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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期待外国籍居民也
踊跃加入自治会町内会，
一起参加活动
我们采访了“モアレ横浜富士見町自

治会”的会长、副会长。该町内会是

伊勢佐木長者町车站附近公寓的町内

会，近年来迁入到这里的中国人不断

增加。

　　我认为今后外国人也会不断增加。

希望这里的居民不要因为是外国人或

者因为是日本人，而是作为居住于同

一所公寓的居民交往相处。

　　我们也考虑到町内会的各种通

知，不仅要有日语版，还需要有外语

版。在去年 9 月举行的“Moire 祭” 中，

我们制作了中文宣传单。以前从未参

加过的人也来了，觉得这样非常好。

　　现在，在我们的町内会里，被称

为楼层委员的值勤人员中还有中国人

呢。希望像这样，无论是日本人还是

外国人，遇到困难时大家一起互相帮

助，和谐愉快地生活。

西川陽梨（左）・杏梨（右）（1岁 7个月）

　　大家在日本生活得怎么样？扔垃圾、守护孩子和老人、防灾……安全、安心地度过每一天都是与社区居民间

的联系密不可分的。在日本有为此而设立的自治会町内会。在中区也有很多居民通过参加自治会町内会活动，在

为建设一个和谐宜居的社区而努力。外国人在社区也同样是居民。请大家加入自治会町内会，一起来参加活动吧！

加入自治会町内会吧！来参加吧！

阿部会长（左）・高桥副会长（右）表示“社区居民间交流的基
础是从寒暄开始。希望能同时把这个理念传达给日本人和外国人，
我们就张贴了日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海报。”

所谓自治会町内会

由社区内一定的区域为单位构成的居民组织。也有以公寓、小区等为单

位构成的。居民可以自愿加入，为了把社区建设成一个和谐宜居的地方，

自主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下一页将介绍活动内容。

在去年 9 月举行的“モアレ横浜富士見町

自治会”Moire 祭上

　　设有棉花糖、溜溜球钓、投掷游戏等孩子

们可以尽情玩耍的游戏角，大家在一起非常热

闹开心。虽然规模很小，但由此可促进社区居

民之间的交往沟通，这样的活动也是町内会活

动的一种。

＊在本文中将自治会町内会简称为町内会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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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自治会町内会的活动

■防灾活动
进行为遇到灾害时必备防灾用品的

储备、初期灭火、根据社区实际情

况的防灾训练等。日本是个地震多

发的国家。也许明天就有可能发生

大地震。在紧急时刻，可以依靠的

是社区的居民。很多地区都会大力

举办防灾活动。

■美化街道
组织清扫社区活动、垃圾收集处的

管理以及垃圾分类收集的宣传。有

些社区还会对废纸、旧布等资源进

行集体回收。

为了支持这些活动的举办需要会费

会员缴纳的会费（几百日元左右 /1 个月）是活动经费的

主要来源。也有居民认为“自己的会费对社区建设作出

贡献而感到自豪”。

■宣传活动
在回覧板（传阅板）以及地区公告
牌上发布市政或是社区政务和地区

的通知。

如何加入自治会町内会呢？

问问附近的居民吧。他们会告诉你入会负责人。如果附近

居民也不知道的话，请咨询区役所 6楼 64 号地域振興课
TEL045-224-8131（日语）。

如果用日语沟通比较困难的居民，请咨询中区国际交流

服务处（参照下栏）。每天都有提供英语和汉语服务的工

作人员，因此可以用对应语言进行介绍。

■防盗巡逻
巡视街道、呼吁居民入室盗窃、抢

劫等、在上下学的路上守护孩子们

的安全。也会管理照亮夜路的防犯灯。

■福祉活动
为了支援育儿的母亲以及独居老人，

开办了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サロ

ン”。此外，还会关注独居老人，并

为独居老人举办聚餐活动。

■交流活动
祭典、运动会、做年糕大会等，举

行致力于居民之间交流、传承地区

文化的活动。

我们采访了参加自治会町内会

活动的外国人居民

在“モアレ横浜富士見町自治会”

担任楼层委员的来自中国的

中原先生

　　楼层委员是由会员轮流值勤。成为楼层委员之

后，还参加了防灾训练、祭典、徒步活动，非常开心。

在祭典活动中，作为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能够愉快

地参与处处用心考虑。通过参加町内会的集会，逐

渐提高了对自行车停放问题、打造最宜居住环境问

题的关注，在地区的熟人也增加了许多。这就是町

内会活动的魅力。认识的人多了心里也就更踏实了。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的开馆时间变更　与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同样位于室内的区民活动中心，7/1 起周日、节假日的开

馆时间截止 17:00。因此，服务处前的会谈区也截止 17:00。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日语教室
■ 5/15～10/11的每周二、四30回（设有暑假）10:30～12:00
■ 6,000日元 (30回）

轻松愉快学习日常用语的日语教室。按级别小班授课。

首先，请预约为了分班的面谈（10:00 ～ 17:00、周二、六截止 20:00。

每月第 3个周日休馆）※原则上以在中区居住或工作，且年满 16 岁以上的

日语初级学习者为对象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045-210-0667 ＞

　　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居住的社区建设得更好为理念，开展如下活动。在各自的地区，自主举行认为必要的活动。

举办活动时，会在回览板以及地区公告牌上进行通知。非常期待大家加入自治会町内会，请试着来参加看看吧！

横浜公园

横浜スタジアム

中区役所

中华街

加賀町
警察署

横浜市役所

堀川

地铁関内站

日本大通り站
みなとみらい线 元町·中華街站

 JR 石川町站JR関内站

横浜スタジアム前

薩摩町
中区役所前

前田橋

中区役所前相生町 1丁目

市庁舎前

西の桥

市場通道

横浜スタジアム前

前田桥
中区国际交流处
（中区役所分馆1楼）

役所分馆
国际交流处

関内站南口

にほんごを
まなぼ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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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饲养狗的主人
饲养狗的人，法律上规定对于自己饲养的

狗需登记注册 1 次，有义务每年接种狂

犬病疫苗以及注射后提交证明。

▶饲养狗的登记

请饲养狗开始 30 日以内

（狗宝宝则为出生 90 日以

后的 30 日以内）进行登记。

登记手续费为每条狗 3,000 日元。登记

时发放的“狗牌”是可以证明狗已经登

记过了。即使是搬家，在新家所在的自治

体也需使用该证明，请妥善保管。

▶狂犬病疫苗注射

可以在宠物医院注射疫苗。

接受注射后，请将兽医开

具的“狂犬疫苗注射证明书”提交给区

役所。发放狂犬疫苗已注射票的手续费为

每条狗 550 日元。（有可以发放狗牌与已

注射票的宠物医院。）

＜中区役所生活衛生课（区役所分馆4楼）

　Tel: 045-224-8339 ＞

招募市营住宅、县营住宅的入住者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是可以较低的房租

入住的公营住宅。招募期间，在区役所 1

楼综合窗口发放申请相关的指南（日语）。

刊载有招募住宅的具体内容以及报名条件。

▶市营住宅　

4 月 11 日（周三）～ 20 日（周五）

TEL: 045-451-7777

▶县营住宅　预计 5 月招募

TEL: 045-201-3673

※ 无法阅读招募指南者或是不会用日语

填写申请书者，请持申请书前往神奈川

外国人住宅支援中心（横滨 YMCA 2 楼 

TEL:045-228-1752）进行咨询。周一 

～周五 10 ：00 ～ 17 ：00（英语／ 

周一～周五、汉语／周二、三）

致参加国民健康保险者

▶特定健康诊査的就诊券于 5 月下旬寄出

以 40 ～ 74 岁者为邮寄对象。可以免费接

受为了早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等生活习惯病的检查。可以进行检查的医

疗机构名单（日语）也一同寄出，预约请

个人直接与医疗机构联系。如果想了解可

以使用母语的医疗结构，请与中区国际交

流服务处联系（→ｐ .2）。

▶ 2018 年度国民健康保险费金额决定通

知将于 6 月中旬寄出

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参保人数以及前一

年的收入为基础，计算出 1 年保险费用 

（4月至次年 3月）的通知。6月至次年 3月

共分 10 次缴纳。记载有各月的缴纳期限，

请于缴纳期限前缴清。还设有便利的账户

转账制度。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课

　Tel: 045-224-8315 ＞

截止 6/30 前提交儿童津贴的現況届

为确认 6 月 1 日的发放状况，每年需领取

儿童津贴者提交现状登记表。

如不提交现状登记表，则可能无法领取 6

月以后的津贴，因此请务必提交。资料于

6 月上旬寄出（日语）。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98 ＞

帮助介绍区役所业务、窗口的翻译、在获取各种证明时填写申请表等。

对于用日语办理手续感到不便的人，可向国际服务员求助。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3 窗口

（中文）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在道路上吸烟被罚款2,000日元。
这是为什么？

⇨�在横滨市，从美化街道、防止吸烟的火导致危险的观点出发，将特别是行人多的场所、
繁华街作为“禁止吸烟地区”，禁止在室外公共场所吸烟（包括手持点燃香烟的情况）。

市・县民税（第１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７月２日（周一）
收到市·县民税纳税通知书的人，请在此日之前到便利店（仅限印有条形码的通知书）或银行等支付第 1 期部分的税金。
若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该手续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用英语、中文、韩语、简
单易懂的日语发布行政服
务和活动的信息，每月更新。
http://www.city.yokohama.lg.jp/
naka/chinese/

清扫中区 DAY! 2018

从桜木町站前至大通公园，
一边走一边捡拾垃圾。大
家共同将街道打扫干净，
心情会非常舒畅哦！快来
参加吧！

扔垃圾时请分类！
如果不清楚垃圾如何分类，
可以通过物品名称进行搜索→

垃圾分类方法请点击这里↓
http://www.city.yokohama.lg.jp/
shigen/sub-data/pamph/wakedashi/#f_dashikata

罚款仅在有这个标识的区域（喫煙禁止地区）实施，但在这个区域以外也禁止走路吸烟。
此外，还禁止乱扔烟头。在室外吸烟时，使用便携式烟盒吧。

禁烟小知识
戒不了烟是因为得了一种叫做尼古丁依赖症的病。如果满足一
定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健康保险接受禁烟治疗。即使自己一个
人很难办到，但与医生一起也许就能戒烟了？！
在这里搜索可以进行禁烟治疗的医院！（日语）
http://cgi.city.yokohama.lg.jp/kenkou/kinen/search.cgi

～稍微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边走边吸烟很危险！（也可能烫伤行人。）

・请不要在公园等孩子旁边吸烟
（二手烟有害健康）。

・在餐饮店或者公寓阳台等处吸烟，
可能也会给他人造成困扰？！

Let’s Tr
y

● 5 月 19 日（周六）8:45 ～ 11:00
● JR 桜木町站前广场集合

＜中区役所地域振興（地区振兴）课
　Tel: 045-224-8140 ＞

活动

若问询处的服务没写明“英语对应”、“中文对应”，则表示对应语种仅为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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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中使用的语言存在着与字典中记载的意思有微妙差异的语感。
记住的话，会话将变得更顺畅哦！

“うち”
所谓“内”是表示一定范围内部的词语，但在平时的会话中使用“うちの～”
时，就意味着自己的家人、公司、地区等，是“私たちの～”的意思。此外，
也有只是表示“家”的意思，有些年轻女性也有用“うち”替代“私”来称呼自己的。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在本牧山頂公园尽享春天！
本牧山顶公园是中区最宽广的公园。

拥有可以眺望富士山与晴空塔美景的山、

草坪广场、杂树林、可以尽享 BBQ 的

广场以及溜狗场等，可以在各种各样

的区域游玩。

特别是从现在开始的季节，以多种樱

花为首，杜鹃花、绣球花等，是可以欣

赏美丽鲜花的季节。

与家人、朋友、宠物一起在宽敞的公园

内度过尽享春天的一天如何？

　　日本各个地区都有自治会·町内会这样的居民自治组
织，这些组织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但又不同于居委会。
知道町内会是从回览板开始的。多年前的一天，外出回家
时看到门外放着一个写有“回览板”的硬夹子，里面有几
份近期社区的活动通知和商店街的广告。之后的一个周末，
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女士来我家，手里拿着一样的回览板。
这位女士说明了回览板来自町内会，希望我们能加入。知
道了加入町内会要交年会费，也知道了加入是自愿的，再
看看回览板的内容和眼前这位热心慈善的女士，我们决定
加入町内会。最初的几年，主要是把看过的回览板送到邻

居家，邻居在家时偶尔还会在门前聊几句。有一年轮到我
家负责收会费，当按着名单一家家去敲门时，才知道附近
都住了哪些人，收会费有多不容易。听出我是外国人，有
位老先生很友好地说 :“辛苦了，难为你了”。得益于回览
板的信息，我们参加了社区的防灾训练以及商店街的很多
活动。每年夏秋之际的祭祀活动时，町内会都会为孩子们
准丰富的活动和礼物，参加町内会的祭祀游行、抬神轿也
成了孩子们翘首期盼的事。非常感谢为这些活动做准的人
们，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加入到其中为社区做些事。

（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回览板”带来的町内会

不出去走走吗 

公园内还设有常驻掌握着狗狗教养相
关专业知识教练以及溜狗场！每周六、
日、二（注册制）

结束后，还可以欣赏杜鹃花、绣球花、西洋杜鹃花以
及百合等，值得一看之处很多。

ウチ

うち

本牧山頂公园

永旺
本牧店

和田山口
巴士站

YC&AC

横浜市立
本牧中学

山手站

根
岸
线

町内会馆前
巴士站

市营巴士“和田山口”或“町内会館前”下车即是

多语言宣传单分发点正火热招募中。外国人集中的店铺、医院、机构等，会送往有需要的地方。
下期将在7月1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