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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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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国际中心 新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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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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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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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vol@nic-nagoya.or.jp
官方网站:www.nic-nagoy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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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人健康咨询会
外国人健康相談会

█ 外语儿童绘本阅读会

本次咨询会，旨在帮助居住在名古屋

外国語で楽しむ絵本の会

及其周边地区的外国人，因语言障碍

在阅读会上您可以欣赏到由外

难以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特别举办此

国人志愿者使用各自母语为您

次咨询会，从而做到疾病的早期诊断

朗读的儿童绘本故事。内容均

及预防。活动提供英语、葡萄牙语、

选自世界各地精彩儿童绘本。

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

免费参加。

翻译。

时间:①2021 年 10 月 24 日

活动由名古屋市健康福利局、名古屋

（星期日）14:00 至 14:30②

国际中心以及爱知医疗中心共同举

11 月 6 日（星期六）10:30

办。由医生，牙科医生，护士等为您

至 11:00

进行身体检测，验尿，测量血压，问

地点:①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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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室②中村图书馆

进行的在留资格等咨询。活动无需预约。

定员:①10 名 每组 3 名 按预约先后顺序。②10 名 按预约先后顺序

时间:202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日）13:00 至 16:00

预约:①10 月 10 日（星期日）10:00 至 10 月 22 日（星期五）12: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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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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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顺序决定参加名额。②无需预约

电话:052-581-0100

费用:免费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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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译志愿者・灾害时翻译志愿者注册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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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学・災害語学ボランティア登録説明会

资源为您介绍、讲解。活动免费参加，限 5 名参加名额，按报名先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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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活动可以中途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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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1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14:00 至 15:00

确认。

地点:在线举办，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

时间:2021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 13:30 至 14:30。

预约:10 月 8 日（星期五）10:00 起，发送以“ライブラリーで世界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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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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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活动有可能变更为仅使用 Zoom 软件线上举办。

以及您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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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1-3 展示室

电话:052-581-0100

费用:免费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咨询服务介绍
█ NIC 国际交流散步

NIC の相談事業の紹介

NIC 国際交流ウォーキング

·信息柜台

由 NIC W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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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es 志愿者带领日

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本人及外国朋友，在愉

电话:052-581-0100

快交流的同时探索并感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受名古屋的历史与文化

除综合信息咨询以外，还为您提供以下信息咨询服务：

古迹，增进相互之间的

·外国人心理咨询服务

交流。

使用咨询者的母语，为您解决在日本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请您来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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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屋国际中心三层信息柜台或电话预约。

※小雨时照常举办。

电话: 052-58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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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地点:热田神宫与白鸟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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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300 日元（白鸟庭园入园费用。持有敬老卡的朋友 100 日元）

话预约。

报名:10 月 23 日（星期六）10:00 起开始报名。外国人可通过电话或发

电话:052-581-6111（留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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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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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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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书士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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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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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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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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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星期六）17:00 截止，通过抽签决定参加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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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2-581-0100

至 17:00，每人限 50 分钟，16:00 停止受理新咨询）

电子邮件:nicwalking@nic-nagoya.or.jp

电话:052-581-0100
·教育咨询服务

█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征集艺术家出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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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参加芸術家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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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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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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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电话:052-581-0100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将于 2021

传真:052-571-4673

年 11 月 2 日至 7 日在名古屋国际中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心举办。

咨询时间:每周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 10:00～17:00

组织者正在征集从事于各种媒体工作

·难民咨询服务

的艺术家-画家、陶艺家、印刷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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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师（美术）
、雕塑家、计算机艺术家

期四 10:00 至 16:00，需电话预约。

和摄影师等，来参与此项活动。该展

电话:078-361-1700

览对所有居住在日本中部地区的 18

官方网站:www.rhq.gr.jp

岁以上的外国艺术家开放。
如果您需要 FAE 36 的申请表和指
南，或更多信息，请联系以下电子邮

名古屋观光特辑

件: nagoyafae@hotmail.com ，或
直接从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的 FAE 页面下载这些文件（英语或葡萄
牙语）: https://bit.ly/3rpZnSL （请注意，参加 FAE 34 的艺术家和

█ 名古屋市市政资料馆

首次参加 FAE 35 的艺术家将自动收到申请表和指南）
。

名古屋市市政資料館

申请截止日期:2021 年 10 月 15 日

名古屋市市政资料馆是了解名古屋市历

活动由中日本国际协会主办，名古屋国际中心支持协办。

史的宝贵资源。 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
以看到许多官方文件和其他珍贵材料，

█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还可以了解到建筑本身前身往事，从而

第 36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和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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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市市政资料馆大楼建于 1922

知。

年，当时是名古屋上诉法院、地方法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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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法院大楼，作为中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画、雕刻、工艺等艺术作品。

使用了近 60 年，直到 1979 年，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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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迁至中区三之丸一

式，限制社交聚会，并采取所有常规的新冠病毒预防措施。

丁目。从此，该大楼便成为名古屋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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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的一个象征。

18:00,11 月 7 日（星期日）为 10: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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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广大市民的迫切要求，大楼作为名古屋市的重要文物，得以保存， ·现行宪法下复原法庭
并在国家及县的补助下进行了复原工程。1989 年，该建筑被指定为国家

現行憲法下復原法廷

重要文物（1984 年），作为名古屋市档案馆向公众开放。

与明治宪法下的法庭不同，检察官被认为是诉讼的当事人之一，他坐在法

之所以该建筑被指定为重要文物，是因为其庄严华丽的新巴洛克式外观， 官的前面，检察官和律师坐在两侧。
红砖和白色花岗岩的结合，中央楼梯，彩色玻璃，抹灰和大理石墙面，以

·陪审法庭复原

及三楼修复的会议室等精美的建筑结构风格。经过复原，大楼以其曾经的

陪審法廷復原

状态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游客参观博物馆的必看之处。另外，现在即使在

陪审团制度是一种公民可以参与审判的制度。目前，有公民参与审判的陪

家中，您也可以对该建筑进行虚拟参观，了解其历史。

审团制度，但当时的陪审团制度下的陪审员不参与量刑判断，这是最大区

·中央楼梯

别。陪审团法庭位于市政资料馆建筑的西侧，在现在的停车场附近。在这

中央階段室

个展览室里，再现和展示了当时陪审团法庭的内部情况。

市立档案馆的建筑采用了新巴洛克风

·拘留所

格，这是在 19 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建筑

留置場

风格，中央楼梯是该建筑的最大特点。

拘留所不是罪犯进行服刑的地方，而是

中央楼梯，左右对称，从二楼到三楼的中

法官和检察官临时关押嫌疑人和被告进

庭，以及棕色和黄色的双色装饰柱，都是

行审讯的暂时居所。有两种类型的房间:

典型的新巴洛克风格样式。

单独牢房（单间）和合用房间（合用）。

·彩色玻璃

相对较轻的罪行，如盗窃，会被分配至合

ステンドグラス

用房间，而更严重的罪行，如谋杀，则被

在中央楼梯的顶端是最引人注目的彩色

送至单独房间。

玻璃窗。如果仔细观察，您会看到两个不

这里位于大楼的底层，虽然不是地下室，

同颜色的球放在中间的天平上，两边各

但较为阴冷，即使是在夏天。目前还不清

一个。 这些代表罪恶和惩罚。象征着“如

楚这是由于庭院一侧缺乏阳光，还是由

果你犯了罪，将受到惩罚”，执行公正的

于建筑下面的护城河和池塘的遗迹造成

裁判。

的潮湿所造成的影响。

在拱形天花板上，您可以看到另一个彩色玻璃窗。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一个

名古屋市市政资料馆

太阳轮，代表着公平和正义。让人再次感受到这一建筑物作为审判机关的

开馆时间:9:00 至 17:00 每周星期一休馆（星期一为节假日时，下一个工

深厚历史。

作日时休馆），每周第三个星期四休馆（节假日时，第四个星期四休馆），

·大理石样式支柱

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休馆。

マーブル塗りの柱

地点:名古屋市东区白壁 1 丁目 3 番地

中央楼梯上有四根黑色的柱子。柱子的上半部分被涂成了大理石式样，柱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市役所”站下车，东行 8 分钟即到。

子的下半部分则是由天然大理石制成的。 当你触摸它时，你可以感觉到上

费用:免费

下两部分之间的温度差异，下方的大理石部分感觉更凉。

虚拟参观官方网站:

除了这些柱子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柱子和墙壁采用了同样的涂抹处理。

https://www.city.nagoya.jp/somu/page/0000105470.ht

·复原后的会议室

ml （日语）

復原会議室

名古屋活动·展览信息

这个房间是在上诉法院
成立时作为会议室设立
的，长期以来一直发挥

█ 名古屋市美术馆“弗朗索瓦·彭彭展”

着重要作用。 在严肃的

名古屋市美術館 「フランソワ・ポンポン展」

气氛中，当时的高级官

这是活跃在 19 世纪末

员可能已经讨论并做出

和 20 世纪初的雕塑家

了重要的决定。

弗朗索瓦·彭彭首次在

当开始修复该建筑时，

日本的回顾展。

它的内部已然经过多次

作为罗丹等著名雕塑家

整修。通过使用保存下来的文件、照片和访谈等资料，才将其恢复到原来

手下的雕刻匠人，彭彭

的状态。它是建筑中最出彩的部分之一，其内部和中央楼梯一同被指定为

积累下了深厚的经验，

重要文物。

并在 20 世纪初开始了

·明治宪法下法庭复原

他的动物雕塑生涯。他

明治憲法下法廷復原

的原创动物雕塑，如北

当时，上诉法院和检察

极熊，以其简单而优雅

官办公室在同一栋大

的形式被广泛认可。彭

楼，法官和检察官在同

White Bear, 1923-1933
Collection of the Gunma Museum of Art, Tatebayashi

彭的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是很现代的，其美感在今天也依旧没有褪色，而

一个讲台上。这个房间

且具有让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熟悉接受的普遍性。

曾作为第 2 号上诉法院

本次展览通过大约 90 件作品，从他职业生涯初期的人物雕塑到他人生最

使用，并已恢复了其原

后几年的动物雕塑，追溯了他的风格和生活的演变，展示了当时他在形

始的内部外观。它与现

式上达到的高度成熟。 展览由巴黎奥赛博物馆、其家乡勃艮第的第戎博

在的法庭不同的是，除

物馆、索尔的弗朗索瓦·彭彭博物馆以及位于馆林的群马县艺术博物馆

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

的作品组成，该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彭彭的雕塑和文献。

书记员也穿着称为法冠和法服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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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彭在近 100 年前就彻底改变了动物雕塑的表达方式。让我们一同去发

地点:爱知县美术馆（爱知县艺术文化中心 10 层）

现体验动物雕塑家彭彭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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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4 日（星期日）9:30 至

线，在“荣町”站下车，经绿洲 21 步行 3 分钟即到

17:00，星期五为 9:30 至 20:00，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场。每周星期

费用:“工作日限定券”普通 1400（1300）日元，高中大学生 1100

一休馆。

（1000）日元，“周末节假日券”普通 1600（1500）日元，高中大学

地点:名古屋市美术馆

生 1300（1200）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残疾人凭手册享受半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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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括号内为预售票价及 20 名以上团体票价。售票地点等详情请参照官

步行 8 分钟即到，白川公园内。

方网站。

费用:普通 16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10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官方网站:

展览官方网站:https://pompon.jp/

https://static.chunichi.co.jp/chunichi/pages/event/soga_shoha

名古屋市美术馆官方网站:http://www.art-museum.city.nagoya.jp/

ku/ （日语）

█ 爱知县陶瓷美术馆 特别展“华·花-四季之花与中国陶瓷
史”
愛知県陶磁美術館

华人华侨社团·活动介绍

特別展 「華✽花－四季の花と中国陶磁史－」

展览以代表四季的牡丹、荷
花、菊花和梅花为重点，展

█ 中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 国庆网络直播晚会

示了中国陶瓷上各种各样的

中日華僑華人連合会 国慶節オンライン

花卉图案。除了花的颜色和

パーティー

技巧之外，展览还从中国古

由中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办，中国驻名

典世界、诗歌和赏花历史的

古屋总领事馆协办，日本中部各华侨华人

角度探讨了陶瓷上所描绘的

团体协助，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后

花卉的魅力。

援支持的庆祝国庆网络直播晚会将于国庆

时间: 2021 年 10 月 9 日
（星期六）至 12 月 12 日
（星期日）9:30 至 16:30
（10 月 9 日为 11:00 至
16:30，闭馆前 30 分钟停

夜举行。
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

Bowl with lotus bunch design in doucai enamels
Jingdezhen Ware, Qing Dynasty
Tokyo National Museum
Image: TNM Image Archives

19:30 至 21:00
活动将通过 Zoom 及 YouTube 在线直
播。

止入场）每周星期一休馆，星期一为节假日时开馆，下一个工作日休
馆。

█ 留学生就职支援讲座

地点:爱知县陶瓷美术馆（濑户市）

留学生就職支援講座

交通路线:乘坐 Linimo，在“陶瓷资料馆南”站下车，步行 600 米即

新年度留学生就职支援讲座将于 10 月 15

到。

日（星期五）举办。讲座将为您介绍日本

费用:普通 9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7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残疾

就职活动的特点，以及留学生们在就职活

人与陪同人员有优惠，详情请参照以下官方网站，持票可参观常设展。

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为您的在留

官方网站:https://www.pref.aichi.jp/touji/

资格等相关问题进行答疑。
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 爱知县美术馆“曾我萧白 无限奇想”

15:00 至 16:30，10 月 8 日（星期五）

愛知県美術館「曽我蕭白 奇想ここに極まれり」

报名截止

曾我萧白（1730-1781）

费用:1000 日元

是江户时代中期的画家，出

咨询:052-259-2223

生于京都的一个商人家庭，

电子邮件:aichikakyou@wonder.ocn.ne.jp

在游历于伊势松阪和播州高
砂时留下了许多作品。他的
画作，用强有力的水墨笔触
和极端的色彩描绘了一个超

名古屋生活信息

现实主义的世界，既怪诞又
有趣，十分吸引人。虽无从
得知作为画家的他至 30 岁
左右时的经历，他以其独
特的个性画风，在日本各

█ 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指南
小学校新１年生の入学案内

Lions (right side), c. 1764
Collection of Chodenji Temple

出生于 2015 年 4 月 2 日至

地驰名。在他的晚年，他的画常常被视为怪异，但他对汉学的研究和对

2016 年 4 月 1 日之间的小朋

歌诗的了解，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窥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抑制了

友将于明年升入小学一年级。

丑怪的表现手法，并开始创作较为严谨的作品。

①入学前体检:教育委员会将

这个展览追溯了萧白从早年到晚年的绘画历史，并展示了他古怪的画风

在 10 月中旬左右向您发送一

在晚年趋于平静和沉着。

份入学指南。咨询:教育委员会

时间: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1 日（星期日）10:00 至

学 校 保 健 科 （ 052-972-

18:00，星期五为 10:00 至 20:00（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场）每周星期

3246）
。

一休馆

②入学通知:明年 1 月底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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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役所或支所将向您发出通知，向您说明即将升入的小学的名称和入学日

电话:052-581-0100

期。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③如果您是外国公民，希望进入公立小学，请向区役所的市民科或支所的
公区民生活科申请。

█ 关于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通知

不允许谎报住所，去其他学区入学。
（如果您有特殊情况，请联系区役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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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科或支所区民生活科）。

为尽可能减少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造成的死亡和

█ 中学夜间课程三河地区特别讲座 征集听讲学生

重病人数，防止新型冠

中学夜間学級三河地区特別講義 受講生募集

状病毒感染的传播，名

中学夜间课程（中学夜間学級）

古屋市将提供新型冠状

为因各种原因无法从初中毕业

病毒疫苗的接种。

的人提供了获得初中水平知识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和学术能力的机会，帮助您取

的接种

得初中毕业资格。

（1）接种费用:免费

听讲资格:同时满足条件①和

（2）接种对象:接种日期当天，有名古屋市住

②的人。 ①年龄在 15 岁或以

民票，并且希望接种疫苗的居民。※长期住院

上 ②爱知县的居民

或疗养设施的人，因不得已的原因，作为特例

名额:约 20 名

可以在名古屋以外的市町村接种疫苗。

地点:爱知县青少年之家 岡崎市美合町並松 1-12

（3）需要携带的物品:名古屋市邮寄的疫苗接

时间:2021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9:45 至 15:00，9:15 开始）
。

种券及可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以及初步医检

费用:免费

表※疫苗接种券将会分别邮寄至各位接种对

讲座内容:日语、英语、体育

象。

需要携带什么:午餐，适合运动的服装、室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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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时间:10 月 1 日（星期五）至 12 月 1 日（星期三）。

面:

如何申请:填写申请表（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取）
，并提供必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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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提交给爱知县教育·体育振兴财团。

events/notice/2021/02281324.html

咨询:爱知县教育·体育振兴财团 教育振兴科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电话中心的开设

〒460-0007 名古屋市中区新栄 1-49-10 愛知

电话号码:050-3135-2252（请注意不要拨错电话，可使用中文）

県教育会館 2F

FAX:052-972-4386

电话:052-242-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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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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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ichi-kyo-

疗机构咨询。

扫码了解更多关于名古屋市
新冠疫苗详情（日语）

spo.com/education/yakan/yakanchuugaku.html

█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爱知县自行车使用条例将发生变化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新冠肺炎的住院治疗费用如何解决？”

10 月 1 日から愛知県の自転車利用のルールが変わります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 「新型コロナの入院治療費はどうなる？」

作为预防自行车交通事故措施

问:几天前，我见了感染了新冠的朋友，现在我感到不舒服，而且发烧。我

的一部分，2021 年 3 月颁布

已经联系了公司，同时在等待 PCR 测试的结果。公司告诉我，如果我测

了《促进安全合规使用自行车

试结果呈阳性，我将必须停职并住院治疗。请问治疗的费用是多少？在我

的相关条例》
。

休假期间，我的工资该如何计算呢？

从 10 月 1 日起，以下规则将

答:厚生劳动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将新型冠状病毒定为“指定传

适用于爱知县的自行车骑行

染病"（自 2021 年 2 月 13 日起，定位为 "新型流感等传染病"）”
，住院

者。

的医疗费用基本由公共财政承担。此外，当你在住宿地或家中接受医疗时， ·在骑行时骑车人需尽可能佩
医疗费用的个人承担部分也将由公费补贴。

戴头盔。

另一方面，对于被判断为需要在当地政府委托的医疗机构或公共卫生中心

·骑车人有义务购买自行车责

进行检测的人，以及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的人，PCR 检测基本上是免费的。 任保险。
(可能需要支付医疗费用，如咨询费、与新冠病毒以外的其他相关费用，以

在骑自行车时，成人和儿童都应佩戴头盔。

及住院时的相关费用）。您需要支付的金额取决于您的情况和症状，我们无

在涉及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大约 70%的死亡事故是由于致命的头部创

法得知。

伤造成的。骑自行车时，一定要尽可能佩戴头盔。而且一定要正确佩戴

如果您因病需要长期疗养缺勤，只要您加入了社会保险（工作单位的医疗

头盔，以提供更好的保护。

保险）
，您可以从第 4 天起申请“伤病补贴”
（傷病手当金）。伤病补贴大

在一些交通事故中，骑车人被确定为责任方，并承担高额赔偿责任。通

约是你工资的三分之二。如果感染新冠状病毒是因工作造成，您还属于工

过购买自行车责任保险，为这种意外情况做好准备。骑车人必须购买自

伤保险给付的对象。

行车责任保险。

名古屋市国民健康保险将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公司员工支付伤病津贴

骑行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包括因发烧等症状而怀疑感染的情况）
，可以申请这项补贴。如果您居住

·作为规则，骑自行车的人必须在道路上骑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

在名古屋以外的城市、城镇或乡村，请向当地的国民健康保险办公室查询。 以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
·在人行道上，行人有优先权。在人行道上骑车时，骑车人必须在离道
名古屋国际中心为您提供 9 个语种的多种信息咨询服务，各语种服务时间

路最近的一侧骑行。

不同，详情请您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在道路上骑行时，骑车人必须在道路的左侧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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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人必须在停车标志前完全停止，以确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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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车人必须遵守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未满 20 周岁）儿童的父母等。

·禁止醉酒后骑自行车。

※2022 年 2 月底之前出生的儿童也有资格。

·禁止骑车带人。

※残疾儿童是指那些被批准享受特殊儿童抚养津贴的儿童。

·禁止并排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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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骑行必须使用自行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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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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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电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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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052-933-1118

資金特例貸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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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福利资金特别贷款

受理时间:9:00 至 17:30（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止，包含周末以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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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

家庭所设立的借贷制度。

名古屋市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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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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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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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html

电话:052-979-2415（仅可以使用日语，英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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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1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贷款说明。

10，11 月区役所・支所の日曜窓口

官方网站:

名 古 屋 市 为 了 让市 民 在 区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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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支所办理手续更加方便快
捷，原则上每月 1 次，在每月

█ 新冠病毒感染症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金介绍

第一周的星期日，及 3 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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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两个星期日，4 月的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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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可以为您办理迁入·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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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転入·転出）相关的窗口业

间·手续等详情请参考以下厚生劳动省宣传页。

务。

支援金的申请受理截止将于 11 月底截止。

2021 年 10 月，11 月份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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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
官方网站:

理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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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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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日可能因故变更或取消，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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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仅限办理迁入·迁出的相关手续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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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业务可能无法在星期日窗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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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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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特别生活给付金。

在其他时间再来办理

11 月 7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办理业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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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夜间、节假日诊疗所，名古屋医师会急病中心

童抚养补贴的账户汇款，金额为每个儿童 5 万日元。

休日診療所、名古屋医師会急病センター

汇款日预定为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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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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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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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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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时之需。

取儿童抚养补贴家庭同水准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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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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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询问。或者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网页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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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q.pref.aichi.jp/

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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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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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html

子育て世帯生活支援特別給付金（ひとり親世帯以外分）

█ 紧急广播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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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報無線テレホンサービス

给付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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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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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根据需要使用电话拨打收听紧急广播内容。

各种咨询。

现有英语、中文、韩语、日语供您使用。

※如果您需要翻译，请使用名古屋国际中心的三方通话电话。

日语:0180-995926

中文:052-957-9261

<给付金发放对象>

英语:052-957-9260

韩语:052-957-9262

同时满足条件 1 和 2 的人

2021 年 10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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