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古屋国际中心 新闻·活动 

 

▓ 第 34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4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第 34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FAE34）将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

二）至 11 月 3 日（星期日）在名古屋国际中心举办。展览汇集了由外国

人艺术家创作的各类艺术作品，包括油画在内的绘画作品、摄影、手工艺

品等。 

本次作品展也是一个能让您通过艺术与各国朋友交流的好机会。 

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至 11 月 3 日（星期日）10:00 至

19:00（11 月 3 日 10:00 至 17:00）※开幕仪式将在 10 月 29 日 （星期

二）10:00 举行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展示室 

费用:免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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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的工作内

容、注册条件等内容请在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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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至 16:30） 

时间:①2019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②2020 年 2 月 2 日（星期日）

13:30 至 14: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名古屋国際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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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语儿童绘本阅读会 

外国語で楽しむ絵本の会 

一起来聆听外国人志愿者用他

们的母语为您朗读儿童绘本

吧。绘本均选自世界各地精彩

儿童绘本。免费参加，无需预

约。 

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星

期六）10:30 至 11:00 英语；

11 月 24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 英语及其他。 

地点:11 月 24 日: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11 月 2 日:中村图书馆 

费用:免费 

 

 

 

 

 

 

 

 

 

 

 

 

 

 

 

▓ NIC 国际交流散步 

NIC 国際交流ウォーキン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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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筑地地区进行。（防灾中心、和平桥、花

园埠头、海港大楼、名古屋港）。 

时间:201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节假日）10:00 至 13:00 

地点:9:45 在地铁名港线“港区役所”站 1 号出口前集合 

报名:限 30 名（20 名外国人，10 名日本人）。按预约先后顺序决定参加

人员。10 月 26 日（星期六）起，发送电子邮件进行预约。预约时请写明

您的姓名，国籍，使用语言，电话号码以及是否需要翻译。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nicwalking@nic-nagoya.or.jp 

 

▓ 午餐时间看世界！ 

ランチタイムに世界を学ぼ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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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

期三） 12:15 至 13:15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交流空间 

报名:即日起，请拨打以下电话报名，限 15 名左右。 

费用:免费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电话:052-581-0100 

 

▓ 三方通话电话-名古屋国际中心电话翻译服务 

トリオホン‐NIC 電話通訳サービス 

没有时间来名古屋国际中心咨询？需要语言方面的协助？ 

您可以使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电话 052-581-6112 

三方通话电话可以实现三方同时电话交流。 

如果您需要联系政府机关，如役所，保健所，或税务署，却不能用日语交

流时，便可以使用三方通话电话服务。 

三方通话电话的服务时间如下。 

中文: 

星期二至星期五 13:00 至 17:00 星期六·星期日 10:00 至 12:00 13:00

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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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活动·观光·展览 信息 

 
▓ 円顿寺商业街 秋之巴黎祭 

円頓寺 秋のパリ祭 

圆顿寺商业街今年又将迎来愉

快的周末节日祭典。由爱知县

内外而来的大排档，街头艺

人，将円顿寺妆点为法国购物

街一般。奇妙美好的相遇，愉

快的购物，相信都会为您带来

一个难忘的周末。 

时间:2019 年 11 月 9 日（星

期六）·10 日（星期日）11:00 至 18:00 

地点:圆顿寺商业街（円頓寺商店街東アーケード）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国际中心”（国際センター）站下车北行

即到 

详情:http://endoji-paris.net/（日语）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ndoji.paris 

 

▓ 武士与忍者狂欢节 2019 

サムライ・ニンジャ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9 

本次大型活动以武士与忍者为主题，在

作为武将故乡的爱知县让您感受浓厚的

历史与文化氛围。在“杀阵教室”里您

可以体验到“刀砍”与“被刀砍”，或者

参加一场使用海绵剑拼杀的战斗，再或

者观摩火枪表演，您还可以试穿忍者服

饰，投掷手里剑等。除此之外，您还可

以观看武将队与忍者队的舞台演武，以

及深受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喜爱的猎鹰

表演。试穿盔甲，在饮食角与朋友享用

美味，还能买到战国周边物品。快来参

加吧，唤醒您心中沉睡的武士忍者之魂！ 

时间:2019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

10:00 至 16:00 

地点:大高绿地内若草山（绿区）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名古屋本线，在“左

京山”站下车步行 20 分钟即到；或乘坐

JR 东海道本线，在“南大高”站下车，步行 30 分钟即到 

官方网站:http://www.samurai-ninja-fes.com （日语，英语，中文） 

 

▓ 名古屋传统艺术 Yattokame 文化节 

やっとかめ文化祭 

穿越时空，行走于文化中的城

市的祭典。 

多彩的传统技艺公演，讲座，

研讨会，城市散步等，以城市

为活动舞台的，带您领略名古

屋无限魅力的 23 天。 

时间:2018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7 日（星期日） 

地点:市内各地 

主要活动: 

“艺术之城 市内表演” 

辻狂言，街头歌舞伎表演，杂谈等表演。 

“艺术之城 名古屋舞台” 

能，津轻三味线，三曲等表演。 

“市内寺子屋（学塾）” 

在珍贵文物及相关地点进行的体验历史文化的讲座及研讨会（共 20 场次

讲座） 

“漫步名古屋” 

与热爱名古屋的导游一起，在城市探险（共 40 条线路） 

还为您准备了其他精彩的活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查询。 

官方网站:http://www.yattokame.jp/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yattokame 

 

▓ 白鸟庭园 赏枫会·灯光艺术展 

白鳥庭園 観楓会・あかりアート 

白鸟庭园是一座面积约 3.7 公

顷的日式庭园。您可以在茶室

清羽亭中一边品味热茶，一边

欣赏诗画一般的美景（11 月

16 日（星期六）·17 日（星

期日）·24 日（星期日）， 

11:00 至 18:00，费用 600 日

元。茶会为当日预约制，且名

额有限）。夜晚不仅可以欣赏到

各种颜色的灯光交相辉映下的枫叶，还可以在笼罩全园的柔光中欣赏独特

而又美丽的美浓和纸灯光艺术展。 

时间:赏枫会—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17 日（星期日）·24 日

（星期日），灯光艺术展—11 月 16 日（星期六）至 12 月 8 日（星期

日）（※11 月 22 日（星期五）至 23 日（星期六），园内暂停灯光艺术

展）可以在 9:00 至 21:00 参观，入园时间截止至 20:30（通常参观时间

为 9:00 至 17:00，入园截止时间为 16:30），日落之后（大约 17:00 左

右）将会开启园内灯光。星期一休园。 

地点:白鸟庭园（热田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神宫西”站（M27）下车，经 4 号出口

西行 10 分钟即到 

费用:成人 3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老人（65 岁以上，名古屋市内

居住）100 日元。11 月 17 日（星期日）免费开放 

官方网站:http://www.shirotori-garden.jp/english/index.html  

 

▓ 第 21 届名古屋汽车展 

第 21回名古屋モーターショー 

中部最大的汽车展览名古屋车

展，自 1979 年首次举行以

来，隔年举行，至今已经迎来

了第 21 届。 

在此次的名古屋车展上，（爱

知 ITS 世界）也借助本次车展

的东风顺势召开，主办方希望

藉此加强各地自治团体与各制

造商的合作，提倡实现“车”、“人”、“社会”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本次车

展还有许多试驾活动，主要包括了体验市面上最新销售的汽车的安全驾驶

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等项目。 

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至 24 日（星期日）, 9:00 至

18:00，※24 日为 9:00 至 17:00 

地点:名古屋国际展示场（ポットメッセ名古屋） 

交通路线:乘坐青波线，在“金城埠头”（金城ふ頭）站下车，步行 5 分

钟即到 

费用:成人（大学生以上）当日票 1700 日元，预售票 1400 日元，高中生

以下且 18 岁以下人员免费入场（初高中生需提供学生证证明），残疾人

可与一名陪同看护人员免费入场（需提供残疾人证明） 

官方网站:https://www.nagoya-motorshow.com/ （日语） 

 

▓ 锦缎缠身 德川园红叶祭 

錦を纏う 徳川園紅葉祭 

照片来源:円顿寺商业街 

 

照片来源:爱知县 

 

照片来源:Yattokame 文化节 

 

照片来源:白鸟庭园 

 

照片来源:东海广播有限公司 

 

2  

http://endoji-paris.net/
https://www.facebook.com/endoji.paris
http://www.samurai-ninja-fes.com/
http://www.yattokame.jp/
https://www.facebook.com/yattokame
http://www.shirotori-garden.jp/english/index.html
https://www.nagoya-motorshow.com/


德川园内共有枫树、卫矛等树

木约 300 株，您可以在此尽情

地享受红叶之美。在红叶祭期

间，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

动。如:插花展（12 月 1 日

（星期日） 9:30 至 18:30）、

筝曲演奏会（11 月 24 日（星

期日） 14:00 至 15:00）、名

古屋歌舞伎特别公演（12 月 8 日（星期日） 13:30 至 14:10）等。此外

夜间开园时会延长开园时间，届时灯光会从陶器与竹器中射出，笼罩整个

庭园。 

时间:红叶祭—201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至 12 月 8 日（星期日），

9:30 至 17:30，17:00 停止入园，夜间开园:11 月 29 日（星期五）至 12

月 1 日（星期日）·12 月 6 日（星期五）至 12 月 8 日（星期日），此段

时期的开园时间为 9:30 至 20:30，20:00 停止入园，星期一休园（星期一

为节假日时则顺延至次日） 

地点:德川园（东区） 

交通路线:电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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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荣巴士总站（オアシス 21）的 3 号站台，乘坐开

往“引山”或“四轩家”方向的市内巴士，在“德川园新出来”站（徳川

園新）下车即到 

费用:普通/高中及大学生 300（270）日元，名古屋市内居住的 65 岁以

上老人 100（90）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括号内为 20 人以上团体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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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古屋市博物馆 

名古屋市博物館 

本馆拥有全国展与地域展两个展区，其中蕴含的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就

由展厅里文物将向您娓娓道来，希望您能够享受到这一乐趣。 

特别展“被发掘的日本列岛 2019”  
日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文物的

发掘调查工作，每年新出土的

文物达到 8000 件以上。本次

特别展将从近年以来的考古成

果中，按照时代，精心挑选出

最引人注目的 12 处遗迹介绍

给您。同时还将举办涉及受灾

地的文物介绍与纪念物（史

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

的特别展览。 

地区展“尾张的城与城下町 三英杰的筑城与筑町”  
在地区展上，本馆将结合最近

的考古发现，向各位观众介绍

被称作“三英杰”的织田信

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在尾

张地区筑城与筑町的情况，帮

助大家回顾从战国时代到江户

时代的变革。 

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

期六）至 12 月 28 日（星期

六），9:30 至 17:00，16:30

停止入场。星期一休馆（星期一为节假日时则顺延至次日）及每月第 4

个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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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下车，经 4 号出口步

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000（800）日元，高中生与大学生 600（400）日元，中学

生及以下免费，括号内为预售票价格及 20 人以上团体票价 

※残疾人及患有疑难杂症患者可凭借相关证件，最多与一名同行看护人员

享受半价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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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活动赢取由名古屋市博物馆提供的参观门票，参加详情请参照 NIC

官方网站 

详细网页在完成之后将公布二维码及 URL 网址。 

 

▓ 名古屋市科学馆 特别展“在 teamLab 学习！ 与未来的游乐

园、花儿们共生的动物们” 

名古屋市科学館 特別展 「チームラボ 学ぶ！未来の遊園地と、花と共に生

きる動物達」 

本次特别展是由从事数字内容开发的

teamLab 用最新科技为您带来的展示会。

以“共创”（共同创造性）为概念，为您

带来从“在 teamLab 学习！未来的游乐

园”到“绘画水族馆”等的 6 个作品与

“与花共生的动物们”的富有教育意义的

项目。 

时间: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星期日）9:30 至

17:00，16:30 停止入场。每周星期一休馆

（1 月 13 日（星期一·节假日开馆）），1

月 14 日（星期二）及每月第 3 个星期五休馆，12 月 29 日（星期日）至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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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鹤舞线，在“伏见”站下车，经 5 号出口南

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500 日元（14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800 日元（700 日元）

（须出示学生证），中小学生 500 日元（400 日元），括号内为预售票价

（Ticket Pia P-code:992-416，Seven Ticket Seven-code:078-392 发售

至 11 月 29 日），上述可参观除天象仪馆的名古屋市科学馆展室。 

名古屋市科学馆官方网站:http://www.ncsm.city.nagoya.jp/  

展览官方网站:https://futurepark.teamlab.art/places/ncsm  

 

▓ 名古屋城秋日祭 

名古屋城秋まつり 

在夏日祭上广受好评的“鯱食堂”与庙会杂技表演，将在这次秋日祭上再

次登场。此外，秋日祭上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其他活动。 

时间: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 

名古屋城菊花大会・名古屋城菊人偶 

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菊花大会，届时将在西之丸区域展示菊花，在正门和

东门展示用菊花装饰而成菊人偶。 

时间:201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至 11 月 23 日（星期六·节假日） 

地点:名古屋城内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市役所”（市役所）站（M07）下车，

经 7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或者乘坐地铁鹤舞线，在“浅间町”站

（T05）下车，经 1 号出口步行 12 分钟即到 

费用:成人 500 日元，名古屋市内居住的老年人（须携带相关证明）1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 第 8 届 红茶节 in 尾张旭 

第 8回 紅茶フェスティバル in 尾張旭 

提供试饮，日本与世界的红茶大市场，红茶研讨会，世界珍稀红茶体验

等，活动众多，红茶迷们一定不要错过。 

时间:2019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10:00 至 16:00 

地点:城山公园 Skyward Asahi（尾张旭市）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濑户线，在“尾张旭”站（ST15）下车，西北方向步

行 20 分钟即到。尾张旭站与会场间有免费巴士通行。 

费用:免费，部分活动收费。 

照片来源:德川园 

 

家形埴轮 金藏山古坟 

冈山市埋藏文物中心收藏 

 

金箔桐纹鬼瓦 清州城下町遗址 

清须市教育委员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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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teafes.com/ （日语） 

 

▓ 久屋大通庭园 Flarie 

久屋大通庭園フラリエ 

黄金之秋 

Flarie 将被落羽杉染成一片金黄，宛如

欧洲般的红叶景观定会令您赏心悦目。 

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至

12 月 25 日（星期三）9:00 至 17:30 

圣诞装饰“白色一品红树” 

在大温室欣赏高达 3 米的一品红树装

饰。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可以欣赏到

白色的一品红（免费入场） 

时间:11 月 16 日（星期六）至 12 月 25

日（星期三）9:00 至 17:30 

圣诞音乐会 

●手铃音乐会 演出:AnBells 

  您可以欣赏到被誉为“天使的歌声”的手铃的美妙音色演奏出的各式风

格曲目。 

  时间:12 月 1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 

●横笛音乐会 演出: 

  以横笛演奏家大海辉子·大海沙织为中心的横笛协奏圣诞音乐会。 

  时间:12 月 8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 

  ※均入场免费。 

地点:久屋大通庭园 Flarie（中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矢场町”站（M04）下车经 4 号出口步

行 3 分钟即到。或乘坐地铁名城线·鹤舞线，在“上前津”站

（M03/T09），经 1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免费 

官方网站:http://www.flarie.jp/（日语）  

 

▓ 陶瓷的世界 

やきものワールド 

第十三届 “陶瓷的世界”展

览活动，将在爱知县体育馆举

办。在这里，无论是精心设计

的器具还是物美价廉的日常用

具，您都可以在现场亲眼观看

制作者们制作，亲手触摸它

们，当然也可以直接购买。此

外，在本次展览上，还有人气

十足的华丽地展示饮食空间的桌面搭配企划和各式各样的制作车间。 

时间:201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四）至 12 月 4 日（星期三）9:00 至

17:00 

地点:爱知县体育馆（ドルフィンズアリーナ）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市役所”（市役所）站下车，经 7 号出

口步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13 岁及以上）1000 日元，65 岁及以上、残疾人及其看护人

员 800 日元，小学生及以下（12 岁以下）免费 

 

▓ 名古屋市科学馆 市民观星会“月亮与昂星团观测会” 

名古屋市科学館 市民観望会「月とすばるをみる会」 

听完在星象仪馆的讲解后，您将可以使用理工馆顶层的以大型望远镜为主

的多架望远镜观察当天为您推荐的星象。（仅提供日语解说，如遇阴雨天

气则仅进行星象仪馆内讲座） 

时间: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18:15 至 20:30 

地点:名古屋市科学馆星象仪馆（名古屋市科学館プラネタリウム）

“Brother Earth”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鹤舞线于“伏见”站（伏見）下车，5 号出

口步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成人 7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 300 日元。 

参加人数限制:250 名（中学生及以下儿童须监护人同行） 

申请方法:使用往返明信片（往復はがき）填写好您的住址、姓名、电话

号码，及参加人员全员的姓名、成人·中学生及以下儿童的各个人数，以

及回信部分的地址姓名，于 11 月 16 日（星期六）前，寄至“〒460-

0008 名古屋市中区栄 2-17-1 名古屋市科学館”，并写明“12 月 7 日の市

民観望会”。人数较多时将通过抽签决定参加名额。 （不使用往返明信片

的申请均视为无效） 

  

▓ 名古屋能乐堂  正月特别公演 

名古屋能楽堂 正月特別公演 

演出:能   《翁》 

     狂言 《福之神》 

     能   《高砂》 

时间:2020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13:00 开演 ※能《翁》开演后 30 分钟

不得中途入场退场，请您注意。 

地点:名古屋能乐堂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鹤舞线，在 “浅间町”（浅間町）站下车，经 1 号出

口步行 10 分钟即到 

费用:指定席位:5200 日元 自由席位:4100 日元 学生（25 岁以

下）:2100 日元（仅自由席位当日票价涨 500 日元） 

※外籍人士持护照等有效证件，预售票及当日票可享受 9 折优惠） 

※免费提供讲解器。（日语/英语） 

咨询:名古屋能乐堂 052-231-0088   

 

▓ 高滨市陶瓷之里瓦片美术馆「山本良比谷—描绘细腻风景的

“彩虹画师”」 

高浜市やきものの里かわら美術館「山本良比古－緻密な風景を描いた“虹の

絵師”」 

山本良比谷是一位知名画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因为制

作色彩鲜艳的油画而被称作

“彩虹画师”。1948 年，他出

生于名古屋。由于他在听觉、

语言、智力方面存在障碍，所

以进入了一所拥有特殊教育班

级的中学就读。在那里他邂逅

了当时还是他班主任的指导者

——川崎昂。川崎昂在山本的

创作过程中亲手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于是两人开始合作，以“两人三

脚”的形式展开了活动。 

山本作品的特征在于通过细致的描绘与点画法所构成的色彩艳丽的风景。

当时的媒体将身怀残障却创作出卓越作品的山本称作“彩虹画师”和“山

下清第二”，他因此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了话题。但是正如同样身怀残障

却被大众所喜爱的画家山下清一样，山本作为画家，在美术业界并没有收

获公正的评价。 

本次展览除了从山本良比谷中学时期创作的作品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油画

外，还选取了素描、版画、陶器绘画以及近年来他动笔创作的新作品，力

求向观众完整集中地展示山本良比谷的作品。此外还展览有身为指导者的

川崎昂所留下的资料、当时被采用的媒体资料等展品。通过观看这些展

品，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回顾山本良比谷的创作历程。 

时间: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星期四）10:00 至 17:00（每天门票销售截

止至 16:30），星期一·星期二休馆（节假日时则顺延至次日） 

地点:高滨市陶瓷之里瓦片美术馆（高滨市青木町 9-6-18）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三河线，在“高滨港”站下车，步行约 10 分钟即到 

费用:高中生及以上 4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75 岁以上老年人及持

有残疾人证明的残疾人可享受优惠。 

官方网站:http://www.takahama-kawara-museum.com/（日语） 

照片来源:久屋大通庭园 Flarie 

 

米兰主教座堂， 1982 

 
照片来源:中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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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生活信息 

 

▓ G20 峰会爱知·名古屋外长会议期间将实行交通管制 敬请注

意 

G20 愛知・名古屋外務大臣会合開催に伴う交通規制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G20 峰会爱知·名古屋外交部长会议”将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23 日（星期六·节假日）在市内

的名古屋观光酒店召开。 

届时将有众多国内外要人造访名古屋市，会议当天及其前

后，名古屋市中心或高速公路将会实行交通管制。在此期

间请尽可能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公务用车也请相应

的调整出行时间。有关交通管制的详细信息，请参照爱知县警察官方网

站: 

https://www.pref.aichi.jp/police/anzen/samitai/g20/aboutg20summit.h

tml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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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作

为大型垃圾丢弃。 

在对垃圾处理方法感到疑惑

时，请浏览名古屋市官方网站

上的《名古屋垃圾减量·资源

化指南》（『なごやのごみ減量・資源化ガイド』），或者咨询居住地区的环

境事业所。 

或使用资源·垃圾分类手机程序“さんあ～る”查询相关信息。 

禁止在道路，公园等公共场所乱扔空罐头，烟头，塑料瓶等。请不要理所

应当的认为自然会有人清理，让我们把垃圾带回家处理。 

本市将于 11 月 30 日开展防止违法丢弃垃圾运动，届时毗邻的市町村的

吉祥物们将在名古屋站集合！ 

《名古屋垃圾减少·资源化指南》（『なごやのごみ減量・資源化ガイ

ド』）中文版下载地址为: 

http://www.city.nagoya.jp/zh/cmsfiles/contents/0000022/22540/chines

e2.pdf  

咨询电话:环境局作业科 052-972-2385（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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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质容器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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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充电电池（手机，相机的电池等）市政不作回收 

有以下标志的电池等，请将其带至各区环境事业所的回收点。回收点可在

以下网站检索（仅日语）https://www.jb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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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铃提醒回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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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软件免费（需数据流量费用）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关于国际驾驶执照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国際運転免許について 

在日本国内，对于可以使用国际驾驶执照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在道路交通

法中是有着明确规定的。所谓有效的国际驾驶执照是指《道路交通法规

（1949 年，日内瓦）》的缔约国中由拥有正当权限的机构发放，驾照规格

与条约内容一致的驾照。 

凭国际驾照可以驾驶的期间为，“到达日本之日起的 1 年时间”与“国际

驾驶执照的有效期限（发放起 1 年）”相重合的期间。 

在日本居住的外籍人士，通过再入国许可出国，出国之日起 3 个月以内

再次返回日本的情形时，依照道路交通法，不能认定此种情形符合“到达

日本之日起的 1 年时间”的规定。 

另外，使用有效的国际驾驶执照驾驶机动车时，需要确认出入国等的时间

信息，因此，在驾驶时需要您携带可以确认出入国记录的文件（如护照

等）。 

 

▓ 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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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5 月·9

月·11 月·1 月为第二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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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的星期

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19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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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活日语-营业时间标识 

生活の日本語-看板を読もう 営業時間 

日本的各种行政商业机构或商铺等的营业时间、休息日等与国内均有一定

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就需要我们在办事前提前做好确认，读懂营业时间很

重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几个常用的表达。 

工作日 

営業時間   えいぎょうじかん                营业时间 

24時間営業   にじゅうよじかんえいぎょう          24 小时营业 

休息日（节假日） 

定休日    ていきゅうび                   固定休息日 

無休     むきゅう                           无休息日 

年中無休   ねんじゅうむきゅう                   全年无休 

               

（11 月号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关于路线等详情 

请扫二维码 

塑料制容器包装 
需回收 

纸制容器包装 
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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