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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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外国人援助紧急咨询会 

为您提供“特别定额补助金（10 万日元）”的领取手续的相关咨询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連外国人支援緊急相談会 

「特別定額給付金（10 万円）をもらうための手続きをお手伝いします」 

作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症对策的

紧急支援，在名

古屋国际中心注

册志愿者及外国

人援助团体的协

助下，特别举办

本次特别定额补

助金的申请援

助、以及应对生活困难等相关问题的咨询会。咨询活动具体包括: 

①名古屋市特别定额补助金申请手续帮助 

②咨询服务 

·外国人行政事务咨询（由名古屋国际中心行政咨询员进行） 

·为外国人举办的行政书士咨询（由爱知县行政书士会进行） 

·外国儿童学生教育咨询（由名古屋国际中心外国儿童教育咨询员进行） 

③外国人生活相关的面谈 

※活动设有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尼泊

尔语翻译。 

时间:2020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10:00 至 16: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别栋大厅（Annex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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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行即到 

参加对象:在名古屋市居住的外国人市民 

定员:咨询①当日最多 180 名。采取提前预约报名，各时间段（30 分

钟）最多 15 名。 

费用:免费 

 

 

 

 

 

 

 

 

 

 

 

 

 

 

 

 

 

 

 

 

 

 

报名申请:致电名古屋国际中心广报信息科进行报名，按报名先后顺序决

定参加名额 

电话:052-58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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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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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至 16:30）活动（7 月 3 日除外），活动使用日语进行。 

时间:2020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13:30 至 14:30 

9 月 5 日（星期六）13:30 至 14:30 

11 月 6 日（星期五）13:30 至 14:30 

     2021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13:30 至 14: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11 月 6 日（星期五）在 3 层第

1 研修室）※7 月 3 日（星期五）为网络在线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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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  
信息月历  
Nagoya Calendar 

Chinese Edition     

2020 年 7 月号   总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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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为您带来的是外国人留学生援助项目·可适用的相关制度

介绍特辑，以及名古屋周边大佛造像的观光特辑。新冠病毒的

防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后，您不妨做好防护，适当地出门走走，

散散心，这样才能更有精力对抗炎夏。另外特别提醒您出门游

玩时一定注意安全，注意防暑。 

名古屋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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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信息月历 2020 年 7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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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 地球市民教室“发现！体验！地球市民学园”  

NIC 地球市民教室「発見!体験!地球市民キャンパス」 

在本次活动中可以通过外国人讲师的介绍学习外国文化习惯，思考地区及

世界性课题，以及让大家思考对于这些课题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等。活动

为名古屋国际中心国际理解教育事业“NIC 地球市民教室”的示范活动

课程。限 40 位名额，需要预约。非常欢迎学校教师及地区内从事相关活

动的人员前来观摩学习。 

时间:2020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13:30 至 16: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 

费用:免费 

参加对象:小学生与家长、初中·高中生及学校老师、教育从业者、普通

人员等。 

报名申请:在 7 月 21 日（星期二）10:00 至 8 月 20 日（星期四）17:00

之间，通过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发送电子邮件、致电、或亲自

前来名古屋国际中心申请。 

电话:052-581-5691 

电子邮件:kor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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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 月

2 日至 2014 年 4 月 1 日之

间）之间以及 2005 年 4 月

2 日前出生，现在初中在读

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影响，为了给孩子们在暑假期间营造日语环

境，提供日语学习机会，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新学期的学校生活，本次

暑假儿童日语教室采用网络在线授课形式进行（使用 ZOOM 软件进

行）。 

在线课程练习日期（准备日）:2020 年 7 月 19 日（星期日）12:30 至

13:00 

授课日期:7 月 22 日（星期三）至 8 月 12 日（星期三）之间的每周星期

三·星期日（8 月 9 日（星期日）除外），○A班级:10:00 至 11:00，○B班

级:12:00 至 13:00 

定员:最多 50 名（有可能变更，详情请登录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进

行确认。） 

费用:免费 

报名申请:7 月 11 日（星期六）10:00 至 7 月 12 日（星期日）17:00 之

间在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上填写并提交报名表格（按报名先后顺序录

取·名古屋市内居住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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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外国人儿童及家长举办的升学就业指导会 

外国人の子どもと保護者のための進路ガイダンス 

本次活动由名古屋国际中心，及名古屋教育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为您明确日

本中学毕业后的升学就

业方向的指导会。活动

中会为您提供升学的建

议以及中学毕业后的去

路等相关的信息，还将

有当地高中的小型说明

会等活动。指导会结束

后还可以进行单独咨

询。 

活动为您提供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的翻译。 

活动免费参加，但需要报名申请。名额为学生与家长合计 80 人。按报名

先后顺序决定参加人员。 

时间:2020 年 8 月 1 日（星期六）13:00 至 16:30 ※暂定 

报名申请:6 月 13 日（星期六）10:00 起，直接致电、来访名古屋国际

中心 3 层信息柜台，或在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上填写报名表格。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别栋大厅（Annex Hall）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名古屋国际中心”站（名古屋国際セン

ター）下车即到。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官方网站:www.nic-nagoya.or.jp  

 

❏NIC“多元文化之城（MulCulTown）·名古屋”导航 

NIC“まるかるタウン·なごや”ナビ 

【本次活动将通过网络在

线举办】名古屋市是一个

融汇了多元文化（MulCul

在这里是 multicultural

多元文化的缩写）的城

市，有 87000 名左右的外

国居民生活在这里。他们

来自什么样的国家？他们

在日本过着怎样的生活？

您可以来与外国客人们一起交流。本活动为名古屋市多元文化推进月活动

的一部分。活动限 40 位名额，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人员。 

※为难以参加网络在线活动的人员，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

特别设置了，避免三密状态的 ZOOM 视听室（定员 25 名） 

时间:2020 年 8 月 8 日（星期六）14:00 至 16:00 

地点:网络在线参加:网络在线参加人员各自家中 

会场参加: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 

定员:网络在线:40 名（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人员） 

     会场:25 名（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人员） 

费用:免费 

报名申请:在 7 月 11 日（星期六）10:00 起至 8 月 7 日（星期五）

17:00 之间，直接来访或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官方网站联系名古屋国

际中心交流协力科进行报名。 

电话:052-581-5691 

电子邮件:koryu@nic-nagoya.or.jp  

官方网站:www.nic-nagoya.or.jp  

 

❏名古屋国际中心图书室现已开馆 

NIC ライブラリー開館のお知らせ 

现已可以提供图书的借阅服务。 

但桌椅、DVD、复印机等不可使用。 

另外，体温 37.5 度以上发热人员，及近 

两周内有出国史或与出国人员有接触史的 

人不可使用图书室。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咨询:052-58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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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信息月历 2020 年 7 月号 

新冠病毒感染对策  
外国人留学生援助项目· 
可适用的相关制度介绍特辑 
 

政策介绍信息源自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信息。 

最新政策实时更新，详情请参照日本文部科学省官方网站。 

https://www.mext.go.jp/a_menu/coronavirus/mext_00023.html  

 

【为继续留学而提供的援助】 

留学を続けるための支援 

 

❏特别定额补助金（10 万日元） 

特別定額給付金 

详情及填写范例等请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网站或下文生活信息中，关于

“名古屋市特别定额补助金（10 万日元）的申请”的介绍。 

如果您对名古屋市特别定额给付金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50-3085-7656（日语、中文、英语等） 工作日节假日 9:00 至 17:30 

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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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notice/2020/01290938.html  

您还可以参加 2020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在名古屋国际中心举办的关

于领取手续等的外国人援助紧急咨询会。详情请见首页介绍。 

 

❏为使学生能够“继续学习”而提供的“学生支援紧急补助金”

（向因打工收入减少而生活困难的学生提供的补助金） 

「学びの継続」のための『学生支援緊急給付金』（アルバイト収入が減

って困っている学生への給付金） 

日本政府对于因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打工收入减少而难以维持留

学生活的学生提供补助金援助。 

援助对象为在大学（包括大学院），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

校，日语教育机关就读的学生。 

补助金的发放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需依照学校内综合判断，进行推荐。请

先向就读的学校进行咨询。 

具体申请手续介绍: 

日语: 

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00520_mxt_gakushi01_000

007321_01.pdf 

英文: 

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00527_mxt_gakushi_01_00

0007490_01.pdf 

 

❏国民健康保险费降低及免除缴纳等相关政策 

国民健康保険料の減額や、支払いの免除をする仕組みがあります 

对于收入减少的人，缴纳的国民健康保险费有可能降低，详情请向所居住

的市区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窗口咨询。 

 

❏日本政府已向电·煤气·电话·自来水·NHK 等相关机构发

出请求，希望对于相应费用予以暂缓交纳。 

電気·ガス·電話·水道料金·NHK 受信料などの支払いを待ってもら

えるように国からお願いしています 

具体详情请向您签订的各合约方进行咨询。 

已响应电力·煤气费用暂缓交纳的公司列表如下（含预定实施企业） 

电力: 

https://www.enecho.meti.go.jp/coronavirus/pdf/list_electric.pdf 

煤气: 

https://www.enecho.meti.go.jp/coronavirus/pdf/list_gas.pdf 

 

❏育儿家庭临时特别补助金 

子育て世帯への臨時特別給付金 

作为对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的育儿家庭的生活援助之一，对接受儿

童补贴（本則給付）的家庭，发放临时特别补助金（一次性发放）。 

原则上不需要申请。给付对象将会收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所居住的市町

村邮寄的通知。 

有关育儿家庭临时特别补助金的疑问，请向 2020 年 3 月 31 日时（新高

中 1 年级学生为 2020 年 2 月 29 日时）所居住的市町村的“育儿家庭临

时特别补助金”窗口咨询。 

或访问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 

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inseido/taiou_coronavirus.h

tml  

 

【为继续工作而提供的援助】 

働き続けるための支援 

 

❏雇佣调整补助（打工休息时，也可以获得一定金额的补助） 

雇用調整助成金（アルバイトを休んでいても、お金が給付されるように

する支援） 

因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而被打工雇佣方要求休息，雇佣方需向您支付休业

补助。 

国家为保护劳动者，会向雇佣方公司支付补助。具体详情请向您的雇佣方

公司进行咨询。 

如果难以与雇佣方公司咨询，您可以向附近的劳动局或劳动基准监督署，

HELLO WORK（公共职业介绍所）咨询。 

详情请访问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0900000/000612098.pdf  

劳动局、劳动基准监督署、HELLO WORK（公共职业介绍所）等相关查

询信息: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oyou_roud

ou/koyou/jigyounushi/page11_00001.html  

 

【为继续在日本居住的相关手续】 

日本に住み続けるための手続き 

 

❏在留资格申请期间的延长 

在留資格の申請の期間を延長します 

在留资格变更许可的申请以及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的申请等，延长至在留期

限后的 3 个月内，可以办理申请。 

延长对象为在留期限为今年 3 月至 7 月间的人。 

详情请访问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官方网站: 

http://www.moj.go.jp/content/001315947.pdf  

 

❏对于难以回国人员，可以继续在日本居住 

帰国が難しい人も日本に住み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对于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而难以返回自己国家的情况时，为您能够继续

留在日本提供援助。咨询电话:052-559-2150 

详情请访问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官方网站: 

http://www.moj.go.jp/content/001320105.pdf  

继续在日本居住的相关援助可以向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进行电话咨询 

引自:《「学びの継続」のための『学生支援緊急給付金』申請の手引き》-文部科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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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乐园大佛造像:上 
 
聚乐园站附近通往寺庙的朝拜道路上，可以看到肃穆的仁
王造像:左下 
 
大佛造像与近邻的聚乐园公园相连，在以前，山田才吉曾
在此经营一个名为“聚乐园”的旅馆:右下 

布袋大佛造像，在每年樱花时节及年
末年初时还将有夜间照明:左，右上 
 
从附近的火车铁道口向大佛望去，调
整好角度，铁道警示灯刚好挡在大佛
的眼部，宛如给大佛戴上了墨镜一般 

也有电视台特意来采访，照片也一度登上了江南市的官方宣传海报。在中国的微博等各大 SNS
网站上，因其将文化传统与朋克之感柔和的恰到好处，也激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反响:右下 

名古屋大佛，周围环境清幽:左，右下 
桃严寺入口:右上 

名古屋信息月历 2020 年 7 月号 

观光特辑  
名古屋周边大佛造像 
 

大佛造像其最早的初衷实际上是为佛教徒进行参拜而建造的，而并非是一

个观光场所。因此在大家参观大佛造像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肃穆，

建有大佛的寺院在向游客开放参观时，也都会用日语注明要求参观者保持

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即便没有明文要求，也请大家在参观时一定保持安

静。 

 

❏聚乐园大佛 

聚楽園大仏 

从名铁常滑线的聚乐园站车站向上眺望，便能看到一尊大佛的头像从树林

中凸显。这尊大佛造像是由名古屋的实业家山田才吉先生作为“大正天皇

即位的纪念”而兴建，虽然当时有募集捐款，但因最终没有筹集到金额，

他便投入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大佛于 1924 年动工。1927 年，纪念昭和

天皇成婚时举行了开光仪式，并正式开始供奉。以镰仓大佛为模型建造的

这尊大佛由钢筋混凝土制成，比奈良和镰仓的大佛都要高，为 18.79 米。 

聚乐园大佛经过长时间的自然侵蚀老化严重，因担心其状况继续恶化，在

1984 年，在热心市民的捐款下对佛体进行了大规模铜粉喷涂修补，第二

年作为曹洞宗大佛寺的主佛进行了落成典礼并正式开光供奉。 

这一地区为东海市指定文物，同时作为当地的象征而被人们所喜爱。大佛

坐落的位置较高，在这个高台环顾四周即可见到制铁厂等林立的建筑景

色，以及东海市的街景。 

地点:东海市荒尾町西丸山（聚乐园公园内）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常滑线，在“聚乐园”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到。 

 

 

 

 

 

 

❏布袋大佛 

布袋の大仏 

主佛为御岳药师，据传向其祈愿就能驱除疾病，治愈残疾，可以获得顿悟

之道。 

造像兴建的缘由据传是因曾住在布袋町的前田秀信体弱多病，信仰御岳药

师尊，在名古屋市内开设针灸医馆，口碑非常好，客人络绎不绝。 

在其 43 岁时被托梦，并决意帮助遭受疾病苦难的人们。并由此产生了想

要给后世留下些宏伟、美好的东西的愿景，便请佛御岳药师，投入私人财

产开办了教会。 

当时是 1949 年（昭和 24 年），正是战后生活最穷困的时候，一个为活

着而艰难拼搏的时代。当年即进行了开工祭典，最终 5 年才得以完成建

造。所有建筑 ，包括地基的整理，混凝土的调和，全都是由人工完成，

大佛于 1954 年（昭和 29 年）2 月 24 日进行开光，为了纪念这一天，

每年这一天都作为春季大祭典的日期而进行庆祝活动。御岳药师尊也被亲

切的称为“布袋大佛”，高达 18 米，比奈良东大寺的大佛还要高 2 米。  

地点:江南市木贺町大门 132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犬山线，在“布袋”站下车，北行 12 分钟即到。 

 

 

 

 

 

 

 

❏名古屋大佛 

名古屋大仏 

在名古屋市千种区绿树繁荫的桃严寺坐落着一尊高 10 米（含台基 15

米）的“名古屋大佛”。大佛以由富山县的法师所托而制作的释迦大佛

（现安置于本堂内）为原像铸造于京都，并于 1987 年开光供奉，在

2006 年进行了鲜艳的绿色着色工程。其特点之一便是台座由 10 头大象

的造像所支撑，而非传统的莲花，另外在其台座上还装饰有佛教三大法印

的浮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桃严寺作为曹洞宗的字面，于天文年间（1532-1555）由末森城主织田

信行（织田信长的弟弟）作为其父亲信秀的菩提寺所建立，寺名也来自信

秀的法号。在 1714 年迁至此地，以惠心僧都所创作的盛世观音菩萨为本

尊，以辩才天画像为守护神而祭祀。其中“睡辩天”（ねむり弁天）颇为

有名，在本堂中还放置有直径 1 米，据称为日本最大的木鱼。 

地点:千种区四谷通 2 丁目 16 番地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名城线，在“本山”站下车，经 6 号出口南

行 5 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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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 生活信息 
 

❏关于水道费用减免及上下水道费用的暂缓支付 

水道料金の減免及び上下水道料金の支払い猶予制度について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为保

证市民洗手等预防感染活动的彻底

进行，及对市民生活及事业活动的

顺利进行提供支援，名古屋市将会

降低部分水道费用。另外对于因收

入或营业额减少而导致上下水道费

用支付困难的用户，因具体情况判

断给与最晚至 2020 年 12 月底的

支付期限。 

具体详情请向您所在区域的上下水

道营业所进行咨询。 

 

❏关于名古屋市特别定额补助金（10 万日元）的申请 

名古屋市特別定額給付金（10 万円）の申し込みについて 

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的一环，简易、迅速、精准地为家

庭生计提供援助，对每人发放 10 万日元补助金。 

补助金发放对象: 

在基准日（2020 年 4 月 27 日）时，已在住民基本台账上登记的人。

（住民登记） 

申请方法: 

在线申请，5 月 9 日开始（需要个人编号卡，方法请见上方“特别定额补

助金（10 万日元）”） 

邮寄申请，5 月底开始名古屋市将会邮寄申请表格至各家庭户主，填写表

格后邮寄回。 

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 

发放期间: 

6 月起向申请人申请时提供的银行账户汇款发放 

如果您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050-3085-7656（日语、中文、英语等） 工作日节假日 9:00 至 17:30 

填写范例请参考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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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notice/2020/01290938.html  

Fax:052-483-1434 

 

❏外国人生活 Q&A“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孩子出生时”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国民健康保険制度、子どもが生まれたとき」 

对于加入国民健康保

险的人，在孩子出生

时，将会给予 42 万

日元（在加入产科医

疗补偿制度的医院进

行分娩时）的费用。 

作为领取方法，届时

将会由市区町村等直

接向医院支付生产育

儿一次性补贴，加入

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只

需要向医院支付全部费用减去补贴后的差额部分，这被称作“直接支付制

度”（直接支払制度）。 

另外在分娩费用未达到生产育儿一次性补贴的金额，不使用“直接支付制

度”时，可以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的国民健康保险窗口进行申请。（全国

国民健康保险组合的情况时，向全国国民健康保险组合的窗口进行申请） 

在不能使用“直接支付制度”的医院，有可能可以使用“领取代理制度”

（受取代理制度），详情请向各医院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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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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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8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

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20 年 7 月 5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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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052-957-9260 

中文:052-957-9261 

韩语:052-957-926 

 

 

编后记:送走了梅雨季节，夏天也来到了我们身边。名古屋的夏天酷热似

火，在佩戴口罩时一定注意不要中暑。如有频繁打哈欠，困倦等症状时，

一定注意摘下口罩换气，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感想、疑问，欢迎致电名古屋国际中心进行咨询。中

文接待时间为星期二至星期五 13:00 至 17:00、星期六·日 10:00 至

12:00 及 13:00 至 17:00，电话号码 052-581-0100。 

名古屋信息月历 2020 年 7 月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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