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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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活动信息因疫情原因均有可能发生变化，请关注以下名 

古屋国际中心主页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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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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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绘

本故事。内容均选自世界各地精彩儿童绘本。免费参加。 

时间:2021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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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星期日）10:00 至 7 月 9 日（星期五）12:00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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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姓名、联系电话、参加人数，至以下邮箱进行申请。按申请先后顺序决

定参加名额。 

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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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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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星期五），9 月 4 日（星期六） 13:30 至

14:30。 

地点:Zoom 在线举办，7 月 2 日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9 月 

 

 

 

 

 

 

 

 

 

 

 

 

 

 

 

 

 

 

 

 

 

4 日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2 研修室。 

预约:在举办前一天 17:00 前通过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电子邮

件、致电、或直接来馆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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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www.nic-nagoya.or.jp  

 

█ NIC 暑假儿童日语教室 

NIC 夏休み子ども日本語教室 

为了帮助孩子们掌握日

常生活及学校中使用的

日语，由 NIC 志愿者

为孩子们举办的特别暑

假日语课程。母语为日

语以外的，年龄在 6 至

15 岁（生于 2006 年

4 月 2 日至 2015 年 4

月 1 日之间）之间以及

2006 年 4 月 2 日前出

生，现在初中在读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名古屋市在读及名古屋市公立中小

学在读的同学优先申请。就读中学夜间课程的同学请参加 NIC 高中生日

语教室。 

时间:2021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至 8 月 29 日（星期日）间的每周星

期三和星期日及 8 月 7 日（星期六）的 10:00 至 11:30。8 月 8 日（星

期日）、8 月 11 日（星期三）及 8 月 15 日（星期日）停课（共 10 次课

程）。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1,2 研修室，5 层和式房间 

申请方法:即日起至 7 月 14 日（星期三）17:00 间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

官方网站报名。 

7 月 18 日（星期日）12:30 至 15:00 间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讲

习室参加面试以及支付学费（30 至 60 分钟）。 

费用:1000 日元（10 次课程） 

参加人数:40 人（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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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https://www.nic-nagoya.or.jp/zhongwen/ 

 

名古屋 
信息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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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goya Calendar 
Chinese Edition     
2021 年 7 月号   总第 39 期 

名古屋国际中心 

 
 
 
 
 

      

扫码浏览往期           扫码浏览名古屋国际中心官网 

名古屋信息月历              更多有用信息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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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 暑假高中生日语教室 

NIC 夏休み高校生日本語教室 

名古屋国际中心为母语为非日语、出生于 2006 年 4 月 1 日前的，正在

上高中或有意向进入高中学习的同学，特别开设了日语教室（中学夜间

课程的同学也可参加）。课程旨在帮助同学们掌握学习中所需要的基础日

语，帮助其完成高中学业，为其巩固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所需的日语基

础知识。限 15 位参加名额（有选择决定参加名额）（在名古屋市居住、

市内高中生优先）。 

报名时间:202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10:00 至 7 月 17 日（星期六）

17:00 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报名。 

7 月 18 日（星期日）13:00 至 14:00 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2 研修

室按顺序进行简单面试，支付学费。请登录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进行

报名。 

授课时间:7 月 25 日（星期日）至 8 月 29 日（星期日）间的每个星期日

以及 8 月 7 日（星期六）（共 5 次）14:00 至 16:00。8 月 8 日（星期

日）、8 月 15 日（星期日）停课。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2 研修室 

费用:1000 日元（5 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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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https://www.nic-nagoya.or.jp  

 

█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相关 外国人援助综合咨询会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連 外国人支援総合相談会 

本次咨询会为您提供关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预约·预诊票的填写的帮

助，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或在留资格等相关咨询。活动提供英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尼泊尔语翻译。活动

无需预约。 

时间:2021 年 8 月 1 日（星期日），9 月 12 日（星期日）12:00 至

16: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别栋大厅 

面向对象:外国人居民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6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11 月 2 日至 7 日在名古屋国际中心举办的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的

准备工作正在按预期安排进行。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情况的影响，展览的参加条件等可能与往届相同。

有关详情名古屋信息月历会继续刊载，敬请关注。 

外国人艺术作品展是由中部日本国际协会（CJIS）主办的活动。  

 

█ 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咨询服务介绍 

NIC の相談事業の紹介 

·信息柜台 

为您提供 9 个语种的信息咨询服务，各语种服务时间不同，详情请您参

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除综合信息咨询以外，还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咨询服务： 

·外国人心理咨询服务 

使用咨询者母语，为您解决在日本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请您来访名古

屋国际中心三层信息柜台或电话预约。 

电话: 052-581-0100 

·外国人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每周星期日 10:00 至 12:30 由律师为您提供免费的法律问题咨询。需电

话预约。 

电话:052-581-6111（留言电话） 

留下您的姓名及电话，将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为您安排咨询时间 

·行政书士咨询服务 

行政书士是日本国家认证的行政手续法律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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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欢迎您拨打

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电话进行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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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2-581-0100 

·教育咨询服务 

由专门教育咨询员，针对因海外工作而带来的相关儿童教育、生活问题（来

日时·归国时），以及外籍儿童教育方面的各类问题（学校信息·编入学·学

校生活等问题）进行咨询服务。需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咨询。 

电话:052-581-0100 

传真:052-571-4673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咨询时间:每周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 10:00～17:00 

难民咨询服务 

难民咨询服务，由难民援助中心（RHQ）提供的保密咨询服务，

每周星期四 10:00 至 16:00，需电话预约。 

电话:078-361-1700 

官方网站:www.rhq.gr.jp  

 

 

 

名古屋活动·展览信息 
 

█ 名古屋市美术馆:诞辰 160 周年纪念“摩西奶奶展-精彩的百

年人生” 

名古屋市美術館：生誕 160 年記念「グランマ・モーゼス展―素敵に

100 年人生」 

Anna Mary 

Robertson Moses

（1860-1961），绰号

摩西奶奶，在她 70 多

岁开始认真作画时，是

一个不知名的农场主

妇。当她 80 岁时，她

的首次个展在纽约市举

办。她的艺术风格，流

露出她对乡村生活和自

然的喜爱以及她独特的

职业，抓住了被大萧条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

历所累的美国人的心，并使她成为颇受欢迎的艺术家。摩西奶奶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时被介绍到了日本，她在这里也拥有众多粉丝。 

这次展览是为纪念她诞辰 160 周年而特别策划的，是 16 年来首次在日

本举办的艺术家回顾展，展出了约 130 件作品（有些是首次在日本展

出），从她最早的作品到她 100 岁时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同时展出的还

有她的一些物品和相关资料。 

时间:2021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至 9 月 5 日（星期日）9:30 至

17:00，星期五（除 7 月 23 日）为 9:30 至 20:00，闭馆前 30 分钟停

止入馆。每周星期一休馆（8 月 9 日开馆），※8 月 9 日至 15 日间不休

馆。 

地点:名古屋市美术馆（中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鹤舞线，在“伏见”站下车，经 5 号出口步

行 8 分钟即到，白川公园内。 

费用:普通:15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10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展览官方网站:https://www.grandma-mose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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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官方网站:http://www.art-museum.city.nagoya.jp/  

 

█ 爱知县美术馆“吉卜力大博览会 -距吉卜力公园开园还有一

年-” 

愛知県美術館「ジブリの大博覧会～ジブリパーク、開園まであと 1

年。～ 」 

2015 年于爱·地球纪

念公园（爱知县长久手

市）举办并获得巨大反

响的“吉卜力大博览

会”，在其基础之上新

增了其他魅力展示的同

时，5 年内在日本 11

处巡回展出，终于告一

段落。 

今年夏天，其全部展出物品集结一堂，在“家乡”爱知上演完结篇。面

向 2022 年开园的“吉卜力公园”，让我们一同通过令人怀念的电影海

报、产品以及未公开的原画等丰富资料回顾吉卜力工作室诞生 35 周年的

脚印。 

本次展览面积为首次举办时的 5 倍，在《天空之城》中登场的巨大飞船

等，首次在爱知展出的作品悉数登场，同时还将展出吉卜力公园的相关

展示。您一定不要错过。 

时间:2021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至 9 月 23 日（星期四·节假日）

10:00 至 18:00，星期五为 10:00 至 20:00，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

馆。7 月 19 日（星期一）、8 月 2 日（星期一）、16 日（星期一）、9 月

6 日（星期一）、21 日（星期二）休馆。 

地点:爱知县美术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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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乘坐名铁濑户线，

在“荣町”站下车，经绿洲 21 步行 3 分钟即到。 

费用:※指定日期时间入馆的预约制。普通 19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1500

日元，中·小学生 1000 日元，学龄前儿童免费，持残疾人手册等的观众

半价，售票点详情请参照官方网站。 

展览官方网站:https://www.ghibliexpo-ai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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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古屋市博物馆 常设展企划展示“教育勅语”“节日与饮食

文化”“和歌与绘画” 

名古屋市博物館 常設展企画展示「教育勅語」「祭りの食文化」「和歌と

絵画」 

·教育勅语 

《帝国教育敕语》是一份阐明

教育指导原则的文件，由明治

天皇于 1890 年签署，在学校

活动中被朗诵，并被学生背

诵。太平洋战争后，国会废除

了这份文件；在今天，这份文

件更是鲜见于大众视野。本次

展览探讨了《敕语》中体现的

战前日本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当

时的社会状况。 

·节日与饮食文化 

节日、季节性纪念活动和其他特殊场

合中备受期待的一点，便是令人有机

会品尝到特殊的食物。这个展览展示

了名古屋的节日食品，包括寿司、雑

煮（一种新年汤菜）、Okoshimono

（おこしもの，用染料装饰成吉祥形

状的米糕，在日本的女儿节期间食

用）等。 

·和歌与绘画 

和歌是富有日本代表性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一，与绘画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个展览通过各种文物揭示了这种关系，江户时期的文献和绘画资料是

一大看点。 

时间:至 2021 年 8 月 22 日（星期日）9:30 至 17:00，闭馆前 30 分钟停

止入馆。每周星期一休馆（星期一为节假日时次日休馆），每月第 4 个星期

二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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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2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名古屋

市 65 周岁以上居民 10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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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华侨社团·活动介绍 

 

█ “汉风唐韵中华传统文化日本促进会”近期活动介绍 

「漢風唐韻中華伝統文化日本促進会」イベント紹介 

汉代文化音乐会 

ティンティンと楽しむ漢時代のカル

チャーコンサート 

由汉风唐韵中华传统文化日本促进会

与名古屋湘南月汉风馆共同举办的中

华古典文化音乐会将于 8 月 2 日（星

期一）举办，在中华古典乐器琵琶、

古琴声中，欣赏吟诗、服饰展示、舞

蹈表演等，沉浸式感受汉文化，为您

带来一场视觉听觉上的精彩体验。 

时间:2021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

13:30 开演 

地点:名古屋市中区宗次音乐厅（宗次

ホール） 

演出内容及费用等详情请参见音乐会链接: 

https://munetsuguhall.com/performance/sweets/entry-

2632.html  

 

 

 

名古屋 观光特辑 

 

█ 名古屋的滑梯 

名古屋の滑り台 

如果你去过名古屋地区的一些有游乐场的

公园，你可能会看到像图中这样的混凝土

山形物体之一。由于与日本最高山峰的形

状相似，居民们有时将其称为 "富士山

"，这些实际上是滑梯和攀岩的游艺设

施。如果你见过几个，甚至可能认为它们

在日本各地都很常见，但实际上，它们是

名古屋市及周边地区城市景观的一个独特

代表。 

这个游艺设施的结构有一个嵌有岩石的攀

爬部分，但更有冒险精神的使用者会尝试

爬上滑道表面（而不太成功的人在到达顶

部之前又会滑下来）。在顶部，陡峭的角

度甚至会让成年人感到紧张，当向底部走去的较缓的坡度减缓了下降的

欢迎光临吉卜力工作室 

© Studio Ghibli 

 

敕语敕谕集 
名古屋市博物馆藏品 

散寿司样品 
名古屋市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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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时，这种刺激感就会融化成一种解脱。孩子们通常会再来一次，再

来一次，尝试头朝下、向后滑，以及他们能想出的任何其他风格的变

化。 

山地设计的一个优点是宽阔的滑道表面提供了额外的游戏价值。这一设

计允许多人同时滑行，所以孩子们可以互相比赛，甚至可以在其他孩子

滑下时尝试爬上滑道表面，而标准的游乐场滑梯一般只是为单人使用而

设计的。 

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名古屋市集中住宅的发展也促使了许多新

公园的建立。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在这些新建的公园里又加入

了几种不同的混凝土操场设施，同时也在旧的公园里建造了一些混凝土

设施，以替换老化的设施。虽然以前也使用过混凝土建造，但早期主要

为单一建造，而较新的设备则是根据单一设计大量广泛建造的。 

这些设计包括 "石之山"，一个覆盖着岩石和其他突起物的圆顶，以及 "

攀登滑梯" (クライミングスライダー)。这种结构类似于一个倾斜的碗，

外表面嵌有岩石和链条，供人攀爬，这些典型设施在名古屋市仍然可以

找到。 

 “富士山”滑梯是在这一时期推出的另一种滑梯。虽然 "石之山 "和 "

攀登滑梯 "是仿照其他地方的设计，但 "富士山 "滑梯，正式名称为 "游

乐山" (プレイマウント)，是由名古屋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设计。 

第一座游乐山建于 1966 年，现在仍然矗立在千种区的吹上公园。在建

造时，一个户外健身设施从山下延伸出来，这也是后来其他一些设施的

共同特征；这些户外健身设施的最后一座在 2017 年被移除。 

虽然近年来一些游乐设施被拆除，但也有一些设施被修复和翻新，和新

设施的建造。 

该设计已被东海地区的其他市政当局采用和改编，在尺寸和游戏功能方

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包括管道隧道和攀爬网。而且，随着新滑梯的出

现，滑梯也在不断发展。半田市雁宿公园的滑梯于 2018 年完工，是最

大的 "富士山 "滑梯，直径 14 米，高 3 米，楼梯取代了传统的攀爬部

分。 

最后，要提醒的是，虽然一些较新的或最近翻新的滑梯有一个更温和、更

光滑的表面，但旧的滑梯可能相当粗糙，很快就会在较薄的织物上磨出洞

来。穿一些耐用的衣服，如牛仔裤，以避免受伤或磨坏衣物。另外，在较

热的月份，在使用前一定要检查滑梯的温度。 

信息参考:牛田吉幸《名古屋的富士山滑梯》（『名古屋の富士山すべり

台』）2021 风媒社出版 

 

 

 

名古屋生活信息 

 

█ 随时随地便于浏览的防灾地图 -名古屋市防灾手机应

用程序- 

いつでも見られる携帯版防災マップ -名古屋市防災アプリ- 

通过手机下载“名古屋市防灾手机应用程序”（ 名古屋市防災アプリ）后，

可以为您提供名古屋市的地震灾害、洪水灾害等灾害信息，以及在灾害时

公共交通瘫痪需步行回家时的相关帮助信息。手机应用程序除日语外还支

持英语及中文（简体）。 

您现在位置周边的受灾预计情况及避难所信息，均通过真实照片等表示，

便于您正确把握方向距离。 

启动应用程序后，手机画面上半部

分为照片图像，下半部分为地图，

通过受灾预想信息，为您显示并提

供避难所信息。 

另外您还可以事先下载地图数据

（国土地理院地图），当受灾时无

法使用手机数据流量时依旧可以

使用地图信息。 

地图使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无

论是受灾时或是实际在室内进行防灾训练等准备时，都可以方便的使用。 

※此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在 App Store（苹果手机）或 Google Play（安卓

手机）手机应用商店免费下载。 

 

█ 关于低收入育儿家庭的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给付金（单亲家

庭） 

低所得の子育て世帯に対する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について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长期化的情况

下，从为低收入育儿家庭提供基于其实际情

况的生活支援的角度出发，对于低收入育儿

家庭将提供育儿家庭特别生活给付金。 

（1）2021 年 4 月份领取儿童抚养补贴的家

庭 

无需申请手续，5 月 7 日起将向符合条件的

家庭寄送说明，并向您领取儿童抚养补贴的

账户汇款，金额为每个儿童 5 万日元。 

汇款日预定为 5 月 11 日。 

（2）因领取年金等原因，没能领取 2021 年 4 月份儿童抚养补贴的家庭 

（3）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影响，家庭经济情况骤变，收入变为与领

取儿童抚养补贴家庭同水准的家庭 

以上（2）（3）的具体手续详情请您访问以下名古屋市官方网站确认。  

https://www.city.nagoya.jp/kodomoseishonen/page/00001395

15.html  

 

█ 外国人劳务相关咨询窗口 

外国人のためのお仕事に関する相談窓口 

爱知县为正在就业或寻找工作的外国人提供免费的就业和职业咨询和辅

导服务。 

如果你有类似下述的问题或担忧，为什么不安排一次咨询呢？ 

·我对自己的日语没有信心。  

·我找不到想做的工作。 

·我在考虑换工作，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不知道如何写申请文件。 

·我不知道如何找工作。  

·我怎样才能提升我的职业生涯？ 

在名古屋、刈谷和春日井的办公室，由专业咨询师提供服务。如果提前

预约，也可以通过 Zoom、Facebook 等为无法前来办公室的人提供网络

咨询。 

可提供葡萄牙语和英语的支持（其他语言，请咨询）。 

(*该服务不为客户提供具体工作。) 

咨询资格:居住在爱知县，或想在爱知县工作的外国公民，并且拥有不受

工作限制的在留资格，即永住者，日本人的配偶等，永住者的配偶等。 

时间:工作日 9:00 至 17:00（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地点:名古屋，刈谷，春日井 

咨询:爱知县“外国人雇用促进事业”运营事务局 

电话:0566-88-0117（工作日 9:00 至 17:00） 

电子邮件:tabunka-job@man-to-man-g.com  

 

 

上层从左至右为:中区叶场公园（葉場公園）;南区笠寺公园（笠寺公園）;中川区船入公园（船入公園） 

下层从左至右为:中村区二濑公园（二瀬公園）;南区元盐公园（元塩公園）;港区丸池庄 （丸池荘） 

 

扫码访问名古屋市官方网站

了解详情（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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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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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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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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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中心可以为您提供除上述内容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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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医疗机构搜索:https://v-sys.mhlw.go.jp/ （日语） 

集体接种会场接种疫苗→通过电话中心或网络进行预约。 

集体接种会场接种疫苗预约网站:https://bit.ly/3cYYevJ  (日语) 

集体接种会场列表:https://bit.ly/3mtmJ7k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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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能进行会场的搜索和预约状态的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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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法向常去的诊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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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常去的诊所或其他医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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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对应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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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咨询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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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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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育儿家庭优待卡“Piyoka（ぴよか）”（名古屋未来之子援助

计划） 

子育て家庭優待カード「ぴよか」（なごや未来っ子応援制度） 

什么是名古屋未来之子援助计划 

なごや未来っ子応援制度とは 

名古屋未来之子援助计划是企业、社区

和地方政府为支持儿童和育儿家庭而采

取的全社会范围的合作举措。名古屋未

来之子计划包括诸多项目，如育儿家庭

优待卡。 

名古屋市有 18 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孕

妇也可以），只要获得 Piyoka 育儿家

庭欢迎卡，就可以在参与活动的商店和

设施中出示该卡，获得折扣和其他优

惠，具体办法由各参与商店决定。 

什么是育儿家庭优待卡 Piyoka 

子育て家庭優待カード「ぴよか」とは 

名古屋市有 18 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孕

妇也可以），只要获得 Piyoka 育儿家庭优待卡，就可以在参与活动的商

店和设施中出示该卡，获得折扣和其他优惠，具体办法由各参与商店决

定。 

Piyoka 卡也同样被爱知县的育儿家庭欢迎计划、岐阜县的育儿家庭支持

活动计划和三重县的育儿支援计划认

可，这意味着 Piyoka 卡也可以在认

可爱知县的 Hagumin 卡、岐阜县的

Gifukko 卡和三重县育儿家庭支持优

惠券的商店和设施使用。 

由于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也参与了一项

全国性的相互认可的倡议，Piyoka

卡可以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商店和设施

中使用，这些商店和设施都有全国性

的倡议标志。 

关于 Piyoka 卡的交付 

Piyoka 卡是在母子健康手册的补编

中发放的，或者，对于从其他城市搬

扫码了解更多关于名古屋市

新冠疫苗详情（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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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名古屋市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将由区役所或分所进行发放。 

如果您符合条件，但还没有 Piyoka 卡，或者丢失了 Piyoka 卡，或者您

拥有的 Piyoka 卡已经过期，您可以申请发放或重新发放。请到区役所的

公共和儿童福利科（民生子ども課）咨询。或区役所的居民福祉课，或

758 儿童站（758 キッズステーション）。 

如果你有 Piyoka 卡，出门时别忘了带上它哦! 

名古屋市育儿手机应用程序 NAGOMii（なごみー） 

なごや子育てアプリ NAGOMii（なごみー） 

NAGOMii 是一个日语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提供怀孕、分娩和育儿的相关

信息。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者你想去的地方，你可以通过 NAGOMii

找到你想要知道的内容。 

此外，你还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设置显示你的 Piyoka 卡的图像。在参与活

动的商店展示该卡的图像，可获得与实际卡片相同的折扣或优惠。这对

那些不想随身再多携带一张卡的人来说很方便，或者如果你的卡丢了，

但没有时间去病房办公室补发，或者如果有人想使用 Piyoka 卡，而另一

个家庭成员拿着它去购物的时候也很方便。 

您可以在安卓和苹果手机系统上安装 NAGOMii 应用程序。 

 

 

 

 

 

 

 

 

安卓手机下载              苹果手机下载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听说如果申请了国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

金后就不能申请成为永住者了，这是真的吗？”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脱退一時金を請求したら永住者はもらえないと

言われた」 

问: 我的一个朋友，在留资格是永住者，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时，申请了

国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金，但被告知永住者不能领取。这是真的吗？ 

答: 在日本缴纳年金的外国人在离开日本后，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

以申请国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金（脱退一时金）。这些条件具体包括：

外国公民➊必须没有日本国籍，❷必须已经支付国民年金或雇员年金保

险（厚生年金）6 个月以上。❸必须在日本不再有居住地址，而且❹必须

从未有资格领取养老金（包括残疾津贴）（障害手当金）。申请人必须满

足所有这些条件。 

条件❹是指有权（通过向日本年金制度缴费超过 10 年而获得）在未来领

取年金的个人不能申请国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金。 

以永住者在留身份居住在日本的个人在缴费 10 年后将获得领取养年金的

权利，因此不能申请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金。 

然而，即使永住者的缴费时间不足 10 年，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认为是已

经获得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符合某些条件的永住者可以在缴费期的基

础上增加一个额外的资格期（合算対象期）。这是一种适用于那些缴费不

足 10 年的人的方法，以使他们能够领取养年金。 

在 1964 年 5 月 1 日以后获得永住者许可的永久居民的缴费期上增加的

这一额外资格期，是指在获得永久居住许可之前，在日本或日本以外的

地方度过的时间，直到 1981 年 12 月（在此之前，外国国民被排除在养

老金制度之外）。如果加上这段时间，使缴费期超过 10 年，则被认为

有资格领取养年金，因此不能申请国民年金退出一次性支付金。额外

资格期的应用并不影响个人可以获得的年金数额。关于具体情况，请

向距您最近的日本年金事务所咨询。 

日本年金事务所：

https://www.nenkin.go.jp/international/aboutjps/offices.html  

 

█ 7，8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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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

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21 年 7 月 4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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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业务可能无法在星期日窗口办理。 

办理业务时，如需向其他市町村及相关国家机构确认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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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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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7 月 23 日，延迟一年的第三十二届夏季奥运会将在东京开幕。4 年

一届的体育盛会，让我们为运动员们一同加油喝彩。同时也不要忘记做

好防护措施，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消毒，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021 年 7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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