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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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提供的咨询服务 

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による相談 

您可以就出入国的手续、在留资格的更新・变更等问题，向名古屋出入国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咨询。咨询免费。 

可使用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咨询 

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9 月 21 日（星期二） 13:00 至

17:00（最后一组的咨询时间从 16:00 开始） 

咨询时间:每人 45 分钟 

费用:免费 

预约:即日起，通过来馆或致电进行预约（052-581-0100）（9:00 至

19:00、星期一休馆） 

※请在您希望咨询日期的 2 天前进行申请。 

预约时需要您提供以下信息： 

①姓名（全名） 

②出生年月日 

③国籍和语言 

④性別 

⑤在留卡卡号 

※入管局会根据您的在留卡号，确认您的信息，以做好回答您咨询的准

备。 

⑥地址、电话号码 

⑦咨询内容（概要）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台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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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星期日）②10 月 10

日（星期日） 

地点:①②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图书室 

定员:10 名  

预约:①9 月 24 日（星期

五）12:00 前 ②9 月 26

日（星期日）10:00 至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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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4 日

（星期六） 13:30 至 14:30。 

地点:ZOOM 在线举办或名古屋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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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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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 地球市民教室”招募外国人讲师 

「NIC 地球市民教室」外国人講師募集 

您愿意协助我们一同创建具有全球化意识的名古屋市吗？作为国际理解教

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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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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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号   总第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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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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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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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一环，名古屋国际中

心的地球市民教室正在招

募外国人讲师，去各所学

校和当地组织介绍自己国

家的相关情况。 

应征者条件:①我们希望您

能够使用日语进行交流。 

②可以参加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进行的面试和培训(面试 13:00 至 14:00，培训为

14:00 至 15:00)。③可以参加于 9 月 25 日（星期六）13:30 至 17:00

进行的培训 

报酬:每次活动给予 8000（市内）至 10000（市外）日元报酬(包含所得

税金及交通费)。 

报名表格:可以从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下载。或者前来国际中心领取

表格，或申请邮寄报名表格(请您随信付信封，并贴好邮票)。报名表格可

以在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下载。 

报名:使用规定表格来信寄至交流协力科，或使用电子邮件，或直接持报

名表格来访名古屋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报名于 9 月 4 日（星期六）下

午 17:00 截止。 

※上述日程因新冠疫情影响可能会发生变更，详情将在名古屋国际中心官

方网站上说明。 

电话:052-581-5691  

电子邮件:kor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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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通知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連 外国人支援総合相談会 延期のお知らせ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继续扩大，本次咨询会延期举办。有关咨询会的

日程与咨询内容将会另行通知。 

名古屋国际中心将照常营业。（星期一休馆）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名古屋国际中心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名古屋国际中心可以帮助您: 

疫苗接种会场的搜索，预约。 

预诊票的填写 

没有在日本国内进行住民登记，在名古屋居住的情况时的接种券的申请。 

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NIC 儿童日语教室 

NIC 子ども日本語教室 

※因新冠疫情影响活动可能会发生变更，详情请查阅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

网站确认。 

名古屋国际中心为母语为非日语的 6 岁至 15 岁儿童（出生于 2006 年 4

月 2 日至 2015 年 4 月 1 日间）（中学夜间课程的同学请参加 NIC 高中

生日语教室）特别开设了日语教室。教授日常及学校生活中的日语。因报

名人数较多，届时将会按照先后顺序接受报名，请一定在规定时间内，由

家长或同行成人陪同孩子一起报名。 

报名时间:202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二）起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报名,如果您无法上网，请联系交流协力科。 

9 月 12 日（星期日）10:00 至 11:30 由家长或领队陪同孩子在名古屋

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面试·支付学费。参加名额为 40 名，需要由家

长或领队陪同参加，在名古屋市居住，上小学中学的同学优先。 

授课时间:9 月 19 日（星期日）至 11 月 28 日（星期日）间的每个星期

日 10:00 至 11: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1·2 研修室，5 层和式房间 

费用:1000 日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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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下载报名表） 

█ NIC 日语学习会 

NIC 日本語の会 

※因新冠疫情影响活动可能会发生变更，详情请查阅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

网站确认。 

名古屋国际中心为母语为非日语的朋友（中小学生以外）开设的多科目日

语学习课程。每科目招收 8 至 18 人，报名人数较多时则抽签决定上课人

员；另外，超出定员时，名古屋市居民优先。所有课程均用日语进行授

课。 

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12:00 至 9 月 10 日（星期五）

12:00 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报名或直接前往名古屋国际中心信

息柜台报名（除星期一以外，每日 9:00 至 17:00）。9 月 12 日（星期

日）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进行按顺序进行简单面试（依课程不同，时

间有所不同）。其后开始支付学费。课程详情请在官方网站进行确认。 

授课时间:9 月 19 日（星期日）至 11 月 21 日（星期日）间的每个星期

日（共 10 次）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费用:2500 日元（10 次课程）另需 500 日元至 1000 日元的教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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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IC 高中生日语教室 

NIC 高校生日本語教室 

※因新冠疫情影响活动可能会发生变更，详情请查阅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

网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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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古屋市

居住、市内高中生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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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的学习工作所需的日语基础知识。限 15 名参加名额。 

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10:00 至 9 月 11 日（星期六）

17:00 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报名。 

9 月 12 日（星期日）14:00 至 15:00 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

室按顺序进行简单面试，支付学费及课程介绍。当申请人数过多时，通过

面试决定参加人员。  

请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进行报名。 

授课时间:9 月 19 日（星期日）至 11 月 28 日（星期日）间的每个星期

日（共 11 次）14:00 至 16: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2 研修室 

费用:2000 日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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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儿童·学生支援协助人员研修-实践篇- 

外国人児童・生徒サポーター研修～実践編～ 

本次研修是专门为给外国儿童、学生提供支援协助的人士（刚从事或即将

从事此事业的人士）等而举办（共 3 次）。研修通过课程教授及研讨会的

形式来帮助支援协助人员理解深化外国儿童的相关现状以及制度的知识，

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如何提供适当的援助。本年度的主题为有外国联系的青

年人们的职业规划，研修设 40 位名额，3 次均可出席的优先接受报名。 

时间:①202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②11 月 20 日（星期六），③12

月 18 日（星期六）①13:30 至 17:00②13:30 至 16:30③10:30 至

16: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 

费用:普通 2000 日元（3 次研修） 

报名时间:9 月 7 日（星期二）10:00 至 9 月 26 日（星期日）17:00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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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进行报名。请注意报

名仅可以使用日语。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官方网站:www.nic-nagoya.or.jp 

 

█ 第 36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征集艺术家出展作品 

第 36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参加芸術家募集 

为居住在日本中部地区的外国艺术

家举办的这一广受欢迎的展览的准

备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展览暂定

为 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7 日间举

办，并如往期展览一样在名古屋国

际中心的 4 楼展览室举行。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展会

将遵循与去年相同的模式，限制社

交聚会，并采取所有常规的新冠病

毒预防措施。 

尽管有这些限制，去年的活动

（FAE 35）依然吸引了大约 35

位参展艺术家，并且每天都有参观

者来到 NIC 准备充分的展览室。举办者希望今年也能得到同样的支持。 

如果您需要 FAE36 的报名表格或是想了解活动详情，请您发送电子邮件

至: nagoyafae@hotmail.com ，或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下载英

语报名表格 https://bit.ly/3rpZnSL ，请注意参加过 FAE35，FAE34

的艺术家朋友会自动收到大会官方发出的申请表格及出展信息。 

活动由中日本国际协会主办，名古屋国际中心支持协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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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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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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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活动·展览信息 
 

█ “绞”（扎）·“瓦” 灯火街道 in 有松 

「絞」・「瓦」灯りストリート in 有松 

在有松地区的东海道沿线，带有日本瓦

片屋顶的传统建筑和其他江户时代的传

统建筑物群形成了一道特殊的城市景

观。 

尾张藩将有松扎染作为藩地的特产加以

保护，使该地区的扎染作为一大产业而

繁荣。然而，在江户时代（1603-

1868 年），大火烧毁了该镇的大部

分，在重建过程中，在许多建筑铺盖上

了瓦片屋顶。 从那时起，“绞”（扎）

与“瓦”成为了有松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瓦片堆砌的窗户中漏出的灯光和当代扎

染艺术的结合使有松的夜晚变得平静而安宁。你一定会被这种突破传统

的艺术搭配所吸引。 

时间: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日）（9 月 17:00 至 21:00,10

月·11 月 16:00 至 20:00） 

地点:有松旧城街道（东海道沿线）9 月 10 日为止在西町，9 月 11 日至

10 月 15 日在中町，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4 日在东町举办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名古屋本线，在“有松”站下车，西南方向步行 2 分

钟即到。 

 

█ Creema Craft Party 2021 in Portmesse Nagoya 

Creema Craft Party 2021 in ポートメッセなごや 

Creema Craft Party 是

将制造器物的工匠与使用

者们及其相关所有汇集在

一起的一次活动。 

在这个首次在名古屋举行

的活动中，你不仅可以在

市场上看到来自日本各地

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独特

作品，如饰品、时装、室

内设计、餐具等，还可以欣赏到珠宝和皮革工艺等工作坊，以及品尝各

种精心制作的食品。 

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9 月 12 日（星期日）10:00 至

18:00 

地点: Portmesse Nagoya（ポートメッセなごや）第 3 展示室 

交通路线:乘坐青波线，在“金城埠头”（金城ふ頭）站下车，步行 3 分

钟即到。 

官方网站:https://craftparty.jp/ （日语） 

 

█ 东京户外用品展 

TOKYO OUTDOOR SHOW 

2021 年是该活动迎来的第 10 周年，它以户外活动为中心，在爱知县举

行，以相互关联的五个主题:环境、时尚、生活方式、旅游和车辆。 

照片来源:Creem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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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以及户外活动中

的重要问题，以全球环境

问题为重点，东京户外展

将汇集现今时代所能享受

到的未来设备、事物、人

和想法！这也是东京户外

展的特点。 

时间:2021 年 9 月 25 日

（星期六）9:00 至

19:00,9 月 26 日（星期

日）9:00 至 17:00 

地点:爱知县国际展示场

（AICHI SKY EXPO）（常滑市） 

费用:1500 日元，小学生及以下免费，购票方法请参照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http://tokyooutdoorshow.jp/ （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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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星期六），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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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AYS GALLERY STUDIO. NAGOYA“甲虫们的世界展

2021 in 名古屋” 

TODAYS GALLERY STUDIO. NAGOYA「カブトムシたちの世界展 

2021 in 名古屋」 

本次展览将展出 100 多件以昆虫为题

材，创作者们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作

品。包括平时不常见的玛雅白甲虫、高

加索君主等稀有作品，以及来自海外的

大力士。展出届时还将有一系列与昆虫

有关的商品出售，包括配件、艺术品和

标本。 

时间:2021 年 8 月 28 日（星期六）至

9 月 12 日（星期日）11:00 至 18:00 

每周星期一星期二休馆 

地点: TODAYS GALLERY STUDIO. 

NAGOYA 中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东山线，在“新荣

町”站下车，经 1 号出口南行 7 分钟即到 

费用:600 日元，3 岁及以下儿童免费 

官方网站: https://tgs.jp.net/event/insect/ （日语） 

 

█ 漫威工作室:走进英雄们的世界 

マーベル・スタジオ／ヒーローたちの世界へ 

从《钢铁侠》（2008 年）

开始，漫威影业根据同一

世界中不同英雄的交叉故

事的概念创造了一系列影

视作品。2019 年，《复仇

者联盟:终结者》以激动人

心的方式风靡全球，成为

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

影，改变了电影史。 

这项名为“漫威工作室:走进英雄们的世界”的展览将展示美国队长、钢

铁侠、雷神、黑寡妇、黑豹等标志性的英雄人物，供游客拍照和欣赏。 

游客还可以在电影中体验奇异博士的“魔法”，并与《银河护卫队》中的

格鲁特跳舞，以及其他互动元素。 

漫威影业电影中的英雄们触动了不同年代、不同性别和不同国界的人

心。我们邀请您在这次活动中重温他们史诗般的剧情。 

时间:至 2021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10:00 至 19:00（9 月 26 日为

10:00 至 18:00 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馆） 

地点:松坂屋美术馆（松坂屋名古屋店南馆 7 层）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名城线，在“矢场町”站下车经 5·6 号出口即到，

或在“荣”站下车，经 16 号出口南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3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1000 日元，中小学生 600 日元，学

龄前儿童及以下免费，小学生及以下需与监护人一同入场，残疾人·特

定疾患患者持有效证件可享受本人与 1 名同行人员免费的优惠。详情请

在官方网站确认。 

官方网站: https://dmdepart.jp/marvel_nagoya/   

 

█ 名古屋市博物馆“Moomin 漫画展” 

名古屋市博物館「ムーミンコミックス展」 

Moomin 漫画于 1954 年首次在英国《晚报》上连载，从 1960 年开

始，Tove Jansson 最小的弟弟拉斯成为了这套漫画的唯一创作者。在过

去的 20 年里，这套漫画被翻译到 20 多个国家，成就了 Moomin 今日

的辉煌。本次展览还将展出部分尚未被翻译成日文的故事，以及只在漫

画中出现的特定人物。该展览展出了约 280 幅原画、草图和人物设定，

所有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在日本展出过的，让参观者能够体验到丰富而有

趣的 Moomin 的世界。 

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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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开馆），9

月 20 日（星期二）、9 月 28 日（星期二），10 月 26 日（星期二）休馆 

地点:名古屋市博物馆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樱山”站下车，经 4 号出口南行 150 米

即到 

费用:普通 1300（1100）日元，高中大学生 900（700）日元，中小学

生 500（300）日元，括号内为预售票价及 20 名以上团体票价。残疾

人·特定疾患患者持有效证件可享受本人与 2 名同行人员半价的优惠。

学生需出示学生证。 

展览官方网站: https://moomin-comics.jp/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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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川美术馆 秋季特别展“尾张公主们的故事” 

照片来源:Social Project 事务所 

Lars Jansson, original artwork from Moomin and the Ten Piggy Banks, 1975 ©

Moomin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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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川美術館 秋季特別展

「尾張姫君ものがたり」 

在江户时代（1603-1867

年），婚姻是将家庭联系

在一起的一种手段，尾张

德川家族是江户时代的三

大家族之一，再联姻中，

迎娶来自幕府将军家族、

德川家族、贵族家庭和封

建领主的历代封建主的公

主作为正室。那些为藩主

生育子嗣的女性，因其子

成为家族的继承人，也会

获得正室的地位。 

本次展览展示了与这些尾

张德川家族的正室、侧室以及公主们有关的物品，由此讲述她们当时的

政治角色与生活。 

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至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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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开馆），9

月 21 日休馆 

地点:德川美术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 

交通路线:乘坐 JR 中央本线，在“大曾根”站下车，经南口步行 10 分钟

即到。在荣巴士终点站（绿洲 21）乘坐开往引山方向或四轩家方向的巴

士，在“德川园新出来”站下车 

费用:普通 14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700 日元，中小学生 500 日元 

官方网站: https://www.tokugawa-art-museum.jp/  

 

█ 刈谷市美术馆“野口哲哉展－THIS IS NOT A SAMURAI” 

刈谷市美術館「野口哲哉展－THIS IS NOT A SAMURAI」 

野口哲也（1980-）是一位通过盔甲和人

的主题质疑现代性和人性的艺术家。他

对世界的独特观点，融合了不同的文化

和情感，在日本和国外深受好评。本次

展览展出了他早期的约 180 件作品，包

括雕塑和穿盔甲的人的绘画，以及新的

作品，展示了野口广泛的思想和纤细精

巧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温柔、悲伤和对人

性的好奇心。 

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至

11 月 7 日（星期日）9:00 至 17:00 闭

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馆。每周星期一休馆

（9 月 20 日开馆），9 月 21 日休馆 

地点:刈谷市美术馆 

交通路线:乘坐 JR 东海道本线或名铁三河线，在“刈谷”站下车，经南

口向西南步行 10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1000 日元，学生 8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 

展览官方网站: https://noguchitetsuya2021.exhibit.jp/ 

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s://www.city.kariya.lg.jp/museum/index.html（日语） 

 

 

 

华人华侨社团·活动介绍 

 

█ 与中国京剧文化亲密接触 

中国京劇文化との触れ合い 

由 TBK 学社主办，爱知华侨总会共同举办的本次活动，为您介绍中国的

传统艺术，和着配乐的节拍，一同体验京剧的手势到舞扇，甩袖等动

作，您还可以实际穿上戏服，体验京剧

的乐趣。 

来场还可以获得手工制作的口罩收纳。

（限前 15 名） 

时间:202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节

假日） 

地点:TBK 学社 名古屋市中村区鸭付

町 1-61-2 

 

█ “寻找小书画家”中部华侨华

人少儿书画大赛 

中部地区華僑華人子ども絵画・書道コ

ンクール 

作为“中日乒乓外交 50 周年”的纪念

活动之一，由爱知华侨总会、NPO 法人

育儿支援机构主办，名古屋蝴蝶书院、

艺数绘书画坊、文运画堂协办，中国驻

名古屋总领事馆后援的本次少儿书画大

赛， 

具体举办详情，请您致电 NPO 法人育

儿支援机构。电话:052-228-0478 

 

 

 

名古屋生活信息 

 

█ 灾害停水时该怎么做呢？“厕所篇” 

こんなときどうする？「トイレ」 

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来水已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如果由于地震

等灾害或由于建筑工程而导致供水中断，您也许就会意识到您家中的清

洁、洗涤、洗碗、洗澡、做饭、喝水等日常生活是多么地依赖它。 

甚至我们的厕所也需要自来水来维持一个卫生的环境。但是，如果供水

被切断，您会怎么解决厕所问题呢？市场上有许多产品可以处理这种情

况，但这里有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案，使用你能在家里找到的东西即可。

（如果您家中没有这些材料，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需要什么材料: 

纸箱 

2 个大塑料袋 

报纸 

手工刀 

如何制作: 

1.在纸板箱的顶部切一个洞，像马桶盖一样。 

2.把第一个袋子放在纸箱上，然后把它推到洞里。 

3.将第二个袋子放在第一个袋子的上面，用报纸填满，以便吸水。 

4.使用后，加入除臭剂，取出第二个袋子。在扔掉它之前，除去空气并

把它绑起来。 不要忘记为下一个人设置一个新的袋子。 

您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马桶进行上述步骤。 

小袖袍 

貞徳院矩姬，14 代尾张德川庆胜夫人 

德川美术馆藏品 

WOODEN HORSE，2020 

高松市美术馆藏品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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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好袋子里没有洞。 

  

█ 从何处获得灾害信息？“紧急地震警报”（緊急地震速報） 

災害時の情報はどこから？「緊急地震速報」 

紧急地震警报（緊急地震速

報）是在地震发生后随即发出

的通知信息。 

根据震中附近的地震仪检测到

的地震数据，即时预测震中位

置、震级、各地区强震到来的

时间和地震强度，并在地震到

来之前通知您。 

当预测最大地震强度 5 级或以

上时，以及对于预测地震强度

为 4 级或以上的地区，将发布

紧急地震警报。 

我怎样才能收到地震警报？ 

地震警报发布后，将通过电视、广播、智能手机、防灾行政广播等方式

向目标地区的居民传递特殊的报警音。 你可以在网上试听每一个声音。 

 (1) 电视、广播和防灾广播中使用的警报声。 

NHK: https://www.nhk.or.jp/sonae/bousai/   

(电视上播放的地震警报) 

(2) 所有移动电话公司使用的警报声 

docom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ZW7HRHJmM  

当你看到或听到地震警报时 

在强震到达前，您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根据周围的情况，应该首先

保护自己。 

在家时 

保护好你的头部，躲在安全的地方，如坚固的桌子下。 

不要急着离开房子。 

不要勉强急于扑灭火灾。 

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时 

紧紧抓住栏杆和扶手。 

在电梯里时 

在最近的楼层停下，立即离开。 

在室外时（在城市中） 

留意倒塌的砖墙。 

注意坠落的招牌灯和破碎的玻璃。 

在驾驶汽车时 

放慢速度，不要突然刹车。 

打开你的危险信号灯，警告你周围的其他车辆。 

在大型商业设施中时 

保护自己，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 2021 年第 2 次日语能力考试（12 月） 

2021 年第 2 回日本語能力試験（12 月） 

日语能力考试是针对非日语母

语人群而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日

语能力测试，用来评价测定考试

人的日语的熟练掌握程度。 

无论是单纯想要了解自己的日

语掌握程度，还是想为将来求职

提前准备日语语言能力的证书，

都可以通过 JLPT 的考试来测定

自己的日语水平。 

JLPT 每年举行两次，分别是在

7 月和 12 月，12 月份的考试报

名截止时间为 9 月 16 日。如果

您想要参加 7 月的考试，现在就要开始着手报名准备了。 

能力考试分 5 级，即由低到高 N5 到 N1。有关 JLPT 的详情介绍、报名考

试的流程以及备考习题集，以及想要了解针对自己现有的水平应该报考几

级这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真题集锦在官网上浏览及确认。 

考试日期:2021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 

报名时间:8 月 26 日（星期四）至 9 月 16 日（星期四） 

报名方法:详情请参考以下 JLPT 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info.jees-jlpt.jp/  

 

█ 何时何地都可以查阅的手机版防灾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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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市防灾手机应用程序”是一款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查

看名古屋市的地震、洪水和其他灾害的防灾信息，以及在发生灾害时公

共交通停止时为您提供步行回家信息的应用程序。除日语外，该应用程

序还有英语和中文（简体）版本（※显示的语言取决于智能手机的语言

设置，部分内容仅以日语显示）。 

该应用程序显示你当前位置附近的避难所和估计受灾情况等信息，并结

合相机拍摄的真实图像，你可以直观地掌握到避难设施的方向和距离。 

当你启动应用程序时，屏幕的上半部分显示摄像机图像，下半部分显示

地图。 在地图上，地震强度、海啸淹没深度、河流淹没深度等“预估受

灾信息”和避难所、海啸避难建筑 “避难信息等”会合并显示。 

您也可以提前下载地图数据至您的手机（地理勘测研究所的地图），这

样，即使在灾害期间通信功能无法使用，也可以使用地图。 

由于该地图可以与 GPS 信息一起显示，不仅是在灾难发生时使用，在防

灾演习和提前学习时也是一个理想选择。 

我们永远不知道灾难何时会降临。为了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迅速采取

行动，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做好准备，提前查看好当地的灾害风险和最近

的避难所为止。 

您可以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这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苹果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安卓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 10 月 1 日起爱知县自行车使用条例将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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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预防自行车交通事故措施的一部分，2021 年 3 月颁布了《促进安全

和正确使用自行车的条例》。 

从 10 月 1 日起，以下规则将适用于爱知县的自行车骑行者。 

·在骑行时骑车人需尽可能佩戴头盔。 

·骑车人有义务购买自行车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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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hk.or.jp/sonae/bousa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ZW7HRHJmM
http://info.jees-jlpt.jp/


在骑自行车时，成人和儿童都

应戴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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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盔，以提供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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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人必须购买自行车责任保险。 

骑行时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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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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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最近的一侧骑行。 

·在道路上骑行时，骑车人必须在道路的左侧骑行。 

·骑车人必须在停车标志前完全停止，以确认安全。 

·骑车人必须遵守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 

·禁止醉酒后骑自行车。 

·禁止骑车带人。 

·禁止并排骑行。 

·夜间骑行必须使用自行车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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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东西被别人找到了，有需要支付

酬劳的义务吗？”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紛失したものが届けられたら、報労金を支払う

義務はあるか」 

问:自己丢失的银行现金卡被人捡到并交给了警方。我听说在日本，需要

向捡到并送还失物的人支付失物价值的 5-20%作为酬劳。如果我在警察

局领取丢失的现金卡，是否需要支付这笔酬劳？我不知道银行现金卡价

格的 5-20%是多少钱。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答:下面向您解释一下对拾取并交付失物的人支付酬劳的问题。 

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丢失金钱、货物等（以下简称“财

产”）的人，必须向交付失物的人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 5-20%的金额，

作为对交付失物的人的酬劳。 

捡到财物的人必须立即将财物交给物主，或向警察署长报告，或者是该

设施的管理者报告。奖励金的目的是为了奖励交付失物的人，并确保尽

快将财产归还给失主。 

我们无法确认一张丢失的银行现金卡值多少钱。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丢

失了银行卡，你应当立即挂失，所以它不会影响你的存款，而且我认为

卡本身也没有什么价值。我找不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关于银

行卡的价值，包括它包含个人信息的事实。这要看捡到银行卡并报案的

人想要什么，但我认为最好是对拾取银行卡并报案的人的善意表示感

谢。 

警方可能会问拾到物品并将其交给警方的人的意图是什么。在某些情况

下，捡到东西的人可能并不是想要钱，但如果想要钱，最终的决定权也

是在送还东西的人和失主之间。 

丢失财产的人也可以放弃对该财产的权利，但应该首先向银行查询，因

为如果你这样做，您需要重新制作发行银行卡。同时，放弃将解除你支

付酬劳的义务。关于《失物招领法》的更多信息，请向当地警察局询

问。 

 

█ 9，10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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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21 年 9 月 12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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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扫码了解更多关于名古屋市

新冠疫苗详情（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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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q.pref.aichi.jp/
http://www.city.nagoya.jp/zh/category/209-1-0-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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