②孕妇 

 次数:１回 

＜补助金额＞ 

每次接种都会从实际费用中扣除 1000 日元。 

＜实施疫苗接种的医院＞ 

医院一览表（日语） 

http://www.city.nagoya.jp/kenkofukushi/cmsfiles/contents/00

00132/132801/iryoukikann.pdf  

※如果您难以使用日语交流，请致电名古屋国际中心（电话 052 -581-

0100）进行咨询。 

＜去医院时需携带的证件资料＞ 

①可以确认住址、姓名、年龄的证件（驾驶执照、在留卡、健康保险证、

儿童医疗证等） 

②记载有必要事项的优惠券 

③母子健康手册 

※没有拿到母子健康手册的孕妇，请带上医生的诊断书以及怀孕证明书。 

※儿童属于优惠对象年龄范围内，即使没有母子健康手册也可以享受优

惠。 

＜优惠券的发放地点＞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优惠券。 

http://www.city.nagoya.jp/kenkofukushi/cmsfiles/contents/00

00132/132801/ryoumen.pdf  

・各区保健中心（也包括分室） 

・各区役所的民生儿童科、各支所的区民福祉科 

＜咨询＞ 

名古屋 儿童・孕妇 流感疫苗接种费用补助事务处理中心 

电话:052-972-4381 

接待时间:9:00 至 17:00（星期日和节假日、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休

息） 

※如需翻译，请使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翻译服务。 

 电话 052-581-6112 

 

█ 11 月是垃圾资源分类推进月 

11 月は分別マナーアップ推進月間です 

您是否正确理解资源，垃圾的分类方法呢？让我们重新认识资源与垃圾的

分类方法。 

您是否把资源混装进可燃垃圾里了呢？ 

塑料容器包装，纸质容器包装都是资源！ 

 

 

 

 

 

仔细确认标志，回收资源，分类后的资源可以再利用。 

不确定如何处理？ 

请使用垃圾分类软件“3R” 

【功能】轻松检索分类方法·推送提醒回收日期！ 

※支持日语·英语·中文·朝鲜/韩国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菲律宾

语·越南语·尼泊尔语 

※手机软件免费（需数据流量费用） 

 

█ 请停止违法丢弃和乱扔废弃物的行为！ 11 月为重点防范违

法丢弃宣传月 

不法投棄やポイ捨てをなくそう！ 11 月は不法投棄防止強調月間です 

违法丢弃废弃物是犯罪，违法

者将被处以 5 年以下监禁或

1000 万日元以下罚金的处

罚，视情节轻重，或两项并

罚。对电视机、洗衣机等电

器，有回收的义务，不能作为

大型垃圾丢弃。 

在对垃圾处理方法有疑问时请

向所居住区域的环境事务所咨

询，或者使用资源·垃圾分类

软件“3R”查询。 

空罐、烟头、饮料瓶等也不要随便丢弃。垃圾请各自带回家处理。 

 

█ 安全使用城市燃气 

都市ガスを安全に使いましょう 

如果使用得当，城市燃气是让我们生活更

舒适的能源；但使用方法不对，就会有危

险的可能! 

要想安全使用煤气，了解基本知识很重

要。 

东邦燃气公司通过网站介绍了安全使用燃

气的方法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请通过以下链接访问东邦燃气公司网站，

查看面向外国用户的宣传手册和信息页

面。 

面向外国用户的燃气安全使用指南 

https://www.tohogas.co.jp/lang/en/support/pdf/safety.pdf  

(PDF: 3.68MB) 

紧急情况应对措施 

https://www.tohogas.co.jp/  

 

█ 营造人人都可以自由生活的共生社会 名古屋论坛 

乌兹别克斯坦 残疾人奥运会 

誰もが共生できる社会を実現する名古屋フォーラム 

～ウズベキスタン×パラスポーツ～ 

名古屋市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接待城市。本次活

动是一个和大家一起思考实现共生社会的论坛。届时，日本顶级残疾人运

动员井谷俊介将登台演讲，并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残奥会选手一起连

线。本次活动免费，并将在 YouTube 上进行直播。 

时间: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13:30 至 15:15。 

官方网站： 

https://reg31.smp.ne.jp/regist/is?SMPFORM=lftg-lcnetg-

24ece9afc69bd410610e3b77936bfcf3 （会场参加申请） 

塑料制容器包装 
需回收 

纸制容器包装 
需回收 

参加申请 YouTub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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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4 月份收入减少会影响我 9 月份的在留资

格更新吗？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４月の収入が減ったが９月の在留期間の更新に

影響するか」 

 

 

 

 

 

 

 

█ 读看板学日语“在公园” 

看板を読もう「公園で」 

不管是享受散步，还是投球、踢球，都可以到附近的公园里去，但是请一

定注意规则，阅读看板说明，保证大家在公园的安全，让大家都可以尽情

地享受乐趣。 

公園から（こうえんから） 

飛び出すボール （とびだす

ぼーる） 

付近の方（ふきんのかた） 

迷惑しています （めーわく

しています） 

注意して遊びましょう （ち

ゅういしてあそびましょう） 

公园飞出的球会给周围居民带来困扰，玩耍时请注意。 

 

ハト（はと） 

エサ （えさ） 

や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周辺住宅 （しゅうへんじゅ

うたく） 

フン害 （ふんがい） 

起きています （おきていま

す） 

请不要给鸽子投喂食物，周围居民会因此受到鸽子粪的困扰。 

 

 

 

 

 

～内（～ない） 

放し飼い （はなしがい） 

愛犬（あいけん） 

散歩（さんぽ） 

リード（引き綱）（りーどひ

きつな） 

つけましょう 

(公园)内请不要散养宠物。与

爱犬散步时，请牵好狗绳。 

 

█ 11·12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11·12 月区役所・支所の日曜窓口 

名古屋市为了让市民在区役

所·支所办理手续更加方便快

捷，原则上每月 1 次，在每月

第一周的星期日，及 3 月的最

后两个星期日，4 月的第四个

星期日，可以为您办理迁入·迁

出（転入·転出）相关的窗口业

务。 

2020 年 11，12 月份的区役

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

时间如下:  

2020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12 月 6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办理日可能因故变更或取消，敬请谅解。 

办理业务内容 

请注意，仅限办理迁入·迁出的相关手续及证明。 

某些业务可能不能在星期日窗口办理。 

办理业务时，如需向其他市町村及相关国家机构确认情况时，有可能需要

您在其他时间再来办理 

 

█ 夜间、节假日诊疗所，名古屋医师会急病中心 

休日診療所、名古屋医師会急病センター 

您知道在节假日或夜间普通医

疗机构不营业时，也可以接受

紧急医疗帮助么？请一定提前

查找好距您最近的节假日夜间

营业的医疗机构地址，以备不

时之需。 

当您在突发紧急情况下不知找

哪一家医院合适时，可以致电

052-263-1133 询问。或者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网页进行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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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可以点击以下名古屋市网页来获取完整医疗机构名单。 

http://www.city.nagoya.jp/zh/category/209-1-0-0-0-0-0-0-0-

0.html 

 

█ 紧急广播电话系统 

同報無線テレホンサービス 

当因天气原因或语言不通，无法收听广播或不能理解紧急广播内容时，您

可以依照需要使用电话拨打收听紧急广播内容。 

现有英语，中文，韩语，日语供您使用。 

日语:0180-995926    中文:052-957-9261 

英语:052-957-9260   韩语:052-957-9262 

 

2020 年 11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问: 我现在是一名英语教师，拥有人文、国际

服务的在留资格。我想在今年下半年申请延长

在留期限。根据网上的信息，月收入需要 25

万日元，但我 4 月份的收入只有 12 万日元，

所以有点担心。 

答: 在留期间の更新申请时，可能会被要求提供的文

件中，有年收入证明和纳税情况证明。具体来说，需

要提交由 1 月 1 日登记为居民的市町村的地方自治体

发行的居民税的课税（或非课税）证明及纳税证明。 

在 2020 年末申请延长在留期间时，将发行的最新证

明书中记载了 2019 年的收入情况。因此，4 月

（2020 年）的收入减少不会直接反映在证明书的内

容中。 

在申请时，如果被问及 COVID-19 对收入的影响，很

有可能需要获得因 COVID-19 而产生的特殊情况的确

认，例如解释自己的授课班级或学生减少，收入因此

而减少。 

另外，日本法律规定，所需收入至少应相当于日本工

人的报酬，但没有说明具体数额。之所以没有明确规

定金额，是因为日本劳动者没有统一的报酬金额，而

是根据公司和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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