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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ハローワーク（公共职业介绍所）
（p.2）给予的建议

就业时应该参加的保险

就业、跳槽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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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以上的外国人为对象
■ 11/15 ～ 3/16 的每周二、四（30 次课、有寒假）10 点 30 分～ 12 点　
■ 6,000 日元（30 次课）
因分班需要，首先请预约测试。
（10点～ 17点，周二、六至20点。每月第3周日休馆）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 ：045-210-0667 ＞

知道吗？

１. 明确劳动条件
　　无论是正式职员还是临时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请

雇主将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劳动条件以合同

等书面形式给予提示并加以保管。

２. 明确劳动者的义务与权力
　　既然在日本工作，就有纳税和参加保险的义务（根

据条件），同时休息和节假日、工伤赔偿、加班费等

劳动者权益也均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现在神奈川县规定最低时薪为 930 日元以上。

（2016.10.1 当时）

３. 遇到困扰时，在辞职前进行咨询
　　支付的工资不是约定好的金额、不让休息、突然

被解雇等，当出现这样的困扰时，请于辞职前到可以

给予专业意见的机构进行咨询（参照 p. 2）。有很多问

题在过了规定时效或辞职后就无法解决了。

失业保险

满足条件时，失业后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领取生活费。辞
职后需自行办理手续。

工伤保险

因工作的原因受伤或患病时，可以报销医疗费等。保险
费由用人单位全额缴纳，临时工以及兼职也适用该条款。

社会保险

由健康保险（医疗保险）与年金（养老保险）构成。参
加该保险后就医所需费用的 70%由保险负担。

　　根据本人意愿，协助寻找符合条件的工作。为了在日本找工作，不仅仅要

掌握日语的日常会话，最好还要学会使用工作中的礼貌用语。如果还能熟练掌

握如下所述的日本社会基本礼节，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也就变得比较容易。

·遵守时间和承诺
·着装得体，符合 TPO（时间·地点·场合）原则
·可以按时间顺序说明自己的履历

　　如果再加上高中毕业资格，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现在经济景气，

招聘岗位也很多，如果有长时间就职于一个单位的履历，对于找下一份工作也

相对容易些。

外国人专用咨询窗口咨询员　李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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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区是横滨市内外国人居住最多的地区，可供外国人就业的岗位也很多。

下面是在日本工作时需要知道的一些重要事项。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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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劳动中心
中区寿町 1－ 4かながわ労働プラザ（神奈川劳动广场）2楼

　　就工资、劳动条件、解雇、工伤、职场纠纷等，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自主解决有困难时，劳动中心的工作人员将介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进行调解工作。

＜对应语言·受理时间＞（电话·面谈）
中 国 语 ： 每周五  
 TEL ：045-662-1103
西 班 牙 语 ： 每月第 2、4 周三  
 TEL ：045-662-1166

（咨询时间均为 13：00 ～ 16：00，无需预约。
如有会日语的人员陪同，
则周一～周五均可咨询。）

▶咨询内容
　　从 1 年半之前开始在一家销售食材等商品的商铺做营业员。每周工
作 5 天，每天从 11 点到 20 点，但突然被告知店铺要关闭。
　　该店铺没有给员工加入失业保险，因此无法领取失业金。而且该员
工在去年因腰痛休息了 5 天，当时提出希望公司按“休年假处理”，但没
有得到认可。

▶协调结果
　　对用人单位说明了加入失业保险是其应尽的义务，该用人单位随后
补交了失业保险，失业员工最终领取到了失业金。关于年假，在最后的
工资中补发了 5 天工资。

　　劳动者权益和法律等相关事项请来此
咨询。

外籍劳动者咨询热线
＜对应语言·受理时间＞（仅电话）
英 语 ： 周一～周五　
 TEL ：0570-001701
中 国 语 ： 周一～周五　
 TEL ：0570-001702
塔加路族人语 ： 周二、三　
 TEL ：0570-001705

（此外，还可以提供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的咨询。咨询时间均为 10 ：00 ～ 12 ：00、
13 ：00 ～ 15 ：00）

外籍劳动者咨询窗口
中区北仲通 5-57
横滨第二地方合同厅舍 8楼
TEL ：045-211-7351

英语 ：周一、五
9 ：00 ～ 16 ：00（电话、面谈）
还可以提供西班牙语（周二、四）、葡萄
牙语（周三）的咨询。请提前电话确认。

ハローワーク（公共职业介绍所）
中区山下町 209
TEL ：045-663-8609（电话、面谈）

※2015 年 11 月搬迁至此！

＜对应语言·受理时间＞

英　语 ：周一（节假日时为周四）
中国语 ：周二

（此外，还可以提供西班牙语（周三）、
葡萄牙语（周三）的咨询。咨询时间均为
9 ：00 ～ 12 ：00、13 ：00 ～ 16 ：00）

可以咨询有关工作方面问题的机构（均为免费）

所有关于劳动条件以及工伤赔偿等的纠纷
劳动基准法等相关咨询

失业保险以及找工作的相关咨询

横浜公园

公共职业介绍所

中区役所本馆

みなと综合高中

石川町站

関内站

横滨球场

家庭裁判所

川本工业
便利店

至大船

中华街西门

“扇町 1丁目”
十字路口

横滨球场
市役所

至横滨

関
内
站

京滨东北线

石
川
町
站

神奈川劳动中心
（神奈川劳动广场内）

由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咨询

员与翻译人员共同提供免费咨

询服务。

设有咨询专用的房间，严守秘

密，请放心咨询。

　　关于劳动方面的咨询，其内容呈多样化，有的案件需要专业知识，并有计划地
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请先来咨询。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案
例介绍适合的专家。
　　此外，为了防止发生纠纷，
请明确记录工作时间或打卡时间
等，并保管好合同和完税证！

受理时间 ：10 ：00 ～ 17 ：00（周二、六至 20 ：00）
语 言 ：英语、中国语、日语
休 馆 日 ：每月第 3 周日、12/29 ～ 1/3
地 点 ：中区役所分馆 1 楼
电话号码 ：045-210-0667

劳动中心解决的

纠纷案件

首先请咨询国际交流服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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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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国内家人汇款。听说申请税金抚养扣除时，
需要证明材料。需要什么材料呢？

⇨需要可以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和证明汇款的材料。

市县民税 （第 3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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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期部分的税金。
若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

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开始了
在日本，为了防止儿童感染传染病，需接

种多种预防疫苗。从10月 1日（周六）

开始追加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在市内合作

医疗机构＊内可以免费接种。接种对象

/2016年 4月 1日以后出生且未满1岁

的幼儿　＊请携带母子手帳（母子健康手

册）及保险证。

＜中区役所福祉保健课 TEL：045-224-

8332＞

在流感流行之前，请老年人接种流
行性感冒疫苗
老年人患流行性感冒后，病情极易恶化，

因此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在市内合作

医疗机构＊接种需2,300日元。　接种

对象 /65以上者　时间 /截止 12月 31

日（周六）　※请携带在留卡等可以证明

年龄、名字、住址的证件。

＜中区役所福祉保健课 TEL：045-224-

8332＞

接种风疹疫苗或接受抗体检测
孕妇感染风疹后，可能导致出生婴儿眼、

耳、心脏等器官发育不良。请备孕女性与

配偶一起到市内合作医疗机构＊接种风疹

疫苗（3,300日元）。接种过风疹疫苗者，

可以先接受抗体检测（免费），查看是否

有抗体后再进行接种。

接种对象 /19岁以上备孕的女性与伴

侣、孕妇的伴侣 ※未接种过麻疹风疹二

联（MR）疫苗、风疹疫苗，或者仅接种

过一次者。不问婚姻关系　时间 /截止

2017年3月31日　

＜中区役所福祉保健课 TEL：045-224-

8332＞

明年春季保育所入所申请
10/14～11/10（邮寄受理）
保育所是指在监护人因工作、疾病，白天

无法在家照看孩子时，可以代替监护人进

行保育的设施。可以照看出生57天以上

到入学前的儿童，不同保育所可以接收的

年龄也有所差异。

《致准备明年4月送孩子上保育所的家长》

▶领取“中区保育所入所指南（日语、中
国语）”→10月14日（周五）开始在区

役所5楼こども家庭支援课（54号窗口）

进行发放。指南中刊载有提交申请必要的

材料、申请方法、保育费、区内保育园一览、

各保育园的详细内容、保育时间等，并附

有申请书。

▶邮寄申请截止11月10日（周四）
申请后，基于横浜市基准，进行利用调整。

＊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11/16（周

三）～18（周五）受理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045-

224-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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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

のしおり（日语）”。刊载有招募住宅的

具体内容以及报名条件。无法阅读招募指

南的人士或无法以日语填写申请书的人士，

请咨询神奈川外国人居住支援中心（横滨

YMCA2 楼 TEL：045-228-1752）。

▶市营住宅/10月 12日（周三）～21
日（周五）

＊“募集のしおり” 10/7开始发放

▶县营住宅/预计11月招募

申请抚养扣除的家属需符合的主要条件
·依靠您的汇款生活
·年收入总金额在 38万日元以下
·满 16岁以上
·配偶以外 6亲等以内的血缘关系、3亲等的姻亲关系
　※为符合条件的配偶特地设有配偶扣除的项目

＜可以证明亲属关系的主要材料＞
　　户口簿以及类似材料、国家以及公共机构颁发的出生证明、结婚证等。
为了可以证明与您有亲属关系，可能需要多份证明材料。
※需提供原件及日语译文
＜可以证明汇款的主要材料＞
　　国外汇款委托书副本　※多位亲属时，需要每人一份

汇款材料的注意事项
· 汇款委托书是可以证明您已通过日本金融机构向国内账户汇款的材料。因此，
回国时直接交给亲属或由朋友回国时将现金带回去时没有汇款委托书，便无法
申请抚养扣除。
· 向代表人一个人的账户中汇款时（例：向国内妻子的账户内将父母的生活费也
一起汇过去等），只有一个人的汇款依赖书，因此也只能申请一个人的抚养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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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区多元文化节
▶12/11（周日）11:00～15:30　
▶技能文化会館（出伊勢佐木
　長者町站·JR関内站即是）
展示众多国家的美食、舞蹈、  
孩子们的作品、日语演讲等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TEL：045-210-0667＞

与孩子们一起欣赏众多国家的
连环画、歌曲！
▶ 11/29（周二）11 点～、14点～
▶のんびりんこ
（中区住吉町1-12-1 belle横浜3楼/関内站）
父母与孩子们一起阅览多语言的连环画、
一起唱歌，尽享愉快的时光。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 TEL：045-224-8138＞

在国内给抚养的每位家属均开设账户，并向每个账户分别汇款，保管好所有的汇款委托书。重要事项

（＊） 市内合作医疗机构→希望通过英语、中国语了解相关机构者，请咨询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中区役所分馆·TEL ：045-210-0667）

● 如工作单位每年年底给予调整，工作单位会要求申请者
提供以上材料。

● 在区役所或税务署申报税金者，申报时提交以上材料。

横滨中税务署（中区山下町 37-9）
TEL ：045-651-1321（请听到日语语音提示后选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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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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会有一词多意的词语。记住这些，与日本人交流就会变得十分顺畅哦！
“どうも”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道谢）、どうもすみません（道歉）→前面加上“どうも”
会感觉比较有礼貌。どうもおかしい→表示非常不理解的心情。还有单独使用

“どうも”的用法，表示轻松的寒暄与道谢。是代替“好久不见”“你好”“谢谢”
的简便说法。

点滴日语

～与日本人交流篇～

大街小巷飘荡着悦耳的音乐
不论专业还是业余，众多歌手在街头开演唱会。

10/1( 周六 )

11:00 ランドマークプラザ

12:00 JR 桜木町站前广场

14:00 MARK IS みなとみらい

10/15( 周六 )
12:00 MARK IS みなとみらい

13:00 グランモール公园　美术广场

10/22(周六 )
13:30 ランドマークプラザ

14:00 元町购物街

10/28(周五 ) 18:00 合味道纪念馆

10/29(周六 ) 13:00 ランドマークプラザ、山下公园

11/5( 周六 )
13:00 みなとみらい站（检票口外）JR桜木町站前广场

18:00 合味道纪念馆

11/12( 周六 )
11:00 クイーンズサークル（クイーンズスクエア1楼）

13:00 グランモール公园　圆形广场

11/19( 周六 )

12:30 ヨコハマ創造都市中心（馬車道站）

13:00 グランモール公园　圆形广场

13:30 クイーンズサークル（クイーンズスクエア1楼）

11/26( 周六 ) 13:00 JR 桜木町站前广场

Tower of Music
● 10/22（周六）、11/26（周六）13:00～ 15:00

●横浜マリンタワー 1楼画廊展厅

中区民祭
ハローよこはま2016
10/9（周日）10:00 ～ 16:00
横浜公园·日本大通り
　　载歌载舞的大舞台，还可以品尝到

各种美食。

＜中区役所地域振興课 TEL：045-224-

8132＞

横濱 JAZZ PROMENADE 2016
＜街角音乐会＞
● 10/8（周六）·9（周日）

●関内站前（横滨市厅舍前）、馬車道

路（関内ホール前）、イセザキ·モー

ル 1·2St.、CROSS STREET（伊勢佐

木町 4丁目）、馬車道站内等

音乐厅、爵士俱乐部等付费项目请浏览

http://jazzpro.jp/（日语）

http://jazzpro.jp/en.php（英语）　

大家欢快音乐节
● 10/16（周日）11：30～ 17:30

●日本大通り、関内站南口、横浜公园

活动现场设有美食屋台、体验型工作室，

乐趣无穷。音乐节闭幕时演出人员与观

众们一起载歌载舞。

秋天的横浜
是音乐之街

　　今年是 3年一度的“横滨音乐节”召开之年。除在室内、音乐
厅举办各种音乐会外，还可以在大街小巷免费欣赏各种各样的演出。
悠闲地在街道漫步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美妙的音乐。付费项目请
浏览 HP。http://yokooto.jp/zh-hans/（中国语）
＜横浜アーツフェスティバル执行委员会 TEL ：045-663-1365 ＞

　　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父母从故乡接到日本，有关

「孩子在日本如何接受教育 ? 怎么考高中？」这样的咨询

也越来越多。在日本考高中必须用日语。对孩子们来说，

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语言并适应新生活非常不容易。为此

有的孩子放弃升学去打工，有的孩子考上高中后又退学。

也有期待孩子打工赚钱而不是去接受教育的家长。

　　众所周知日本很重视学历，其高中升学率已超过

98%，无论是就职、上专门学校还是考取各类资格都需要

高中以上的学历。可以说在日本，高中以上的学历是获

得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条件。

　　神奈川县有为母语非日语的学生考高中的特招制度、

免费咨询窗口、志愿者办的补习班。请家长们积极利用

这些信息。中区国际交流处有介绍和说明。

　　孩子的未来是家庭的未来、社会的未来 ! 支持孩子

接受教育，是父母能赠予孩子的最好礼物和最宝贵的财

产 !

（中区国际交流处学习支援顾问 中国语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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