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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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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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名古屋国际中心近期所有活动均有可能发生变更

或取消，请关注以上官方网站进行确认。 

 

█ 外语儿童绘本阅读会 

外国語で楽しむ絵本の会 

在阅读会上您可以欣赏到

由外国人志愿者使用各自

母语为您朗读儿童绘本。

内容均选自世界各地精彩

儿童绘本。活动免费参

加，无需预约。 

时间:①2021 年 3 月 6 日

（星期六）10:30 至 11:00 

    :②3 月 28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 

定员:10 名（每组最多 3 名，婴幼儿不计算在内）  

预约: ①无需预约，按当天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  

②2 月 28 日（星期日）10:00 至 3 月 26 日（星期五）12:00 前，发送

以“外国語で楽しむ絵本の会”为标题的电子邮件，并在正文中写明您的

联系方式与参加人数，至以下邮箱进行申请。 

地点: ①中村图书馆（中村区中村町茶ノ木 25 番地） 

②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 

费用:免费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地区国际化研讨会 2021 

“与人相连，城市重焕生机 – 无法相识的彼此与近邻的多文化

共生 - ” 

地域の国際化セミナー2021 

「人とつながる、街を生きる～知り合えない私たちと隣近所の多文化共

生～」 

 

 

 

 

 

 

 

 

 

 

 

 

 

 

 

 

 

 

 

 

 

埼玉县的芝园团地是一个住宅综合体，其居民的一半为外国人住民。这不

是一个特例，而是我们当地社区情况的延伸。我们可以参考芝园团地的例

子，探讨在许多社区都出现的问题-从居民之间的关系减少的角度出发，探

讨社区建设的未来。 

时间:2021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13:30 至 16:30 

地点:在线举办以及名古屋国际中心别栋大厅 

费用:免费 

报名:2 月 11 日（星期四）10:00 起（办公时间为 9:00 至 17:00，星期

二至星期日）起，通过以下任意方式①访问官方网站②发送电子邮件③拨

打电话④直接来访名古屋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报名。参加人数 90 名（在

线），30 名（现场）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如需口译（仅限现场

参加人员）请在 2 月 25 日（星期四）17:00 前申请。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官方网站:https://www.nic-nagoya.or.jp 

 

█ MIDORI 多元文化交流会 

みどり多文化交流会 

本次交流活动是由名古屋国际中心与绿区多元文化协作团体一同为您呈现。

本次交流会邀请与绿区有关的嘉宾（包括外国人、在海外工作的绿区人士、

向世界推广有松鸣海扎染的人士等），举办这个在线多文化交流活动。让我

们一同倾听他们的祖国文化、与绿区的关系、以及新冠（COVID-19）时

代的生活。※活动使用日语进行。 

活动限 30 个名额。（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 

时间:2021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13:30 至 15:30 

地点:在线举办（Zoom 软件） 

预约:2 月 16 日（星期二）10:00 至 3 月 20 日（星期六）17:00 间，来

访或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名古屋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进行预约。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 互助沙龙“大家一起谈！自己的心情”（在线） 

ピアサポートサロン「みんなで話そう！こころの気持ち」（オンライン） 

放松心情，聊一聊自己在培养学龄前孩子时的顾虑和不确定因素，并分享

学习一些在家陪孩子玩的想法妙招等。欢迎大家和孩子一起参与。 

本次沙龙面向家长和学龄前儿童（外国人和日本人），使用简单的日语进

行，并提供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翻译。 

时间:2021 年 3 月 14 日（星期日）10:00 至 11:30 

名古屋国际中心 名古屋 
信息月历 
Nagoya Calendar 

Chinese Edition     

2021 年3 月号   总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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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活动介绍以及名古屋市内的展览活动等。 

新冠疫苗的接种已经开始，请大家密切留意名古屋市官方网站的通知，

以及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的信息，如需要帮助请致电信息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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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在线（使用 Zoom 软件） 

参加人数:10 人（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决定） 

费用:免费 

报名期间:2 月 5 日（星期五）10:00 起至 3 月 12 日（星期五）17:00

（达到人数限制时报名截止） 

报名方法:发送名为“ピアサポートサロン” （互助沙龙）为主题的电子

邮件至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①姓名 ②出生国 

③参加人数 ④您孩子的年龄 ⑤您的电话号码 ⑥是否需要翻译 （仅限英

语、葡萄牙语、中文）以及所希望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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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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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者研修活动。 

时间:2021 年 4 月 17 日（星期六）13:30 至 14:30 

地点:Zoom 在线举办，或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 

预约:在 4 月 16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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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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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起草等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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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活动·展览信息 
 

█ 德川美术馆 特别展“尾张德川家的人偶节” 

徳川美術館 特別展 「尾張徳川家の雛まつり」 

每年的 3 月 3 日女儿

节，为祈求女孩健康成

长和幸福而举行的人偶

节，是尾张德川家每年

的重要节日之一。江户

时代流传的人偶装饰，

明治至昭和期间尾张德

川家三代家主夫人的高

2 米宽 7 米的华丽大人偶装饰，占据了整个展示厅的华丽压迫之感令人震

撼。 

时间:至 2021 年 4 月 4 日（星期日）10:00 至 17:00，16:30 停止入

场，每周星期一休馆 

地点:德川美术馆（东区） 

交通路线:乘坐 JR 中央本线，在“大曾根”站下车，经南出口步行 10 分

钟即到，或在荣巴士终点站（绿洲 21）乘坐开往引山（引山行き）或四

轩家方向（四軒家行き）的市巴士，在“德川园新出来”（徳川園新出

来）站下车即到 

费用:普通 14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700 日元，中小学生 500 日元 

官方网站:https://www.tokugawa-art-museum.jp/en/  

 

█ 班克斯展 是天才？还是叛逆者？ 

バンクシー展 天才か反逆者か 

班克斯是在英国活动的匿名艺术

家。他在世界各地的街道、墙壁

和桥梁上神出鬼没般地的留下了

自己的作品。在艺术界，班克斯

是公认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具有

批判性，植根于社会问题，同时

还致力于制作主题公园、住宿设

施和电影等活动。 

自 2018 年以来，该展览已在莫

斯科、圣彼得堡、马德里、里斯

本、香港等全球 7 个城市巡回展

出，让 100 多万人沉醉其中，此

次展览来到了名古屋! 

班克斯的 70 多件作品首次呈现。班克斯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商人、一个

天才还是一个叛逆者？请您亲自前来品鉴。 

时间: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10:00 至 20:00,19:30 停止入

场。 

地点:原名古屋波士顿美术馆（中区） 

交通路线:金山综合站，名铁名古屋本线“金山”站，JR 东海道本线·中

央线“金山”站，地铁名城线·名港线“金山”站下车，南行即到。 

费用:日期时间指定预售票（工作日/节假日）成人 1800/2000 日元，大

学、专门学校、高中生 1600/18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 1200/1400

日元，未就学儿童免费，具体票务详情请参照下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s://banksyexhibition.jp/  

 

█ 名古屋市科学馆 特别展 诺贝尔奖获奖 100 周年纪念“爱因

斯坦展” 

特別展 ノーベル賞受賞 100 年記念「アインシュタイン展」 

本次展览为您介绍爱因斯坦所提

出理论的灵感来源，在当时世界

的大背景下，何谓"常识"，他的

发现又有多大意义，您都可以找

到答案。爱因斯坦创造了各种假

说，并以此推演构建成重要的理

论。这一切的出发点便是他的想

象力，比任何人都更灵活地提出

非标准的假说。展览旨在通过爱

因斯坦脑海中描绘的世界，让孩

子们感受到思想的巨大力量和探

索精神，这也是科学的起点。 

时间:2021 年 3 月 20 日（星期

六·节假日）至 6 月 6 日（星期日）9:30 至 17:00,16:30 停止入场。

每周星期一休馆，（5 月 3 日开馆）4 月 16 日（星期五），5 月 6 日（星

期四），5 月 21 日（星期五）休馆 

地点:名古屋市科学馆 理工馆 地下 2 层 活动大厅（中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鹤舞线，在“伏见”站下车，经 4·5 号出

口南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500（1300）日元，高中·大学生 800（600）日元，中小

学生 500（300）日元，未就学儿童免费，括号内为预售票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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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学生需要出示学生证，上述门票可参观除天象仪馆外的名古屋市科

学馆其他展示室。 

官方网站:http://www.ncsm.city.nagoya.jp/  

 

 

 

名古屋 观光特辑 鹤舞公园 

 

█ 鹤舞公园 

鶴舞公園 

鹤舞公园（つるまこう

えん，注意是つるま,

不是つるまい哦。）不

仅是一个春季赏樱花的

景点，也是一个四季花

草繁茂，深受人们喜爱

的地方。本期我们将带

您一起走进这个您既耳

熟能详但又可能有些陌

生的鹤舞公园，领略其中的众多特色建筑和纪念碑等，希望能让您在这座

古老的公园里有新的发现。 

公园的历史简介 

鹤舞公园于 1909 年开园，是名古屋市最早建立的公共公园。公园以樱

花、玫瑰、菖蒲等景观为市民所喜爱，作为休息、运动、娱乐的场所，被

广泛使用。公园内的景观融合了日本与西方建筑风格，从喷泉塔乃至奏乐

堂等建筑，都能让人感受到公园的厚重历史。至 2009 年 7 月，公园内

景观几乎全部被指定为国家注册纪念物（风景名胜区）。 

虽然日本的公园制度是在 1873 年由太政官颁布法令引进的，但要实现在

名古屋建立一个大公园的梦想还需要一段时间。其后，使用 1905 年精进

川（现在的新崛川）改造工程中的多余的泥土，加上 1910 年即将举行的

第 10 届关西府县联合共进会的会场的需要，在当时的爱知郡御器所村征

收了一块农村土地，于是期待已久的大型公园就此诞生了。1909 年 11 月

19 日正式命名为“鹤舞公园”。 

喷水塔 

1910 年，第 10 届关西

府县联和共进会在鹤舞

公园召开。 这座喷泉塔

作为会场主广场的装饰

而建造，并从此成为鹤

舞公园的象征。该塔由

铃木祯次设计，他使用

了罗马式的大理石柱结

构采取了日式与西式混

合的折中样式。其后喷水塔因修建地铁三号线而暂时拆除，在 1977 年被

复原重建。 

名古屋市公会堂 

名古屋市公会堂始建于

1930 年，这个可容纳 3 

000 人的大厅被誉为全

国最大的大厅之一。在

经历了战时的空袭和占

领期间的征用后，这座

大厅仍然是一个受广受

欢迎的音乐会、讲座、竞

赛、仪式等活动的场所。

精致的建筑轮廓，对比鲜明的线条和拱门，与周围公园的绿化相映成趣。 

奏乐堂 

共进会举办时，这里是举办各种音乐会的中心设施。该建筑为意大利文艺

复兴风格，细节处采用新艺术设计。同样

由喷泉塔的设计师铃木祯次设计。1934

年时，已破损不堪，加之受台风的严重破

坏，被拆除。在 1936 年至 1995 年被

风格迥异的建筑替代，后在 1997 年得

以重建，被还原为最初的建筑样式。 

鹤舞公园 

交通路线:乘坐 JR 中央线，在“鹤舞”

站下车即到，或乘坐地铁鹤舞线，在“鹤

舞”站下车经 4 号出口即到。 

官方网站: 

https://tsurumapark.info/ 

（日语） 

 

 

 

华人华侨社团·活动介绍 

 

█ 中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 

中部日本華僑華人連合会 

中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

会（简称：中华联）于

2005 年 11 月 3 日成

立,是由中部日本新华侨

华人会发展而来，是以

改革开放后来日本留

学，目前活跃在日本中

部地区各个领域的华侨

华人为中心的组织。联

合会成员主要由爱知、

歧阜、三重、福井、石川及富山等中部地区六县所居住的华侨华人组成，

并逐步发展扩大。 

联合会不定期举办会员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如新年会、忘年会、体育活动、

健康·法律讲座等，加强会员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进一步促

进中日友好交流，加深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贡献力量。 

由中华联主办，中部各县华联协办的中部华侨华人网络迎春联欢会，于 2

月 11 日（星期四）农历除夕盛大举办。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活动相

应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在线举办新春联欢会，丰富中部地区华人华

侨的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文化。千人在线共庆春节的到来。让身在日本中

部的华人华侨也同样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儿。 

中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官方网站:https://cacj.net/  

电子邮箱:info@cacj.net  

 

█ 小樱花艺术团 

小桜花芸術団 

会长唐启山先生在辛丑年网络迎春联欢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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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樱花艺术团，是在第 15 届名古屋中国春节祭活动筹备过程中组建起来

的一支年轻的少儿艺术团。团队在名古屋大学博士生琦琪老师与主修幼儿

艺术教育开发的小于老师的带领下，经过短期的培训后，成功地在名古屋

春节祭的舞台上为观众们呈现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奥运主题的歌舞表演

《加油加油》，寄托了在疫情下大家保持心态阳光，加油抗疫的心情。艺术

团在随后举办的中部华侨华人网络迎春联欢会上也同样精彩献艺。如果您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加入到小樱花艺术团，欢迎联系。 

微信:09026187721（琦琪老师） 

 

 

 

名古屋生活信息 

 

█ 关于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通知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ワクチンの接種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为尽可能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造成的死亡

和重病人数，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传播，

名古屋市将提供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 

（1）接种费用:免费 

（2）接种对象:接种日期当天，有名古屋市住

民票，并且希望接种疫苗的居民。※长期住院

或疗养设施的人，因不得已的原因，作为例外

可以在名古屋以外的市町村接种疫苗。 

（3）需要携带的物品:名古屋市邮寄的疫苗接种券及可确认本人身份的证

件※疫苗接种券将会分别邮寄至各位接种对象。另外，接种设有先后顺序，

按照 2021 年 3 月中旬起，65 岁以上的高龄人员，4 月起，其他人员的

顺序，依次发送。 

※接种疫苗时，将会提供全面信息，仅限在获得接种人员同意后，进行疫

苗的接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顺序 

基于重症风险大小和保证医疗服务体系的需要，将首先为医护人员接种疫

苗，然后是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后是老年人以外的有基础疾病的患

者，以及在老年设施中工作的人员。此后，将根据疫苗供应情况，依次为

其余人群接种疫苗。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地点和预约 

接种地点为全市群众性预防接种会场和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集体接种会

场的地址将从 2021 年 4 月起，在各区的《広報なごや》杂志上刊载。另

外，在接种疫苗前必须提前预约。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电话中心的开设 

电话号码:050-3135-2252（请注意不要拨错电话） 

FAX:052-972-4386 

电话中心可以为您进行除上述内容咨询（关于疫苗的咨询，接种会场的信

息）以外的服务，例如集体接种会场的预约。※医疗机构的预约请向各医

疗机构咨询。 

指定医疗机构接种疫苗→请向最近的指定医疗机构直接联系预约。 

集体接种会场接种疫苗→通过电话中心或网络进行预约。 

除了通过电话进行预约外，您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上的预约系统搜

索会场，并进行预约。 

您可以在厚生劳动省发布的综合预防接种信息网站“コロナワクチンナビ

（新冠疫苗导航）”上搜索并查看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和集体接种会场的

位置和预约情况。 

※请注意，您只能进行会场搜索和查询预约状态。 

 

█ 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的咨询·就诊顺序说明 

発熱等の症状がある場合の相談・受診のながれ 

如果您出现发烧或其他不适症状，请首先通过电话等向家庭医生或其他当

地医疗机构咨询。在没有事先咨询的情况下，请不要直接去找医生。如果

您所咨询的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医疗服务或检查，请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进

行就诊。 

如果无法向家庭医生或当地其他医疗机构咨询，则会为您介绍发热患者咨

询和提供检查服务的医疗机构。 

如果您所在地区没有家庭医生或其他医疗机构，或者您不清楚该咨询哪家

医疗机构，请致电咨询中心。 

咨询会诊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到可以为发热患者提供咨询和体检的医

疗机构。 

如果您出现发烧或其他不适症状（PDF） 

※您可以使用中文，向就诊・咨询中心和各区的保健中心进行咨询。 

可应对的语言：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韩语、他加禄语、越

南语、尼泊尔语、泰语、印尼语、马来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

语、缅甸语、高棉语、蒙古语、僧伽罗语 

▲咨询信息中心（电话中心） 

以下情况时请联系咨询 

·有发热等症状的患者的就诊咨询。 

  当你不知道该去哪家医疗机构就诊等情况时。 

·一般咨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症状、检测、感染预防、消毒方法等。 

·关于手机应用程序 COCOA 的咨询 

  当确认与阳性患者有接触时等。 

受理时间:24 小时受理 

电话:052-249-3703 (日语) 

电子邮件:nagoya_jyushinsoudan@medi-staffsup.com（日语） 

FAX:052-265-2349(日语) 

如果您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阳性反应者或有与其有密切接触者，

请与您所在地区的保健中心联系。 

 

█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患者时的应对方法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患者が発生した場合の対応 

当出现感染患者时将会

由各区保健中心，进行

确认患者本人感染路径

的感染源调查，对患者

出现症状前 14 天内的

活动进行调查。 

另外，为防止感染进一

步扩大，对患者出现症

状前 2 天内的活动进行

确认，确定健康观察对

象（与感染者面对面，在 2 米范围内距离接触数分钟以上的人员），14

天内避免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并由保健中心定期电话进行健康状态确

认。 

家庭内出现感染者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不同房间居住 

扫码了解更多关于名古屋市

新冠疫苗详情（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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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固定照顾人员 

·佩戴口罩 

·勤洗手 

·房屋通风换气 

如果出现疑似症状时，请尽快联系进行 PCR 检查，如确诊阳性则需要入

院治疗。 

如果 14 天内未出现症状，健康观察期结束。 

█ 请有计划地处理搬家时的垃圾 

引っ越しごみは計画的に 

每年的春季是搬家较为集

中的时期。请一定注意搬

家时丢弃垃圾的正确方

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

燃垃圾，大型垃圾每月只

回收一次，所以请提前确

认回收日期，有计划地进

行处理。 

大型垃圾（边长超过

30cm 的垃圾） 

★收费【提前申请:回收日 7 天前】 

①申请:大型垃圾处理中心 

免费电话:0120-758-530 

手机･爱知县外的电话请拨打 

电话:052-950-2581（收费） 

申请:9:00 至 17:00（星期六・星期日・年末年初时期不受理） 

②请购买大型垃圾处理券（贴纸）。 

市内便利店和超市等可以购买到。 垃圾处理券售出后不接受退款。 

③贴好垃圾处理券后，请在回收日的早上 8 点前搬至指定地点。 

请填写申请号码和姓名并将处理券贴在回收物品的明显位置。 

家电回收法对象（空调，电视，冰箱・冷柜，洗衣机・干燥机）  

★收费【名古屋市不负责回收】 

咨询①当时购买电器的商店  ②附近的电器店  ③可以自己运至指定的处

理地点 

报纸・杂志・纸箱・旧衣服等  

★免费【名古屋市不负责回收】 

请运送至居住区域内的资源回收处。 

有关回收日等信息，请确认报纸宣传单或回览板，或是向减量推进室（电

话 972-2398）进行确认。 

※如需翻译时，可以拨打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电话（电话:052-581-

6112）。 

联系方式:环境局作业科 052-972-2394 

 

█ 请不要忘记进行确定申告（税金返还） 

確定申告を忘れずに 

确定申告是指的对每年

1 月至 12 月的收入在

所居住区域的税务署进

行申告并对所得税金额

进行计算。 

在公司工作的人，只要

办理的税务手续，是不

需要进行确定申告的。

但是符合以下条件的人

员，如果进行了确定申

告，有可能会退还您一

定的税金。比如去年一年中买房的，生育子女的，以及自己或家人的医疗

费合计超过 10 万日元的。 

另外个体经营者，以及从两处及以上工作单位取得收入的人，或在这一年

中辞职并开始新工作的人，也需要进行确定申告。 

今年的确定申告是以 2020 年（令和 2 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

的收入为对象，进行确定申告的期间为 202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至

3 月 15 日（星期一）。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作为一名印度菜厨师，工作的餐馆更改了

菜系，我还能继续在那里工作吗？”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インド料理のコックとして働いているレストラ

ンがほかの国の料理が変わってもそのまま働けるか？」  

问:我在一家印度咖喱餐厅做厨师，在留资格为“技术”。 如果老板换了，

餐厅提供不同的菜系，比如意大利菜而不是印度咖喱，我可以在同一家餐

厅做厨师吗？ 

答:外国人要在日本从事厨师的工作，必须取得“技术”的在留资格。 获

得“技术”在留资格的条件如下:“具有在外国从事在日本属于特殊的食品

烹饪或食品制造相关技术的工作 10 年以上（泰国料理 5 年以上）的工作

经验”。 

假设你有 10 年以上的印度咖喱工作经验，就认为你获得了“技能”的在

留资格。如果你所工作的餐厅的菜系改为印度咖喱以外的其他菜系，你需

要有新菜系的工作经验才能在该餐厅担任厨师。 

如果你没有至少 10 年的新菜系经验（泰国料理 5 年），你将不允许在该餐

厅担任厨师。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考虑换一个家印度咖喱餐厅工作。 

另外当你在日本居住 10 年以上，可以申请永住许可。 如果你作为“永住

者”在日本的居留权被批准，你将不再会受到工作内容的限制。 

 

█ 3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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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21 年 3 月 7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3 月 21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3 月 28 日（星期日）8:45 至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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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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