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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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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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教室“MARUHACHI”（名古屋市外国人日语学习支援事

业） 

日本語教室「まるはち」（名古屋市外国人日本語学習支援事業） 

日语教室将会教授在日本

生活中对您有帮助的词汇

及会话。日语教室分为

“入门”、“初级 1”、“初

级 2”三种课程。活动由

一般财团法人日本国际协

力中心（JICE）中部支

所举办。 

时间:2020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至 12 月 12 日（星期六）间每周星期三或星期六（共 10 次

课程） 

地点:JICE 中部支所（名古屋市中区大須一丁目 7-2 加賀ビル 2 階） 

面向对象:母语为日语以外，年满 16 周岁以上者，名古屋市内居住，学

生，工作人员 

定员:各课程限 20 名（按报名先后顺序） 

费用:2500 日元（10 次课程，含材料费用） 

报名:10 月 3 日（星期六），10 月 7 日（星期三），10 月 10 日（星期

六）在 JICE 中部支所报名，详细时间请参照官方网站 

报名前请先拨打电话确认。 

电话:080-4336-3675（中文·日语） 

电子邮件:maruhachi@jice.org  

 

◆第 35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5 回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一定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外

国人艺术作品盛会，在这里

您可欣赏到由居住在中部地

区的外国人艺术家带来的绘

画、摄影、手工艺等作品。  

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二）至 11 月 8 日

（星期日）10:00 至 19:00

（11 月 8 日为 10:00 至

15: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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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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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 
信息月历 
Nagoya Calendar 

Chinese Edition     

2020 年10 月号   总第30 期 

名古屋国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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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名古屋信息月历依旧为您介绍名古屋国际中心即将举办的各类丰

富多彩的活动；名古屋观光特辑这次将为您介绍文化之路二叶馆，带

您领略名古屋历史气息浓厚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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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时翻译志愿者研修（14:30 至 16:30）活动，活动使用日语进行。 

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2021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

13:30 至 14:30 

地点: 11 月 6 日（星期五）将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第 1 研修室举行；

2021 年 2 月 7 日（星期日）将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举

行。※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说明会有可能在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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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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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减灾馆及其周边

地区举办。 

时间:20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详细时间未

定，详情请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地点:地铁名城线名古屋大学站集合 

费用:免费 

报名:参加人数等详细信息，请访问名古屋国际中

心官方网站进行确认（10 月中旬）。按报名先后

顺序决定参加。请在 10 月 24 日（星期六）

10:00 起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至名古屋国际中心

信息柜台，并告知您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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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仅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报名，日本人报名 11

月 7 日截止）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nicwalking@nic-nagoya.or.jp  

 

◆2021 年度名古屋国际中心注册志愿者招募 

令和 3 年度名古屋国際センター登録ボランティア募集 

名古屋国际中心现在面向社会

招募 NIC 志愿者（名古屋国

际中心志愿者），希望致力于

本地区国际交流、协作以及多

文化共生的朋友。报名人员须

参加注册说明会并且年满 16

周岁以上。 

报名条件等详细信息请参照名

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www.nic-nagoya.or.jp 或宣

传单。 

时间:注册说明会①202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②12 月 13 日（星期

日） 

地点:在线会议软件“ZOOM”或名古屋国际中心（具体详细信息请参照

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或宣传单（日语）） 

报名期间:11 月 11 日（星期三）10:00 至 12 月 2 日（星期三）17:00 

报名: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电话，电子邮件或直接来访名古屋

国际中心交流协力科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午餐时间看世界！（中国篇） 

ランチタイムに世界を学ぼう！（中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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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报名先

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 

时间:202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三）12:00 至

13:00 

地点:ZOOM 在线举办 

报名:10 月 28 日（星期三）10:00 起，请发送电子邮件至以下邮箱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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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观光特辑  

文化之路 二叶馆 
 

在江户时代（1603-1868 年），名古屋城和德川园之间的一块区域曾经

是中下层武士的住宅区。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初期，这个地区成为了

近代产业家、传教士、记者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一个交流舞台。 

如今该地区被称为 “文化之路”（文化のみち），拥有江户时代、明治时

代、大正时代等代表名古屋近代化历程的众多建筑历史遗迹，众多建筑遗

产被加以保护及使用。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一座历史建筑——文化之路二叶博物馆，它是有

“日本第一女演员”之称的川上贞奴的故居。 

 

◆二叶馆 

川上贞奴从舞台隐退之后，从 1920

年开始，便和“电力之王”福泽桃介

一起生活在东区的东二叶町（现在的

白壁 2、3 丁目）。 

他们的住宅占地 6610 平方米，融合

了日本和西方的风格，其豪华程度使

其获得了 "二叶宫 "的称号，成为政

界、商界和文化界重要人物的沙龙。 

名古屋电灯的董事福泽當時在名古屋

负责监督木曾川的水力发电厂的发

展，驻扎在名古屋，据说还邀请川上

作为合作伙伴加入该项目。 

该建筑由当时的新锐住宅设计公司

Amerikaya 设计，室内装潢甚至配备

了在当时令人颇为惊叹的电动功能，并且贯穿了川上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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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海报《Sada Yakko》 
贞奴在 1900 年巴黎世界 

博览会时使用的 
表演宣传海报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美术工艺资料馆馆藏 

 
 
 
 

右图:文化之路二叶馆内展示 
的记载有贞奴表演事业的 

报纸、插画等资料 
 
 
 
 

 
 
 
 

 

贞照寺，各务原市，歧阜县  
 

 

左图:《Sada Yacco》
1900 年巴黎世界博览
会川上贞奴表演宣传
海报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美
术工艺资料馆馆藏 
 
 
 
右图:文化之路二叶馆
展出的川上贞奴演艺
事业相关的资料 
 
 
 
 
 
 

 

贞照寺 各务原市 歧阜县 

当时的记录显示，客人们沿着一条圆形的碎石车道走向马车廊。院内种植

了松树和其他树木，草地上的花园里有垂枝樱和冷杉，据说还有一个电动

喷泉和探照灯。 

大客厅里摆放着半圆形的沙发，柔和

的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窗，沐浴着整个

大客厅。作为川上丝绸公司的老板，

除了处理业务外，川上就在这里为每

天来访的众多客人安排茶点和晚餐。

她有时也会陪着福泽坐 3 个小时的火

车，去参观木曾川沿岸的水坝施工现

场。忙碌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过得

很充实。 

随着福泽的健康状况变化，他回到了

东京，而川上，也一起搬回了东京，

在川上儿童剧团指导工作。在名古屋

共度的时光，对川上和福泽来说都是

珍贵的回忆。 

2000 年 2 月，在现今的橦木町开始了建筑的重建工作。2005 年 2 月，

川上贞奴故居重生为 "文化之路二叶博物馆"，并被指定为国家级文物。

这座红瓦屋顶的标志性建筑现在是文

化路地区的中心之一。 

文化之路二叶馆 

开馆时间:10:00 至 17:00 闭馆日：

每周星期一（星期一为节假日时，则

次日闭馆）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 

费用:成人 200 日元（二叶馆与橦木

馆联票 320 日元）；中学生及儿童免

费；其他优惠请咨询。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高岳站

下车，北行 10 分钟即到；或乘坐名

铁濑户线，在尼之坂站下车，南行 12

分钟即到；或乘坐名古屋观光巴士，

在文化之路二叶馆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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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上贞奴 

小山贞于 1871 年出生于东京的日本

桥，1878 年被一家艺妓屋的主人滨

田屋收养，1887 年成为艺妓时取名

雅子。据传闻，雅子第一次见到福泽

百助（当时在庆应义塾大学就读），大

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群野狗中

救出了这个女孩。 

据说，她舞艺精湛，美丽聪慧，曾是

全国第一的艺妓，赢得了伊藤博文首

相等人物的青睐。1894 年，她离开

艺妓界，嫁给了民权自由运动的活动

家、演员和讽刺家川上音二郎。 

1899 年 4 月至 1901 年 1 月，她随音二郎的公司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

出，1901 年 4 月至 1902 年 8 月，她首次以女演员 Sadayakko（有时

也被称为 "Sada Yacco"）的身份亮相。在巴黎世博会上的异国风情的日

本舞蹈表演，令西方观众为之着迷，所到之处大获好评，贞奴夫人还获得

了法国政府的奖励。回到日本后，贞奴打算退出舞台，重新做回赡养丈夫

的忠贞妻子的角色。在音二郎的催促下，为了协助他普及新的、以对话为

主的戏剧，贞奴决定登上日本的舞台，因为在日本，演员（即使是女性角

色）也是严格地由男性出演。为了准备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在日本首次

改编上演，在当时居住的神奈川县千崎市的海滩上，可以看到贞奴在做声

乐练习。随后，川上剧团又推出了《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剧目和

儿童剧，其中贞奴曾在剧中饰演一个拉小提琴的男孩。 

1907 年，夫妻俩第三次踏上了欧洲之旅，观摩新的戏剧设施和女演员的

训练方法。1910 年 3 月，在大阪建成了设施先进的帝国座剧场，实现了

另一个梦想。然而，音二郎却在次年 11 月去世，享年 48 岁。葬礼仪式

在帝国座的舞台上举行，送葬队伍的路线两旁挤满了哀悼的人群。 

贞奴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成立了贞奴剧团，继续演出。1917 年，包括福

泽桃介在内，要求她退役的声音越来越大，她不得不从舞台隐退。 

1918 年，贞奴在名古屋市北区的大曾根成立了生产出口优质丝绸的 "川

上丝绸株式会社"。1920 年左右，她搬到了名古屋，与老朋友福泽桃介

作为生意伙伴一起生活。1926 年，福泽桃介回国后，贞奴虽然迁往东

京，但与东海地区的关系依然密切。1933 年，她在岐阜县宇沼市开设了

自费修建的贞照寺，并在附近修建了别墅 "万松园"，在东京和宇沼两地

分居。 

1946 年，川上贞奴在静冈县热海市的别墅里因肝癌去世。她的墓地位于

帝释寺。 

 

 

 

 

 

 

 

 

 

 

 

 

 

 

 

 

名古屋 生活信息 

 

◆名古屋传统艺术 Yattokame 文化节-穿越时空，漫游于文化中

的城市祭典- 

やっとかめ文化祭 ～時をめぐり、文化を旅する、まちの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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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5 日（星期日） 

地点:市内各地 

主要活动: 

艺术之城 市内表演 

狂言，街头歌舞伎，尾张相声，杂谈等表演。可以在 10 月 24 日，11 月

1 日和 15 日 Yattokame 官方 YouTube 频道观看表演详情。 

传统表演艺术 

怪谈，能，狂言等传统日本表演艺术。11 月 1 日、7 日和 13 日，免费

申请，需预约。 

城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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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申请，需预约。 

漫步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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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爱名古屋的导游一起，在城市探险（共 40 条线路）免费申请，需预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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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ridge Nagoya 2020 

Assembridge Nagoya 将在 10 月与 12 月间，于名古屋港花园埠头至筑

地口范围内举办。这是一个融汇了音乐与艺术的节日盛典。有众多免费活

动供您欣赏参加，详情请参照官方网站。 

时间:202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至 12 月 13 日（星期日） 

官方网站:http://assembridge.nagoya/ 

 

◆名古屋市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咨询中心一览 

帰国者・接触者相談センター一覧 

名古屋市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接触者设立了咨询中心。如果您有发烧等

疑似症状，可以向相应中心进行咨询，来确定是否需要接受检查或前往医

疗机构进行医治。 

以下人员建议联系咨询中心询问: 

·有以下症状并较为严重的，呼吸困难，倦怠感，高烧。 

·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出现轻微的类似感冒的症状，例如发烧或咳嗽。 

  老年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呼吸器官疾病的、化疗中的、或孕妇等 

·上述以外的连续 4 天或以上有感冒咳嗽等症状的病人 

咨询后如果被认定为有可能有病毒接触，可能会被介绍至专门的医疗机

构，并需要您前往检查，请您戴好口罩并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咨询中心一览表 

工作日 9:00 至 17:30（节假日，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休息） 

上述时间外的咨询请见最下方。 

健康中心 电话 

千种区 052-753-1982 

东区 052-934-1218 

北区 052-917-6552 

西区 052-523-4618 

中村区 052-481-2295 

中区 052-265-2262 

昭和区 052-735-3964 

瑞穗区 052-837-3264 

热田区 052-683-9683 

中川区 052-363-4463 

港区 052-651-6537 

南区 052-614-2814 

守山区 052-796-4623 

绿区 052-891-3623 

名东区 052-778-3114 

天白区 052-807-3917 

至于你被减薪的具体情况，你需要要求公司说明减薪的理由，
同时确认适用哪些工作规定，如何适用。如果对减薪的理由和

金额有异议，可以拨打 "外国劳动者电话咨询处"，或向有管辖
权的劳动基准监察室咨询。 

上述时间外的咨询 

工作日（17:30 至 9:00）/周末及节假日（9:00 至 9:00） 

工作人员在 20:00 至 9:00 应答 

健康中心 电话 

中区 052-241-3612 

 

◆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患者时的应对方法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患者が発生した場合の対応 

当出现感染患者时将会由各区保健中心，进行确认患者本人感染路径的感

染源调查，对患者出现症状前 14 天内的活动进行调查。 

另外，为防止感染进一步扩大，对患者出现症状前 2 天内的活动进行确

认，确定健康观察对象（与感染者面对面，在 2 米范围内距离接触数分

钟以上的人员），14 天内避免不必要不紧

急的外出。并由保健中心定期电话进行健

康状态确认。 

家庭内出现感染者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不同房间居住 

·尽量固定照顾人员 

·佩戴口罩 

·勤洗手 

·房屋通风换气 

如果出现疑似症状时，请尽快联系进行

PCR 检查，如确诊阳性则需要入院治

疗。 

如果 14 天内未出现症状，健康观察期结束。 

 

◆新型冠状病毒接触确认手机软件（COCOA）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接触確認アプリ（COCOA）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使用者收到可能接

触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通知。 

手机软件使用智能手机的短距离通讯功能（蓝牙，用户许可下），在保证感

染者的匿名状态下，通知使用者可能与新冠病毒阳性人员有接触， 

同时，使用者还可以通过软件获得帮助信息，例如来自保健所的信息等。

更大程度上阻止感染的进一步扩大。 

下载手机软件保护自己及家人亲友的安全。 

详情及下载链接等请参照下述厚生劳动省的官方网站: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cocoa_0013

8.html 

Google Play        App Store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新冠开始流行以后工资被扣了 2 万日元 

外国人暮らしの Q&A: コロナが始まってから急に給与が 2 万円減額さ

れた 

 

 

 

 

 

有关劳务条件等咨询可以点击下方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查找多语种热

问:自从新冠疫情起，3 月以来，我的工资每月

被扣减了 20000 日元，公司说减薪是因为我
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是作为工作出错以及没能
完成工作的惩罚。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个

月都会被扣，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而
且我的合同没有任何减工资的条款。 

答: 作为规定，公司不能任意决定减少工资或薪金。因
为工资是由劳动者和公司之间的合同决定的，而合同是
双方的协议，所以减薪必须得到劳动者的同意（书

面）。 
但是，作为对违反劳动规则的劳动者的惩罚措施，企业
也可以决定降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会从劳动者的正

常工资中扣除一定的金额。即使如此，也必须在工作条
例中确定减薪的类别（理由）和程度（在法律规定的金
额内）。 

工作条例规定了劳动者在该工作场所工作的条件，由公
司与代表半数以上劳动者的代表(在雇用 10 名以上正式
劳动者的公司)协商决定，并提交给劳动标准监察室。

工作规章制度一定要让劳动者清楚。 
至于你被减薪的具体情况，你需要要求公司说明减薪的
理由，同时确认适用哪些工作规定，如何适用。如果对

减薪的理由和金额有异议，可以拨打 "外国劳动者电话
咨询处"，或向有管辖权的劳动基准监察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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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attokame.jp/
https://www.facebook.com/yattokame
http://assembridge.nagoya/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cocoa_00138.html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cocoa_00138.html


线电话:  

https://www.check-roudou.mhlw.go.jp/soudan/foreigner_chi.html  

 

◆10·11 月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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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月份的区役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间如下:  

2020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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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号 名古屋信息月历 <完>  

 

 

 
●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介绍 

名古屋国際センター情報カウンター 

名古屋国际中心距名古屋车站步行 7 分钟路程，或可以直接乘坐地铁樱通线在国际中心站下车即到。位于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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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2-581-0100  

  

                                                           您还可以在社交网络（Twitter，Facebook）上 

关注名古屋国际中心 

                                                            

                                                           在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上您还可以浏览最新活动信息， 

                                                           订阅邮件杂志，查看往期名古屋信息月历。扫二维码查看。 

                                                           www.nic-nagoy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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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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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来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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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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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古屋国际中心图书室，在这里您可以浏览借阅书籍。近期服务时间可能有变，详情请您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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