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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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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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语种对应时间如下: 

中文:每周星期二至星期五 13:00 至 17:00，星期六星期日 10:00 至

17:00（12:00 至 13:00 休息） 

日语、英语:每周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 至 19:00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每周星期二至星期日 10:00 至 17:00（12:00 至

13:00 休息） 

韩语、菲律宾语:每周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 13:00 至 17:00 

越南语:每周星期三，星期六（新增）星期日 13:00 至 17:00 

尼泊尔语:每周星期三，星期日（新增）13:00 至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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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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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因在海外工作而产生的儿童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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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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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咨询 

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による相談 

在名古屋国际中心 3 层信息柜台，由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工作人员

为您免费解答移民手续、在留期限、在留资格变更等相关问题。 

咨询活动提供日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中文、韩语、菲律宾

语、越南语的翻译。 

时间:每月第 4 个星期六。202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12 月 24 日

（星期六）（13:00 至 17:00,最后一组接待于 16:00 截止） 

预约:提前 2 天以上，通过来访或致电名古屋国际中心信息柜台预约。 

预约时请提供以下信息:①完整姓名②出生年月日③国籍及希望使用的语

言④性别⑤在留卡号码⑥您的住址及电话号码⑦希望咨询的内容 

电话:052-581-0100（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 至 19:00） 

详情请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https://bit.ly/3yTKQnK   
 

█ 名古屋国际中心 图书室 

ライブラリー 

名古屋国际中心图书室位于名古屋国际中心大楼的 3 层，图书室内约有

28000 册藏书及相关资料供人借阅。包括英语、葡萄牙语，及其他语种

的软皮书或绘本等，以及日本文学及日语学习相关书籍。 

开放时间:每周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 至 19:00 

电话:052-581-0102 

官方网站:https://www.nic-nagoya.or.jp/zhongwen/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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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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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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免费参加。 

时间:①2022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10:30

至 11:00②11 月 27 日（星期日）14:00 至 14:30③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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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③15 名（每组约 5 人，按先后顺序，不包含婴儿） 

预约:①无需预约。②11 月 13 日（星期日）10:00 至 11 月 25 日（星

期五）12:00，③11 月 27 日（星期日）10:00 至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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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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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至

16:30）活动，活动使用日语进行。 

时间:①2022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13:30 至 14:30 

:②2023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13:30 至 14: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3 研修室（受疫情影响可能变更为现场与在

线同步举办或仅使用 ZOOM 在线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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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或直接来访名古屋国际中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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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人“身”“心”健康咨询会 

外国人の「心」と「からだ」健康相談会 

为居住在名古屋及周边地区的外国居民提供健康咨询，目的是早期发现及

疾病预防，以及加深人们的认识。活动设有翻译。 

时间:2022 年 11 月 13 日（星期日）13:30 至 16:0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5 层第 1 会议室 

对象:在名古屋市及周边地区生活的外国人，活动无需预约 

费用:免费 

咨询:名古屋国际中心广报信息科 

电话:052-581-0100 

电子邮件:info@nic-nagoya.or.jp 

 

 

█ NIC 国际交流散步 2022 秋 

NIC 国際交流ウォーキング 2022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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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公园及其周边地

区举办。以红色大鸟居为起点。 

时间:2022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10:00 至 13:00。 

※小雨时照常举办。如遇恶劣天气，活动

顺延至 12 月 3 日（星期六） 

地点:中村公园地区，在地铁东山线中村公园站东检票口集合 

费用:免费 

报名:10 月 22 日（星期六）10:00 起开始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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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录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报名（限 10 名左右，按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参加名额）。报名时请告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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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星期六）前申请。日

本人限 5 名左右，仅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报名，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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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愿者论坛 -演讲及志愿者招募说明会- 

ボランティアフォーラム ～講演会＆ボランティア募集説明会～ 

通过嘉宾的演讲，了解志愿者活动的意义和支援人员的做法，并思考如何

成为一名志愿者，这也是您为社区做贡献第一步。名古屋国际中心还接受

2023 年 4 月起希望成为名古屋国际中心（NIC）注册志愿者的报名。 

第1部- 基调演讲:志愿者-挑战自我，改变社区 

演讲嘉宾:Kurita Nobuyuki（NPO 法人救灾组织 RESCUE 

STOCK YARD 代表理事） 

第2部- 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及名古屋国际中心志愿者 

介绍名古屋市外国居民的情况、NIC 注册志愿者制度以及 NIC

志愿者在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和多文化共存方面的活动情况 

第3部- 志愿者见面会 

与 NIC 志愿者交流 

时间:202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13:30 至 16:30 

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别栋大厅（Annex Hall） 

定员:100 名（按预约先后顺序） 

费用:免费 

预约:11 月 11 日（星期五）10:00 起（办公时间为每周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 至 17:00）通过名古屋国际中心主页，电子邮件或电话进行预约，满

员为止。 

电话:052-581-5689 

电子邮件:seminar-vol@nic-nagoya.or.jp  

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https://www.nic-nagoya.or.jp  

 

 

 

名古屋展览·活动信息 

 

█ 第 37 届外国人艺术作品展 

第 37 外国人芸術作品展 

一定不要错过集结了中部地区外国人艺术家优秀作品的第 37 届外国人艺

术作品展！ 

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至 11 月 6 日（星期日）10:00 至

18:00（11 月 6 日至 17:00） 

扫码访问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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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名古屋国际中心 4

层第 1,2,3 展示室 

费用:免费 

咨询:052-581-5691 

本次活动由中日本国际

协会主办，名古屋国际

中心支持协办。 

※因新冠疫情状况，活

动有可能发生变化，详

情请参照名古屋国际中心官方网站。 

 

█ 昭和美术馆“红色之秋” 

昭和美術館「あかき秋」 

本次展览着眼于妆点秋天的红叶，空气

清新的秋季，明亮耀眼的赤红月色。还

将展示红色的茶艺道具及歌颂金秋风

情的和歌等展品。 

时间:至 2022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10:00 至 16:30（16:00 停止入馆）每

周星期一·星期二休馆（节假日除外） 

地点:昭和美术馆（昭和区）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鹤舞线，在“杁中”

（いりなか）站下车，经 2 号出口，步

行 1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600 日元，65 岁以上老人

550 日元（需出示身份证），大学生 500

日元，高中生及以下免费 

官方网站:https://www.shouwa-museum.com/index.html（日语）  

 

█ 名古屋艺术村 市野亨与龙起・鹰生的百年宿命色彩 

名古屋に芸術村を！市野亨と龍起・鷹生～100 年の命宿る色彩 

名古屋艺术村！市野亨·龙起与市野亨营生 100 周年 

本次展览时梦想在名古

屋建立一个艺术村的日

本画家市野亨（1910-

1966）与龙起和鹰生

的父子展。大约 100

年前，市野亨立志成为

一名画家，他欣赏并师

从主张以展览艺术的川

端龙子，战后不久，他

在千种区山上的一个旧

军营里开设了一个 200 平方米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所在地，后来被称

为“Agehacho”（今天的扬羽町），源于龙子写的一首俳句“初夏的清

风，付你扬羽蝶之名”（薫風に あげはちょうと 名付けたり），画家们

会聚集在这里，聚集在这个艺术村里。市野亨以其大胆、细致、色彩鲜艳

的花鸟画引领了战后的名古屋艺术界。 

他的儿子龙起（1942-1997），其教父是川端龙子，是个画家出身。市野

亨和龙起也沉浸在日本颜料的美丽色彩和日本绘画的生命之美之中。龙起

后来师从高山辰雄，活跃于日本美术展，但似乎是命运的捉弄，他和他的

父亲一样，在 55 岁便英年早逝。然而，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的光彩至今

仍令观众着迷。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龙起弟弟鹰生（1947-）的作品，他作为一个极具日本

风格的画家仍然活跃至今。鹰生的风格从文学、神话人物和动物主题的温

和作品到反映时代的作品，但作为一个画家，他的热情生活方式是他们三

人共同的特点。 

市野亨的三件主要作品免于伊势湾台风的灾害，并在市野家族中保存了多

年，在近 100 年后被揭开了面纱。年轻的亨以他的家乡（海部郡）的灌

木丛和鸟类为主题的大型作品显示了生命的严酷而美丽的光芒。 我们与

古川美术馆的市野收藏一起，邀请您欣赏充满生命力的日本绘画的美丽光

彩。 

时间:至 202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10:00 至 17: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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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日元，高中·大学生 500 日元，中学生及以下免费，有

折扣。 

官方网站:https://www.furukawa-museum.or.jp/  

 

█ 美伊娜多美术馆开馆 35 周年纪念 馆藏企划展“35 位艺术家 

第一部” 

メナード美術館開館 35 周年記念展 所蔵企画「35 アーティスト vol. 

I」 

美伊娜多美术馆于 1987 年建

成，在 2022 年 10 月迎来了它

开馆 35 周年纪念。为此，博物

馆将举办名为“35 位艺术家”

的展览，分三部分介绍代表博

物馆的 35 位主要艺术家，同时

还将介绍与美术馆有关联的艺

术家，让参观者加深对美伊娜

多美术馆收藏的认识。 

第一部分，35 位艺术家第一

部，介绍了 35 位艺术家中 14

位的作品。 展览中的画家包括

莫奈（前期）、马蒂斯、米罗、

横山大观（前期）、藤岛武二和

岸田刘生（后期），熊谷守一的馆内收藏绘画作品，共 26 幅作品也将全

部展出。 

时间: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前期 10 月 7 日至 11 月 13

日，后期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10:00 至 17:00,16:30 停止入

场，每周星期一休馆 

地点:美伊娜多美术馆（小牧市） 

交通路线:乘坐名铁小牧线，在“小牧”站下车，步行 1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900 日元，高中生 600 日元，中学生 300 日元，持残疾人手

册者可享受与 1 名同行者免费入场的优惠 

官方网站:https://museum.menard.co.jp/  

 

█ 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 变迁展 从江户至未来 映像、描绘、变

迁 

うつす展 江戸から未来へ、映す、写す、移す。 

明治近代以来，我们放弃了什么，继

承了什么？ 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末

期的老照片和外国回忆录让人看到了

“思考未来的机会”。我们为什么不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想要一起“传承”

给未来的东西？ 

时间:至 202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

日），9:30 至 17:00，16:30 停止入

场，每周星期一休馆，星期一为节假

日时次日休馆。 

交通路线:名古屋市西区，丰田产业技

术纪念馆特别展示 

交通路线:乘坐名古屋本线“荣生”站

下车，步行 3 分钟即到，乘坐地铁东山线，在龟岛站下车，步行 10 分钟

即到，或从名古屋站步行，25 分钟即到。 

Ichino Tōru, Shichisaichō (七彩鳥), 1942 

Henri Matisse, Woman with a Veil 

3 

 

https://www.shouwa-museum.com/index.html
https://www.furukawa-museum.or.jp/
https://museum.menard.co.jp/


费用:普通 500,日元，65 岁以上老人日元 300 日元，高中生中学生 300

日元，小学生 200 日元，票价还可以参观常设展。持残疾人手册的可以

享受与 1 名同行者免费入场的优惠 

官方网站:https://www.tcmit.org/chinese/  

 

█ 山崎马扎克美术馆“生活在巴黎的画家们 马尔凯、乌特里

罗、佐伯祐三、荻须高德 眼中的风景 

パリに生きた画家たち マルケ、ユトリロ、佐伯祐三、荻須高徳が見た

風景”  

阿尔贝·马尔凯

（1875-1947）、莫里

斯·乌特里罗（1883-

1955）、佐伯祐三

（1898-1928）和荻

须高德（1901-

1986）都是热爱和描

绘巴黎的画家。 

巴黎及其郊区对马凯和

乌特里罗来说是一个熟

悉和喜爱的城市，对佐

伯和荻洲来说，是一个 

"唤醒绘画乐趣 "的渴望之城，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创造之源。 

本次展览将包括爱知县立美术馆、稻泽市荻须纪念美术馆、名古屋市立美

术馆、BB 广场美术馆、Pola 美术馆、四日市立美术馆和私人收藏家的收

藏作品，以及山崎马扎克博物馆的收藏作品，如马尔凯《巴黎、卢浮宫大

街》、乌特里罗《Sannois 的风车》、《Marcadet 之路》，以及包括艺术家

本人作品的法国艺术收藏。 展览包括马尔凯的 7 件作品、乌特里罗的

10 件作品、佐伯的 8 件作品和荻须的 27 件作品--共 52 件作品，其中包

括荻须高德的《风景》，该作品以前由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也是山崎马

扎克公司的前董事长）山崎辉之拥有，他通过收藏法国艺术品为山崎马扎

克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描绘 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的巴黎及其郊区的作品在博物馆的展览室中展

出，该展览室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的法国大宅。 

游客可以欣赏到四位画家各自作品的魅力，以及一位画家在不同时期对同

一地点的两幅画作之间的表达差异，以及不同画家对同一地点画作之间的

风格差异。 

此外，还展出了奥吉苏写给山崎辉之和他妻子的信，介绍了艺术家和收藏

家之间互动的一部分。 

时间:至 2023 年 2 月 26 日（星期日）工作日 10:00 至 17:30.周末

10:00 至 17:00，闭馆前 30 分钟停止入场。每周星期一休馆（1 月 9 日

开馆）12 月 29 日至 1 月 4 日，1 月 10 日（星期二） 

地点:山崎马扎克博物馆 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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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初中小学生 500 日元，持残疾人手

册的可享受与 1 名同行者票价 1100 需要。小学生免费，括号内为 10 名

以上的团体费用。 

官方网站: www.mazak-art.com  

 

█ 円顿寺商业街 秋之巴黎祭 

円頓寺 秋のパリ祭 

圆顿寺商业街位于名古屋

车站与名古屋城之间，今

年将迎来因新冠疫情中断

三年的愉快的周末节日祭

典。由爱知县内外而来的

大排档，街头艺人，将円

顿寺妆点为法国购物街一

般。奇妙美好的相遇，愉

快的购物，相信会为您带来一个难忘的周末。 

时间: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11 月 13 日（星期日）11:00 至

18:00 

地点:圆顿寺商业街（円頓寺商店街東アーケード）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国际中心”（国際センター）站下车北行

即到 

详情:http://endoji-paris.net/（日语）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ndoji.pa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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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节和本地酿酒节将在同一时间举行。您可以享受到来自日本各地的美

味火锅和美酒。 

时间:2022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至 11 月 23 日（星期三·节假日）

10:00 至 17:00，19 日、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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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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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为预售票票价，购买方法请参照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https://yakimonoworld.jp/ 

 

█ FIELDSTYLE JAMBORE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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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还有忍者游戏的环节，以及生活中充满绿色的 Sweet Jungle 活动，

我们还将利用自己在户外活动中的知识和专长，推进以“防灾以及户外运

动”为主题的活动。 

时间:202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9:00 至 19:00,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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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日元，12 岁

及以下免费，普通入场券（10:00 开始入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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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サムライ・ニンジャフェスティバル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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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0 日（星期日）

Albert Marquet, Paris, the Louvre Quay, 1906 
Oil on canvas 

Yamazaki Mazak Museum of Art 

Photo courtesy of Endoji Shote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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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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作者集市 vol.47 

クリエーターズマーケット vol.47  

由众多专业及业余的艺

术家们在约 2000 个展

位上展示、销售他们的

作品。 将有手工制作的

原创艺术作品、手工艺

品、插图、室内、时尚和

配件等供您选购。 

时间:2022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12 月 4 日

（星期日）11:00 至

18:00 

地点: Portmesse Nagoya (ポートメッセなごや)2,3 号展馆 

交通路线:乘坐青波线，在“金城埠头”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到 

费用:普通 900 日元，预售票 750 日元，2 日券 1300 日元，购票方法请

参照官方网站。成人票 1 人最多可带领 2 名小学生儿童入场。 

官方网站:https://creatorsmarket.com/（日语） 

 

█ 名古屋古玩节 

名古屋骨董祭 

东海地区最大的古玩节。来自

全国各地的古玩商人们齐聚会

场，壶、盘、挂轴等不用说，还

有来自欧洲的古董、茶碗、陶

器、复古物品、和服、腰带、碎

片、玩具、招牌、钟表、玻璃、

家具、娃娃、幸运符，以及来自

海内外的各种物品! 

时间:2022 年 12 月 3 日（星

期六），12 月 4 日（星期日）

10:00 至 17:00，5 日 16:00 停止入场。 

地点:吹上大厅（吹上ホール） 

交通路线:乘坐地铁樱通线，在“吹上”站下车，经 5 号出口步行 5 分钟

即到。 

费用:免费 ※停车场收费 

官方网站:https://www.nagoyakottousai.com/ （日语） 

 

 
 

 

 
 

 

 
 

 

 
 
 
 
名古屋生活信息 

 

█ Messe Nagoya 2022 

日本最大级别异种业界交流博览会，今年也将在现场和在线网络同时进行，

除了普通观众，一般学生也可以在这里了解到最新资讯。详情请参照官方

网页。 

时间:202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至 11 月 18 日（星期五）10:00 至

17:00。在线举办:11 月 1 日（星期二）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三）。 

地点:Messe Nagoya 新第 1 展示馆 

交通路线:乘坐青波线，在“金城埠头”站下车，步行 3 分钟即到 

费用:免费 

官网网站:https://www.messenagoya.jp/english/ 

 

█ 为在日本长大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而准备的多语种在线咨

询·翻译服务（免费） 

日本で育つ子どもとその保護者のための多言語オンライン相談・通訳（無

料） 

您需要帮助阅读日本文件或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吗？ 

翻译人员/工作人员可以在网上协助您处理由当地政府办公室、学校等发

出的、您不理解的文件。也可以提供与日常生活困难相关的在线指导。无

需预约。 

例如: 

・我的孩子从学校带回家一封给家长的信，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从区役所收到很多文件，但我看不懂日语。 

・在工作中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您在入学程序或学校生活中需要帮助吗？ 

翻译人员/工作人员可以协助您与老师进行在线交流。 

也可以提供学校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的在线指导。需要预约。 

来自移民家庭的儿童和家长 

我在学校会议期间需要（虚拟）现场翻译。 

・我有一些关于孩子学校的问题，等等。 

学校教师和行政人员 

・我想向不会说日语的家长详细解释一些事情。 

服务时间（请联系 Legato Ota 协会安排在线会议）: 

星期二:10:00 至 17:00 尼泊尔语·英语·他加禄语·简单日语 

星期四:10:00 至 17:00 英语·中文·简单日语 

星期五:10:00 至 17:00 越南语·英语·简单日语 

Photo courtesy of Creator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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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在展出中的展览 

█ 松坂屋美术馆“吉村芳生展-超越绝技-” 

松坂屋美術館「吉村芳生展 －超絶技巧を超えて－」 

时间: 至 11 月 20 日（星期日） 地点:松坂屋美术馆 

 

█ 吉卜力公园与吉卜力展 

ジブリパークとジブリ展 

时间:至 12 月 25 日（星期日） 地点:爱知县美术馆 

 

█ 名古屋市美术馆 特别展“小熊维尼”展 

名古屋市美術館 特別展「クマのプーさん」展 

时间:至 11 月 27 日（星期日） 地点:名古屋市美术馆 

 

█ 皇后乐队 50 周年展-DON’T STOP ME NOW 

QUEEN50 周年展-DON’T STOP ME NOW 

时间:至 11 月 17 日（星期四） 地点: 金山南楼美术馆栋 

 

 

 

 

http://www.samurai-ninja-fes.com/
https://creatorsmarket.com/
https://www.nagoyakottousai.com/
https://www.messenagoya.jp/english/


咨询/预约: Legato Ota Association 

电话:080-4922-6966 

电子邮件:http://legatoota.jp/service_onlineconsultation.html  

Legato Ota 协会是由大田区支持的组织，通过语言和咨询服务协助移民社

区。由日本基金会支持赞助。 

 

█ 当南海海沟地震临时信息发表时，该如何做呢？ 

南海トラフ地震臨時情報が発表されたら、何をしたらいいの？ 

当南海海沟地震临时信息公布时，重新确认地震准备工作。 

(关于'南海海沟地震临时信息'的介绍，请参照名古屋市官方网站）。 

平时要做好防震准备，当 "南海海沟地震临时信息 "公布时，要再次确认

防震准备。 

1.为地震时的摇晃做准备 

用 L 型支架或木桩将家具固定在柱子和天花板上，以防止家具翻倒受伤。 

同时，在窗台和玻璃门上贴上防碎膜。 

2.地震和火灾准备 

为了防止地震后的电气火灾，安装 "地震断路器"，在检测到地震时自动关

闭断路器。 

3.为疏散做准备 

检查疏散地点和路线。 

与家庭成员确认安全确认方法。 

使用灾难时信息拨号 171 或灾害信息留言板服务，与家人确认您的安全。 

灾害时留言板 (171) – 灾害时留言板 (171) 

灾害时留言板（NTT DoCoMo） - 灾害时留言板由 NTT DoCoMo 提供 

灾害时留言板(KDDI(au)) - 灾害时留言板由 KDDI(au)提供 

灾害时留言板（软银/Y-Mobile） - 由软银和 Y-Mobile 提供的灾难留言

板。 

储备水和食物 

根据您家庭的人数，储存大约一周的水和食物。 在您的包里准备好三天的

供应量作为应急包。 

当南海海沟地震临时信息公布后，要采取安全防灾行动。 

尽可能远离有海啸、山体滑坡等高风险的地区。 

在尽可能安全的地方住在室内。 

不要在您的床头或高处放置物品。 

确认好如何获得防灾信息。 

 

█ 外国人生活问与答:“使用个人编号卡可以不需要转出证明就

能办理转入手续吗？” 

外国人くらしの Q&A「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を使うと転出証明書なしで

転入届できるか」 

问:我要搬往名古屋市，在现在所在城市的市役所办理了转出手续，市役所

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只需带着我的个人编号卡和在留卡直接去新地址的

市役所就好，因为个人编号卡的芯片上有记录。我没有转出证明，但我仍

然可以办理转入手续吗？ 

答: 已获得个人编号卡的人可以用他们的卡来申告地址的变化。这也可以

用来报告邮寄地址的变化。如果您使用个人编号卡，将不会得到一份转出

证明。您必须在您所转入的城市的市役所出示您的个人编号卡，以报告您

的转入，而不再需要“转出证明”。外国居民也必须出示在留卡。 

以家庭为单位迁出或迁入时，即使只有一个人有个人编号卡，也可以用个

人编号卡进行申报，但通知人和在柜台办理手续的人必须是持有个人编号

卡的人。 

此外，使用个人编号卡的迁入通知必须在“迁入新居住地之日起 14 天内”

或“预计迁出日期起 30 天内”进行。在这些时期之后，您将不能使用您的

编号卡办理手续。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按照正常的转入手续，开具转出

证明。 

在使用“个人编号卡”申报您搬入名古屋市时，您的信息将与您搬出的市

役所进行核实。因此，在名古屋市实行“周日窗口”时间内，您之前居住

地的市役所处于工作时间外时，将无法检查您的转入通知书上的信息，因

此您可能无法完成转入手续，可能需要再次来到市役所。 

要使用个人编号卡报告转入情况，您需要您拥有的个人编号卡的密码（四

位数）。 如果您在申报时忘记了密码，您将无法在新的目的地输入密码，

而且信息也无法读取。您将需要重新设置你的PIN码，并再次完成该程序。 

有关个人编号卡的信息，请向当地市政府负责个人编号卡的办公室询问，

或拨打免费电话（0120-0178-27，提供外语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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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12 月份的区役

所·支所的星期日窗口的办理时

间如下:  

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8:45 至 12:00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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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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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0-995-926    

中文:052-957-9261 

英语:052-957-9260    

韩语:052-957-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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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gatoota.jp/service_onlineconsultation.html
https://www.city.nagoya.jp/bosaikikikanri/page/0000111204.html
https://www.ntt-west.co.jp/saun/english/
http://dengon.docomo.ne.jp/top.cgi
http://dengon.ezweb.ne.jp/
http://dengon.softbank.ne.jp/
http://www.qq.pref.aichi.jp/
https://www.city.nagoya.jp/zh/category/209-1-0-0-0-0-0-0-0-0.html
https://www.city.nagoya.jp/zh/category/209-1-0-0-0-0-0-0-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