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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携手，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对于孩子的成长，从出生到进入小学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在每天生活的社区里，孩子们除了家人，还可以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通过这些体验，孩子们的世界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社区里有很多人一看到孩子，脸上就

会露出和善的微笑吧。孩子们的成长是要大家一起来守望的。父母们互相认识，通过与社区住民之间的交往与互

动，孩子们的世界也将更加广阔。进入小学的时候，有认识的朋友也会更加安心。

　　例如，去公园一定会遇到年龄相仿的父母和孩子。即使日语说的不是那么好也没关系。小孩子们语言不通也

可以在一起愉快玩耍。通过孩子们的交往，父母们也会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朋友。

　　此外，还有像下面这样可以结交朋友的场所。

【开馆时间】周二～周六 10:00 ～ 16:00 ＊节假日也开馆

TEL: 045-663-9715

中区住吉町 1-12-1　belle 横浜 3楼

　　初为人父母时，无论谁都会感到非常开心。但是，初

次育儿没有经验，的确会困惑多多。家乡远的话，连一个

可以依赖的人也没有，会感到孤独无助、不知所措吧！

　　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来这里吧，这是孩子开心玩耍的同

时，父母们也可以成为朋友的地方。

在宽敞的房间里，孩子可以自由自

在地玩耍。妈妈们可以一边守护着

孩子一边聊聊天。

如同在家里般舒适自由，可以完全放松的场所
地区育儿支援基地“のんびりんこ”

通过 SNS 认识
并结伴前来的
中国妈妈们的心声

我们会用各个的

问候语，欢迎大

家光临！

学龄前儿童（主要为 0～ 2岁幼儿）与监护人可以

使用。初次使用的父母，需要先在前台进行使用登记。

可以自带午餐在这里用餐哦

很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咨
询有关午睡、保育园等等不
太明白的事。还可以顺便学
学日语（笑）。

这也是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学着与
其他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场所

这里没有外国人和日本人
之分，希望来这里的每个
人都可以非常放松。请不
要有任何顾虑，我们全体
员工将以最真诚的笑容欢
迎您的光临！

有好多玩具

馆长安田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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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浜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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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春季，正是外出游玩的季节哦。介绍一下可以带上小朋友一起外出游玩的好去处。

◆野毛山动物园
　　动物园免费入园。有
狮子、长颈鹿、企鹅等约
100 种动物。在“なかよ
し广场”， 还可以亲密接
触小家鼠、天竺鼠等小动
物（开放时间请咨询园内）。
还举办观察动物进食的活
动。可租赁儿童推车。
时间／ 9:30 ～ 16:30
（入园截止 16:00）　
休息日／周一（5月无休）　
交通／从日ノ出町站需 10 分钟、
桜木町站需 15分钟
（西区老松町 63-10）TEL: 045-231-1307　

◆ 柏葉公园小木屋   
“オークロッジ（橡木屋）”
　　在木质结构的建筑内设
有攀爬网、旋转滑梯、地下
迷宫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大
型游乐设施。小一点的孩子

可以在装
满彩色球
的球池里
玩耍。
＊免费

时间／ 9:00 ～ 17:00
（11、12月9:00～16：30）
休馆日／第 2周一　交通／
巴士“山元町 1 丁目”下车
需 5分钟（中区柏葉 89-1）TEL: 045-641-1169

◆ 马博物馆      
ポニーセンター（果下马中心）

　　英国产良种马、果下
马等各种马。每周六 13:30
是“胡萝卜时间”。可以
免费给马喂食。还有可以
进行骑马体验的骑马日。
在附近的根岸森林公园宽
阔的草坪上玩耍也是不错
的选择。起伏的草地，非
常适合小朋友们跑来跑去。
入馆时间／ 10:00 ～ 16:00　
休息／周一（节假日、调休日开馆）
交通／巴士“滝の上”下车即是
（中区根岸台 1-3）
TEL: 045-662-7581

＜骑马日＞
尽享乘坐马车（0岁以上、受理截止13：40）、骑马（3岁以上、
受理截止14：15）的乐趣。学龄前儿童可以骑果下马。马博物
馆入馆券（成人100日元、高中小学生30日元）。4～6月的活
动日／4/2(周日)·16(周日)、5/21(周日)、6/4(周日)、18(周日)
＊5/5（节假日）举行特别活动（时间、内容可能有所变化）

◆シャーロック BABy 本牧
　　父母携孩子（学龄
前儿童）前来，是孩
子们可以自由地玩玩具，
父母们可以随心所欲地
聊天的场所。还可以倾
听绘本朗读，是接触日
语的好机会。
时间／平日 10:00 ～
16:00（第 1周二 13:00 ～）
费用／ 300日元
（月票 1个月 1,500 日元）
交通／巴士“三の谷”下车
步行 3分钟
（中区本牧和田 17－ 17）　TEL: 045-263-8647

◆HAPPY LAWSON山下公园店
　　在山下公园眺望
大海，风景绝美，公
园里还有许多美丽的
花坛。公园内还设有
育儿支援的便利店
HAPPY LAWSON。设
有可免费玩耍的木质
娱乐设施，孩子们可
以尽情地玩耍。免费提供冲奶粉用的热水。店内还设有
咖啡角，孩子们在玩耍的同时，父母们可以点一些吃的
喝的在这里享用。当然也有面向孩子们的菜单哦。
时间／ 7:00 ～ 23:00（咖啡角 10:00 ～ 19:00 ＊ 10
～ 2月为 10：30～ 17：30）
交通／从日本大通り站需 10分钟

◆中区グランマ（奶奶）保育园
　　即使不是保育园的孩子，父母
也可以带孩子来保育园玩耍或咨询
育儿相关问题（免费）。右侧的招
牌为标志。服务内容各保育园都有
所不同，请向各个保育园咨询。

亲子共度欢乐时光的好去处

本牧山頂公园

本牧神社

新
本
牧
公
园

本牧小

本牧地区
中心

●

● ●

●
●

本牧通り

三の谷

本牧原

派出所●

★
SHERLOCK 
BABy
本牧

各设施仅提供日语咨询，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 045-210-0667可以提供英语和汉语的设施介

绍服务。（→ P.4）
附近的根岸森林公园有宽阔的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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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什么信息？＞
·发生地震等灾害时的避难场所
· 育儿期的妈妈们聚集的沙龙和宝宝学习班
的开设地点及时间
·遇到困惑时，可以咨询的场所等

＜访问员是什么样的人？＞
是当地活跃的民生委员、儿童委员和具
备育儿援助经验的人等。参加过培训的
访问员们不仅熟知育儿知识，还掌握了
防灾等当地生活中重要知识的最新信息。
现在，中区的活动人数为 47人。

～来自访问员的问候～
我们希望能帮助妈妈们交
到当地同处育儿期的朋友，
开心愉快地养育宝宝。

访问员　山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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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窗口
（中文）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
疑问解答

生宝宝后接到了区役所打来的电话，但不是很明白对方
说的意思。电话里称会来家访，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项名为 “你好宝宝访问”的育儿援助事业。对有出生后4个月以内婴儿的所有家庭
进行访问。为大家提供各种与育儿相关的信息，希望大家能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与当地社区
的联系。访问地点在家门口，只需 5～ 10分钟即可。　※免费访问！

市·县民税（第 1 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6 月 30日（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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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该手续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致饲养狗的主人
法律上规定，饲养狗的主人需为狗登记注

册1次，有义务每年为狗接种狂犬病疫

苗注射以及提交接种证明。

▶养狗登记
请在饲养狗开始30日以内

（小狗则为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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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证明狗已登记。即使搬家，在新家所

在的自治体也需使用该证明，请妥善保管。

▶注射狂犬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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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卫生）课

　TEL：045-224-8339＞

截止 6/30 前提交儿童津贴的现状
登记表

为确认6月1日的发放状况，每年需领

取儿童津贴者要提交现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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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045-224-8198＞

致参加国民健康保险者
▶ 特定健康检查的就诊券于5月下旬寄出
以 40 ～ 74 岁者为邮寄对象。花 1，

200日元就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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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请与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联系（→ｐ .4）。

▶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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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年金）课

　TEL：045-224-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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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综合窗口发放付有申请表的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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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周三）～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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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咨询神奈川外国人住宅支援中心（横
滨YMCA 2 楼 TEL:045-228-1752）。　　
周一～周五10：00～17：00（英语／周一
～周五、汉语／周二、三）

高中的奖学金
①监护人居住在市内②学业优秀③学费

困难（家庭收入在800万日元以下）者

每月给予5,000日元补助。无需返还

招募人数／480人左右（选拔）

申请／在读的县内高中。申请期限各学校

不同（4月中）

＜教育委员会高校教育（高中教育）课

　TEL：045-671-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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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儿童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71

清扫中区 DA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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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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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育小宝宝期间，常常会闭门不出。如果家的附近有可以交流有关育儿话题的场所和同样处于育儿期的朋友，自然会觉
得快乐安心。由于访问员也居住在您所在的地区，因此会及时告知您灾害等的当地信息，这也是与社区住民相识的好机会。

还可获赠玩具礼品哦！

　TEL：045-671-3272＞

清扫中区 DAY2017

生宝宝后接到了区役所打来的电话，但不是很明白对方

对有出生后4个月以内婴儿的所有家庭对有出生后4个月以内婴儿的所有家庭
为大家提供各种与育儿相关的信息，希望大家能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与当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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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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仓
库内还

设有各
种活动

的综合
指南窗

口（10
：00 ～

17 ：00
）和活动

展示会哦
！

以红砖为背景的 Jacqueline 花园

日本大通也摇身变成具有横滨风情的时尚街道！

在横浜公园内，横浜独有的

郁金香新品种“恋人之城”

婀娜绽放，美不胜收。

石川町站

関内站蓝线

桜木町站

尽情欣赏春季的鲜花吧 
～Garden Necklace YOKOHAMA 2017
　　全国城市绿化横滨博览会（Garden Necklace YOKOHAMA 2017）将于 3/25 ～

6/4 期间举行。此项活动始于 30 余年前，每年在日本各城市轮流举行，目的在于向

人们传达绿色、鲜花的魅力和绿化的重要性。

　　在活动的主会场之一“港口花园”观赏春季的缤纷鲜花如何？

　　儿子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不安和孤单中度过
的，认识的人很少也没地方可去。带儿子去公园散步，
常会遇到日本妈妈们带孩子在公园玩儿。妈妈们聚在一
起聊天时，因自己的日语不好又跟不上妈妈们的话题，
总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有一位先生到公园发社区育儿广场的宣传单。
看到我不明白的样子，一位日本妈妈很热心地为我做解
释后说：“一起去吧！”她的说明我没太理解，但是“一
起去吧”这句日语能听懂，心里非常高兴。我跟这位妈

妈一起参加了社区育儿广场的活动，才知社区有很多可
以利用的公益设施和为妈妈和孩子们举办的活动。后来
我又参加了亲子俱乐部，工作人员带着妈妈和孩子们一
起做游戏、手工，还定期请营养士、保健师为妈妈们开
育儿讲座。这些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育儿知识和日本文
化，结识了很多妈妈朋友而且日语也进步很大。我一直
很感谢那位妈妈的话：“一起去吧！”。

（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一起去吧！

不出去走走吗 

港未来线

馬車道站

日本大通站 元町· 中華街站
運河公园

新港中央广场

横浜红砖仓库

象鼻公园

山下公园

港の見える丘公园

日本大通

横浜公园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日语教室
　　轻松愉快学习日常用语的日语教室。按级别小班授课。
※原则上以在中区居住或工作的 16 岁以上的日语初级学习者为对象

■ 5/16 ～ 10/5 的每周二、周四（30 次课、有暑假）10:30 ～ 12:00
■ 6,000 日元（30 次课）
因分班需要，首先请预约测试。
（10:00 ～ 17:00，周二、周六10:00 ～ 20:00。每月第 3个周日休馆）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TEL: 045-21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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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関内站南口

にほんごを
まなぼ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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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六）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