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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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1 年 11 月 6 日（星期六）10:30 至 11:00②11 月 28 日

（星期日）14:00 至 14:30③12 月 12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 

地点:①中村图书馆②③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 

定员:①10 名 按预约先后顺序。②10 名 每组 3 名 按预约先后顺序（不

包含婴儿） 

预约:①无需预约②11 月 14 日（星期日）10:00 至 11 月 26 日（星期

五）12:00 间，③11 月 28 日（星期日）10:00 至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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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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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①202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13:30 至 14:30。②2022 年 2

月 6 日（星期日）13:30 至 14:30。 

地点:在线举办或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因新冠疫情状况影

响，活动有可能变更为仅使用 Zoom 软件线上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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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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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图书室认识世界（印度尼西亚篇） 

ライブラリーで世界を学ぼう！（インドネシア編） 

在活动中，一起学习世界文化和语言。活动将由外国人住民使用图书馆

资源为您介绍、讲解。活动免费参加，按报名先后顺序。活动可以中途

退场。 

时间:2021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14:00 至 15:00 

地点:在线举办。 

预约:正在接受预约，发送以“ライブラリーで世界を学ぼう！”为主题

的邮件至以下电子邮件，并写明您的姓名、参加人数以及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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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人健康咨询会 

外国人健康相談会 

本次咨询会，旨在帮助居住在名古屋

及其周边地区的外国人，因语言障碍

难以了解自身健康状况，通过参加此

次咨询会，从而做到疾病的早期诊断

及预防。活动提供英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

翻译。 

活动由名古屋市健康福利局、名古屋

国际中心以及爱知医疗中心共同举

办。由医生、牙科医生、护士等为您

进行身体检测、验尿、测量血压、问

诊等活动。在活动中您还可以进行生活相关问题的咨询及由专业人员为您

进行的在留资格等咨询。活动无需预约。 

时间:202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13:00 至 16: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等 

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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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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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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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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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田神宫与白鸟庭园及其周边地区举办。 

※小雨时照常举办。 

时间: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10:00 至 12:00。 

9:45 在地铁名城线“神宫西”站检票口前集合。 

地点:热田神宫与白鸟庭园 

费用:300 日元（白鸟庭园入园费用。持有敬老卡的朋友 100 日元） 

报名:正在接受预约。外国人可通过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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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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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英语以外语种翻译的参加者请在 11 月 13 日（星期六）前申

请。日本人限 5 名，仅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报名，11 月 6 日（星期六）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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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6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因新冠疫情状况影响，活动有可能取消，请参加前确认官方网站的通

知。 

活动中您将欣赏到由中部地区居住的外国人艺术家创作的绘画、摄影、版

画、雕刻、工艺等艺术作品。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展会将遵循与去年（FAE35）相同的模

式，限制社交聚会，并采取所有常规的新冠病毒预防措施。 

时间:2021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二）至 11 月 7 日（星期日）10:00 至

18:00,11 月 7 日（星期日）为 10:00 至 15: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1-3 展示室 

费用:免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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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您的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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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受理提前预约的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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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因海外工作而产生的关于儿童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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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通过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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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难民援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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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辑 大高绿地·恐龙探险 
 

● 大高绿地 

大高緑地 

当您乘坐 JR 东海道线，列车行驶在大

高站和南大高站之间时，如果您向东看，

您可能会注意到一对恐龙矗立在一个游

乐园里。这些史前玩物（恐龙“Dai 酱”

和“Taka 酱”，实际上是滑梯）在恐龙

广场（恐竜広場）高高耸立，它们位于被

称为大高绿地（大高緑地）的巨大公园

西部边缘。 

大高绿地位于绿区，由爱知县管理，是

一个占地 120 公顷的公园，您可以在这

里享受一天的城市生活。无论您是想在

草坪上休息，还是想散步，享受这个季

节，或者想找一个让孩子们玩一整天的

地方，大高绿地都能满

足您的需求。 

拥有各种游乐设备的恐

龙广场是公园里最受有

孩子的家庭欢迎的地方

之一，但它只是公园里

众多游乐场中的一个。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景点

和娱乐活动可以供您尝

试，包括在交通公园（交通公园）乘坐卡

丁车和小型汽车，乘船，以及打迷你高尔

夫（需要付费）。您还可以查阅官方网站，

了解即将开始的工艺活动、自由市场和

其他季节性活动和景点。 

您也可以带着午餐，在其中一个草坪区

享受野餐，并在公园里度过一整天。 

如果您要去走走，一定要带上一张地图，

或者带好您的智能手机，以便查阅路线。 

地点:绿区大高町字高山 1-1 

时间:大高绿地全年开放，停车场开放时

间为 7:00 至 19:00 

园内各区营业时间请参照官方网站。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名古屋本线，在“左京山”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到。

或乘坐 JR 东海道本线，在“大高”站下车，步行 30 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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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大高绿地，停车场免费。园内设施费用请参照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s://www.aichi-koen.com/odaka/ （日语） 

 

● 名古屋恐龙探险 

ディノアドベンチャー名古屋 

如果大高的恐龙滑梯让

您有了更多的想目睹中

生代怪兽的心情，那么

为什么不迈开您的脚

步，来看看“名古屋恐龙

探险”呢？购买完门票

后，就让我们去森林里

偶遇一些会动、会吼、会

吃的大爬虫们吧。  

名古屋恐龙探险于 2016 年开业，当时

有一条 600 米的步行道，游客可以遇到

12只恐龙，现在已经逐渐扩展到900米

的路线，有 22 只动物。 

年轻的恐龙爱好者将很快克服他们最初

的恐惧，并很快就想赶去看下一个内容。

在入口处领取一张路线地图和铅笔，并

在地图上填上您发现的恐龙的名字，这

样就可以充分地享受这次探险。(如果您

带上一个剪贴板或硬皮板可能会更方

便。) 

旅程的终点是中心之家商店，在那里出

售有各种与恐龙有关的物品和茶点，包

括冰激凌和饮料。 

地点:绿区大高町字高山 1-1（大高绿地

内） 

时间:工作日:10:00 至 17:00，周末·节

假日:9:00 至 17:00，暑假期间:9:00 至

17:30,（闭园前 1 小时停止入场）每周

星期一休园，星期一为节假日时次日休

园，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休园。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名古屋本线，在“左

京山”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到。或乘

坐 JR 东海道本线，在“大高”站或“南

大高”下车，步行 40 分钟即到。 

费用:成人 800日元，初中生及以下 600

日元，2 岁及以下儿童免费，持残疾人手册享受 100 日元优惠。 

官方网站:https://www.dinoadventure.jp/index.html（日语） 

 

 

 

名古屋活动·展览信息 
 

● 横山美术馆“优美曲线所诉说的历史 茶杯与茶碟的故事” 

横山美術館「優美な曲線から歴史が伝わる カップ&ソーサー物語」 

享用一杯咖啡或茶是一个放松的时刻。为了提升咖啡和茶的味道，杯子和

茶碟也孕生出许多变化。日本的茶杯和茶碟的生产从明治初期就已经开始。

当时，带把手的杯子在日本还鲜为人知，而且制造困难，但随着伏焼制法

和石膏模塑等新技术的引入，尺寸、厚度和形状适当的容器逐渐被制造出

来。然后，这些精巧的物件上被画上各种华丽的主题，从日本的花鸟到西

式的玫瑰，并漂洋过海再登上餐桌竞艳。 

本次展览展示了明治和大正时期日本各地区生产的茶具，包括杯碟和水壶，

让生于百余年后的我们，依旧可以欣赏到这些精美茶具。 

时间:2021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节

假日）10:00 至 17:00，闭馆前 30 分

钟停止入馆。每周星期一（星期一为节

假日时开馆，次日休馆），年末年初（12

月 27 日至 1 月 3 日）休馆。 

地点:横山美术馆（东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在“新荣

町”站下车，经 1 号出口；或乘坐地

铁樱通线，在“高岳”站下车，经 3 号

出口步行 4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000（800）日元，高中·大

学生·老人（65 周岁）800（600）日

元，中学生 600（400）日元，持残疾

人手册 700（500）日元，小学生及以

下免费，括号内为 20 人以上团体票价。 

官方网站:https://www.yokoyama-art-museum.or.jp/（日语） 

 

● 古川美术馆开馆 30 周年纪念特别展 收藏家展“印象派与巴黎

学院派” 

古川美術館開館 30 周年記念特別展 Collector's exhibition2「印象派

とエコール・ド・パリ」 

本次展览为您带来的是

西方艺术史上最激动人

心和最前卫的印象派和

巴黎学院派的作品。展

出了莫奈、雷诺阿、西斯

利、梵高、高更和其他许

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象

派诞生时期爱德华·蒙

克的肖像画和印象派先

驱威廉·特纳的风景画，

这些作品都是首次在日

本展出。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品鉴收藏家珍贵收藏的机会。 

时间:至 202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日）10:00 至 17:00，闭馆前 30 分

钟停止入馆。每周星期一休馆。 

地点:古川美术馆（千种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在“池下”站下车，经 1 号出口东行 3 分钟

即到。或乘坐地铁东山线，在“觉王山”站下车，经 1 号出口西行 5 分钟

即到。 

费用:成人 12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6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有通

票及各种折扣，详情请参照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www.furukawa-museum.or.jp/（日语） 

 

● 特别展“四季更迭之情景 栖息于美术馆的小小自然界” 

特別展「四季折々の情景 美術館に息づく小さな自然たち」 

随着季节更迭而变化的

花朵、鸟鸣、昆虫的声

音，小动物的存在…日

本的四季变化丰富多

彩。 

而俳句用十七个字

（五七五）生动鲜

明地捕捉住了日本

的四季。 

本次展览，由九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山崎马扎克美术馆收藏的新艺术主

义玻璃及家具一同被展出，以四季和俳句为基础，为您鲜活呈现出自然情

景。 

时间: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工作日:10:00 至 17:30，周末及

节假日:10:00 至 17:00，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馆。每周星期一休馆（星

Claude Monet, Sun in the Fog, 1904 

Masako INOUE, Lotus and Frog (cup and saucer), 2021 

Porcelain, gold enamel and overglaze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UTATSTUKI C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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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为节假日时下一个工作日休馆），年末年初休馆（12 月 27 日至 1 月

3 日） 

地点:山崎马扎克美术馆四层展示室（东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在“新荣町”站下车，经 1 号出口即到。 

费用:普通 1300（1100）日元，小学·中学·高中生 500 日元，持残疾

人手册者与最多 1 名同行人员，每人 1100 日元，学龄前儿童免费，括号

内为 10 名以上团体票价。 

官方网站:www.mazak-art.com  

 

● FIELDSTYLE JAMBOREE 2021 

Fieldstyle通过活动，让

参观者享受、体验和感

受与“户外”和“生活方

式”有关的产品和服务。

为丰富您的生活方式做

出新提案。我们提供各

种“有趣”的活动，以适

应您不同的生活方式，

从周末去海滩或山间旅

行，再到您家中的客厅

或花园。我们还将利用

自己在户外活动中的知识和专长，推进以“防灾和从灾害中学习”为主题

的活动。 

时间:202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9:00 至 19:00,11 月 21 日（星期

日）9：00 至 17:00 

地点:爱知天空展览馆（AICHI SKY EXPO）（常滑市）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空港线，在“中部国际空港”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

到。 

费用:仅限预售票，提前入场券（9:00 开始入场）成人 2000 日元，12 岁

及以下 300 日元，普通入场券（10:00 开始入场）成人 1500 日元，12

岁及以下 300 日元，详情请访问官方 Instagram 或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field-style.jp/（日语） 

 

● 武士·忍者节 2021 

サムライ・ニンジャフェスティバル 2021 

本次活动以武士与忍者为主题，是武士之乡爱知县特有的大型历史和文化

活动。 

参观者将能够看到震撼的燧发火枪演示，以及体验成为忍者投掷手里剑等

绝技。此外，还有来自日本各地的武士和忍者队伍的舞台表演，还可以体

验试穿盔甲和购买战国时代纪念品。一起来唤醒您心中的武士忍者精神吧！ 

时间:202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10:00 至 16:00 

地点:大高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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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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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瓷世界 

やきものワールド 

“陶瓷世界”将在海豚体育馆举行。在本次活动中，您将能够看到、触摸

和购买直接来自制造商的各种餐桌用品和日常使用的餐具。届时还有将饮

食空间华丽装扮的搭配企划活动，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研讨会等，名古屋

火锅节将在同一时间举行。您可以享受到来自日本各地的美味火锅。 

时间:202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至 12 月 2 日（星期四）10:00 至

18:00※最后一天 16:00 结束。※结束前 30 分钟停止入场。 

地点:海豚体育馆（爱知县体育馆）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市役所”站下车，经 7 号出口，步行 5 分

钟即到。 

费用:普通（13 岁以上）1000 日元，65 岁以上、残疾人及其陪同，官方

Facebook·Instagram 粉丝 800 日元，小学生及以下（12 岁以下）免

费。 

官方网站:https://yakimonoworld.jp/  

 

● SOCIAL CASTLE MARKET 2021 

SOCIAL CASTLE MARKET 2021 

在以“将名古屋变为全新形式的社交场所”为概念的本次 SOCIAL 

TOWER MARKET 活动，举办地点由往届的久屋大通公园变更为名古屋

城。届时许多商店和艺术家将参展，还将有各种食品和饮料出售，以及

音乐表演。这是一个可以享受购物、饮食和音乐的活动，并在名古屋城

的历史氛围中度过难忘的时光。 

时间: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11 月 28 日（星期日）10:00 至

16:30 

地点:名古屋城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市役所”站下车，步行即到 

费用:名古屋城入场券成人 500 日元，名古屋市内居住 65 岁以上老人

1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官方网站: https://socialtower.jp/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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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明王朝文化音乐会 

ティンティンと楽しむカルチャーコンサート 2 

中国明王朝の文化と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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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

（星期一）举办，在中华古典乐器琵

琶、古琴声中，欣赏明朝服饰展示、

舞蹈表演等，沉浸式感受中国明代文

化，为您带来一场视觉听觉上的精彩

体验。 

时间:2021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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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perfo

rmance/media-download/3142/ae6dc400fc9c3cde/  

 

 

 

名古屋生活信息 

 

● 一般社团法人 Global Aichi 为留学生与就职企业牵线搭桥 

一般社団法人グローバル愛知 留学生と企業の橋渡し 

一般社团法人 Global Aichi（グローバル愛知）是为了缓解日本中小企业

所面临的的人才不足困境，以提高留学生就业率为宗旨的促进产业、官方、

学校合作的组织，除创建面向外国人的就业网站外，还会举办就职交流会，

日本公司参观等，增进留学生与企业相识的机会，同时还开设有面向留学

生及外国人公司职员的日语培训等活动。 

《名古屋信息月历》将从本期起定期刊载 Global Aichi（グローバル愛知）

所举办的活动等信息，欢迎直接访问 Global Aichi（グローバル愛知）官

方网站获取最新的就职、培训、参观等活动信息。 

官方网站:https://global-aichi.or.jp/  

照片来源:Social Project 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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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老卡的使用将于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有所变化 

令和 4 年 2 月 1 日から敬老パスが変わります 

名古屋市敬老卡（敬老パス）允许 65 岁及以上的名古屋居民（包括外国

公民）免费乘坐名古屋市的巴士、地铁和其他服务，从 2022 年 2 月起将

发生一些变化。 

符合条件的交通服务将增加 

目前，敬老卡允许持有人免费乘坐名古屋市巴士（包括 Me-guru 观光路

线巴士）、名古屋市地铁、青波线和 Yutorito 线，敬老卡的覆盖范围正在

扩大，变得更加方便。 

从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敬老卡还可以在以下交通线路的服务中使用。 

名古屋市内的名铁、JR 东海和近铁提供的铁路服务 

名古屋市内由名铁巴士和三重交通提供的巴士服务。 

如何在新增加的交通服务中使用敬老卡？ 

①虽然敬老卡可以在名古屋市的地铁和巴士服务中使用，但在使用新增加

的交通服务之前，用户必须对敬老卡进行“充值”，即必须用现金为卡片充

值。 

②使用充值后的敬老卡乘车（仅限于名古屋市内的车站/巴士站）。 

铁路服务（名铁/JR 东海/近铁）。 

条件 

在名古屋市内各站上车和下车。 

通过自动检票机进站和出站（通过人工检票机进站或出站可能导致该行程

不符合敬老卡的范围）。 

*如果敬老卡的余额不足，您将无法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请在车站内找到

充值机，为敬老卡充值，然后通过自动检票机出站。 

巴士服务（名铁巴士/三重交通）。 

条件 

在符合条件的巴士站上车和下车（原则上是在名古屋市内）。 

*名铁巴士和名古屋市内巴士运营的①諸ノ木（名古屋市）和藤田医科大学

病院（丰明市）以及②稲葉地町（名古屋市）和 Ohalu Shijo 之间的服务，

也适用于敬老卡。 

*上车和下车时，请在读卡器上刷敬老卡。（上车时在后门，下车时在前门。） 

必须用收费的敬老卡支付全部票价。 

*如果部分车费是用现金支付的，用现金支付的部分将不予报销。 

③票价的报销 

车费将通过转账到用户指定的银行账户来报销。 

*车费将每两个月报销一次。 

*用户将通过邮寄方式提前确认账户、付款日期和要报销的金额。收到时请

务必检查。 

*用户在银行账户登记表上填写的银行账户将被用于转账报销的车费。 

使用限制 

每个用户在其敬老卡的有效期内最多可以使用 730 次。 

如果你使用敬老卡超过 730 次会怎样？ 

用户在超过限额后的两周左右，将不能使用敬老卡出行，直到敬老卡到期

日。 

在暂停使用期间（从用户不能再使用敬老卡出行之日起至敬老卡到期之日

止），用户将不能免费乘坐名古屋市公共汽车（和 Me-guru 观光巴士）、

名古屋市地铁、青波线和 Yutorito 线。此外，乘坐名铁、JR 东海、近铁、

名铁巴士和三重交通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将不予报销。 

*在暂停使用期间，敬老卡不能续期。 

从停运期结束的次日起（即敬老卡到期日），敬老卡可以更新并再次使用。 

更多敬老卡相关信息，请您访问:https://bit.ly/3Az0B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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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初步医检

表※疫苗接种券将会分别邮寄至各位接种对

象。 

※最新详情以及资料填写方法等请访问以下

名古屋国际中心新冠疫苗页面: 

https://www.nic-

nagoya.or.jp/zhongwen/news-

events/notice/2021/02281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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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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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滞纳税金的扣押”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 「税金滞納の差し押え」 

所有应付给市町村政府的税款都应在规定日期前缴纳。如果在到期日没有

缴税，政府将依法发出催税通知或进行欠税的处分。扣押财产是处理欠税

的方法之一。工资也是可以被扣押的财产之一。 

然而，就工资而言，法律（《民事执行法》第 152 条）原则上禁止扣押不

超过四分之三的工资。禁令的最高金额由内政令规定。 

另一方面，在扣押税款的情况下，扣押金额由其他法律确定（《国家税收征

管法》第 76 条和《地方税法》第 331 条），并根据这些法律进行计算，

所以不是简单的四分之三的计算。可以扣押的金额取决于个人情况。 

在因欠税而扣押工资等的情况下，需要以下金额：（1）相当于从工资中扣

除所得税、地方税、社会保险费等的金额；（2）作为个人生活费的每月 10

万日元，作为与欠税纳税人共同生活的配偶或其他亲属的每月4.5万日元；

以及（3）从工资等金额中扣除（1）和（2）合计金额的 20%。（最多为

（1）和（2）合计金额的 2 倍），最多不能超过（1）、（2）和（3）的合计

金额。 

根据法律规定，市政厅可以在没有收到法院的 "扣押令 "的情况下，按照

一定的程序，如发送要求信，进行强制执行。 建议你再次向市办公室咨询，

在确认将被扣押的金额后考虑如何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工资转入银行账户后，可能不被视为工资，也可能不被计

入禁止扣押的金额。 

 

● 爱知县面向青年人的疫苗接种鼓励项目开始接受申请 

愛知県 若者向けワクチン接種インセンティブ事業「あいち若者ワクチ

ン接種促進キャンペーン」の受付開始について 

为了促进年轻人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爱知县正在开展一项名为“爱知

青年疫苗接种促进活动”的鼓励项目，已接种疫苗的 20 至 30 岁的年轻

人将可参加抽奖，赢得餐券。 

活动报名将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二）截止，餐券的抽奖结果将

于 12 月 14 日（星期二）10:00 至 15:00 间发布，仅向中奖的朋友发送

扫码了解更多关于名古屋市

新冠疫苗详情（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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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不会向未中奖者发送邮件） 

具体详情请参照以下官方网站: 

https://www.aichiwakamono-wakuchin.jp/  

 

● 新冠病毒感染症特别贷款（紧急小额资金特别贷款·综合支援

资金特例贷款）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特例貸付（緊急小口資金特例貸付・総合支援

資金特例貸付） 

生活福利资金特别贷款 

生活福利资金是面向低收入家庭、残疾人或难以其他借贷方式借得资金的

家庭所设立的借贷制度。 

现在，为因受新冠病毒感染症影响休业或失业，生活困难的人提供生活福

利资金的“紧急小额贷款”和“综合支援资金（生活支援费）”的特例贷款。 

特别贷款的实施期限为 2021 年 11 月底。 

如果您需要了解详情，请访问以下名古屋市社会福利协议会官方网站中的

贷款说明。 

官方网站:  
https://www.nagoya-shakyo.jp/mokuteki/sien/exception-loan/  

 

● 新冠病毒感染症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金介绍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生活困窮者自立支援金について 

对于无法使用紧急小额资金等特例贷款的家庭，符合满足一定条件的，可

以申请新冠病毒感染症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金，具体条件，支付额·期

间·手续等详情请参考以下厚生劳动省宣传页。 

支援金的申请受理截止将于 11 月底截止。 

如果您需要了解详情，请访问以下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中的宣传页说明。 

官方网站:  
https://corona-support.mhlw.go.jp/shien/zh/info-zh.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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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收入育儿家庭的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给付金（非单亲家

庭）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ひとり親世帯以外分） 

为了援助低收入的育儿家庭，国家特别提供了“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

给付金”。 

※名古屋市各区役所的“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给付金”咨询窗口受理

各种咨询。 

※如果您需要翻译，请使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电话。 

<给付金发放对象>  

同时满足条件 1 和 2 的人 

1.截止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抚养有未满 18 周岁（如果是残疾儿童则

未满 20 周岁）儿童的父母等。 

※2022 年 2 月底之前出生的儿童也有资格。 

※残疾儿童是指那些被批准享受特殊儿童抚养津贴的儿童。 

2.2010 年财政年度免征住民税的人，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收入减少

的人，其收入相当于免征住民税的人。 

详情咨询:名古屋市役所“育儿家庭生活支援特别给付金（单亲家庭以

外）”电话中心 

电话:052-979-2415（仅可以使用日语，英语咨询） 

FAX:052-933-1118 

电子邮件:tokai-jimukyoku@xqb.biglobe.ne.jp  

受理时间:9:00 至 17:30（除周末以及节假日） 

名古屋市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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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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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12 月份的区

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

理时间如下:  

2021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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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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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近期新冠疫情虽趋于缓和，但仍不可放松警惕。早晚温差较大，请

大家注意添加衣物。11 月是爱知县及周边地区赏红叶的最佳时期，大家不

妨走到人群稀疏的户外，亲近一下自然。 

2021 年 11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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