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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内科或小儿科，还应拥有牙科的保健医生，定期检查牙齿！

就以下问题咨询了在中区从事诊疗工作的外国医生

为了永葆健康 找位保健医生吧
　　保健医生是指，身体稍有不适时可以随时就诊，包括预防疾病在内的可以接受健康管理的贴身医生。

一般在“～クリニック”或“～医院”等町内的小医院里。在日本，患病时急急忙忙地赶去大医院，也不

能马上就诊，还会花费更多的钱。患病后慌慌张张地找医院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时有位可以随时咨询的保

健医生，那么患病时就能安心许多！

① 与大医院相比，等候时间短，办理就诊手续简单。

②  需要住院或接受更详细的检查等情况时，可以为您指示、介绍

合作的专业医院或合适的诊疗科。

③  因了解您及您家人的病情、病史以及平时的健康状况，可以根

据您的情况，研究适当的治疗方案。

④ 可以为您提供饮食方面或预防接种等日常健康管理的建议。

① 离家近，随时可以去。

②  认真听取患者的话，关于健康

问题容易咨询。

③  以易懂的方式向您说明药物、

治疗方法以及疾病情况。

④ 在附近一带的口碑好。

横滨医院　马莉云医生（中国出生）

Q.　到医院就诊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 到医院就诊时，请携带本人的保险证。如果正在服药，请将药一起带去。此外，

领药时必须要接受诊察。如果语言不通，您也可以让医生写在纸上，之后再让

懂日语的人给您解释。

Q.　日本与中国的医院有哪些不同之处？

A.　与中国相比，在日本看病所花的时间和手续少得多。无需为了看病在前一

天就开始排队，也无需多次付款。

Q.　外国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

A.　日本的医疗保险中有一项“高额疗养费支付制度”，就是如果产生了高额

医疗费，超过一定额度（一般收入家庭的月额约为 8万日元）的部分将由保

险承担。很多外国患者在患上需要手术的大病后，认为回国治好。其实在这种

时候，只要在日本支付健康保险费，就可以用很低的金额获得高质量的治疗。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到中区国际交流处寻求帮助

中区国际交流处将为您提供医疗翻译服务（详见 p.2）及介绍可用

外语就诊的医院。此外，还会向您介绍一般医院的就诊方法。除

此之外，还会为您准备多语言病历表，让您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也能将病情告诉医生。不只是在遇到困难时，在遇到困难之前也

随时欢迎您来咨

询。
工作时间：10:00 ～ 17:00（星期二、星期六至 20:00）
休馆日：每月第 3个星期日、12/29 ～ 1/3
对应语言：英语、中文、日语
地点：中区役所分馆 1楼

除了医疗之外，中区国

际交流处还提供与日常

生活相关的咨询，可以

收集到关于 VISA 和学

校等各类信息。如果您

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

前来咨询。

拥有保健医生的好处 选择保健医生的要点

中区国际交流处工作人员的留言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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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医疗保险是用于确保公共医疗保险中不足的保障，没有加入义务。由民间保险公司运营。与公共医疗保险不同，

通常医疗费本身不在保障范围之内，主要是在住院或手术时，多以住院一天多少钱，每个手术多少钱这样的形式来支付。

医疗保险说明
　在日本，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需要加入公共医疗保险（全民保险制度）。参保后，在患病或受

伤等需要医疗的情况下，公共机构等将会承担部分医疗费用。

　公共医疗保险主要有 2 种。个体业主、打工人员、失业人员及其家人等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以

及公司员工或其家人等加入的“健康保险”。必须要加入其中的一种。

　个体业主或在工作单位没有健康保险的人员、失业人员

等，未参加其他公共医疗保险的所有人员加入该保险。

通过区役所加入。就职或搬家时需要办理手续。即使平时不

去医院，缴纳保费也是您的义务，如果按时缴纳保费，去医

院看病时，将由保险承担所花医疗费用的70～ 90％。（依据

年龄）

　疾病、受伤、牙齿的治疗等，几乎所有

的医疗都属于保险对象。因此请务必办理手

续，以备不时之需。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保险年金）课

TEL ：045-224-8315 ＞

・工会掌管健康保险（組合健保）

�以公司为单位，由设有健康保险工会的企业

的员工及其家人加入

・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協会けんぽ）

�由未设健康保险工会的企业的员工及其家人

加入

・共济组合

�由公务员、教职工或其家人加入

通过工作单位参加，保

险费也从工资中扣除。

保障内容因参保的种类

而异。

国民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多种）

公共医疗保险（参保是义务）

75 岁以上的人士加入“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保险。

可以利用医疗翻译
中区政府国民健康保险系职员的留言

　　健康保险由全民缴纳的

保费支撑。缴纳困难时，请

咨询我们。

　　此外，不缴纳国民健康

保险费，签证更新等将会受

到影响 !!

接受癌症检查吧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早发现身边的疾病癌症，以便接受合理的治疗，
大家都来接受癌症检查吧。根据年龄，会赠送癌症检查免费券
（日语）。即使没有收到免费券，如果超过对象年龄（因部位而异），
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就能接受癌症检查。
免费癌症检查对象人员
・子宫颈癌�:20�岁的女性
・乳腺癌�:40�岁的女性
�

详细请参照 http://translate-zhs.city.yoko-
hama.lg.jp/kenko/14594.html�。
此外，国民健康保险参保人员仅需 1200
日元即可接受一般体检。（详见 p.3）

　去医院时，您是不是担心无法用日语说明症状，

或是听不懂治疗解释呢？这种时候可利用医疗专业派

遣翻译，让您放心接受诊疗。下列医院免费提供 11 种

语言服务。该服务仅限NPO法人MIC神奈川的合作医院。

　如果您需要 MIC 的医疗翻译，请先到下列医院

咨询负责人。被认定为必要时，医院的负责人会委托

MIC 派遣翻译。

※去医院时，请务必携带保险证。如果没有保险证，则必
须支付全额的费用。

・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市民综合医疗中心

（南区浦舟町 4-57）�TEL ：045-261-5656

※如果没有保健医生的介绍信，则无法就诊。

・横滨中央医院

（中区山下町 268）TEL ：045-641-1921

上述两家医院都是设有内科、外科、妇科、眼科等 18
个诊疗科目的综合医院。

民间医疗保险（参保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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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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此服务员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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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住习惯的日本抚养孩子，感觉有些疲惫。好想去
美容院或是外出购物，让自己放松片刻。这种情
况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放一下孩子呢？

⇨有，那就是“横滨育儿支援体系”。

市·县民税（第 1 期）的缴纳期限为 6 月 30 日（星期四）
收到市·县民税纳税通知书的人士，请于该日之前到便利店（仅限带条形码的纳税通知书）、银行等缴纳第 1 期的税金。
如果办理转账手续，则非常方便。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的入住者招募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是指能以较低房租入
住的公营住宅。招募期间，区役所1楼

総合案内处将发放附有申请书的招募指南
(日语 )。内有招募住宅的内容介绍和申
请条件等。

▶市营住宅 /4 月 13日（星期三）～22
日（星期五）　TEL:045-451-7777
▶县营住宅 / 预定于5月招募　
TEL:045-201-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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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星期五�10点～ 17点（中文 /
星期三10点～17点）

高中奖学金
①监护人在市内居住、②学习成绩优秀
（在5个阶段的评价中，学习成绩平均在
4以上）、③学费困难者（家庭收入低于
800万日元）每月发放5000日元。无需
归还　
招募人数 /480人左右（选拔）　
申请 / 向各学校提交在县内高中和中区役
所1楼総合案内处发放的申请表（日语）
　＊提交期限因学校而异（4月内）。关
于申请条件，请参阅申请表。
＜教育委员会高中教育课 TEL:671-
3272 ＞

致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士
▶ 5 月下旬寄送特定体检就诊券
寄送对象：40～74岁的人士。只需1,200
日元，就可接受早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
高血脂等生活习惯病的检查。可就诊的医
疗机构一览表（日语）也会一同寄送，请
您直接向医疗机构预约。如果想了解可以
使用母语的医疗机构，请咨询中区国际交
流处 (→P1)。

▶ 6 月中旬寄送 2016 年度国民健康保
険料額決定通知
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参保人数与上一年收
入算出1年保险费（4月至次年3月）的
通知。从6月至次年3月，分10次缴纳。
通知中记载有各月的缴纳期限，请在期限
之前缴纳。也可通过便利的账户转账方式
缴纳。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课 TEL:045-224-
8315 ＞

儿童补贴现状报告的提交期限　
为 6 月 30 日

为了确认6月 1日的情况，每年儿童补
贴的领受者需要提交现状报告。
如果没有提交现状报告，就可能无法领受
6月份以后的补贴，请务必提交。将在6
月上旬寄送文件（日语）。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045-
224-8198 ＞

用日语玩耍
这是父母和幼
儿子女一边玩
耍一边学习简
单日语的场所。
无需申请。请
直接前往会场。
日期 /4月 7日 (星期四 )、5月12日 (星
期四 )14点～15点
会场 / 中区地区育儿支援据点のんびりん
こ（关内站前セルテ9楼）
＜のんびりんこ TEL:045-663-9715 ＞

入会说明会（请事先向事务局预约）
▶のんびりんこ (关内站前セルテ 9楼 )
4/15( 星期五）、27( 星期三）、5/13( 星期五 )、24( 星期二）、
6/15( 星期三）、30( 星期四）　10点 30分～ 11点 30分

　　这是以希望寄放孩子的人士（使用会员）和负责照看人员（提
供会员）为会员，由事务局进行协调的会员制活动。首先，请参
加入会说明会（日语），注册会员。另外，会向您说明使用方法。

什么情况下可以寄放孩子？
遇到红白喜事、较大孩子的学校有事、或是想自己学习、想去医
院·美容院·购物时，以及希望放松一下等等情况。
也可委托幼儿园和保育园接送孩子。

提供会员（负责照看人员）是什么样的人？
居住本地区并接受过保育培训的人员。

寄放地点在哪里？
原则上为提供会员的家里。

多大年龄的孩子可以寄放？
出生后 57天至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什么时候可以寄放？
原则上为上午 7点～下午 7点内的必要时间。

费用是多少？
1 小时 800日元（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为 900日元）。点心
费等另计。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发布英语、中文、韩语、简
单日语的行政服务和活动
的信息，每月更新。也可
阅览到本报纸。还带有机
器翻译功能。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

招募接受过培训，可在自己家里等地方照看寄放孩子的志愿者。非常欢迎除了母语之外会日语的人。首先请参加入会说明会（需预约）。提供会员招募中

横滨育儿支援体系中区支部事务局
TEL:045-663-0676

大家一起打扫街道，会心情舒畅！

中区清洁日　2016 
从桜木町站前开始至横浜公园，
一边走一边捡拾垃圾。您不想
也来打扫一下街道吗？
● 5月 21日 ( 星期六 )
　8:45 ～ 11:00
● JR桜木町站前广场集合
＜中区役所地域振興课 TEL:045-224-
8140 ＞

问询的回答如没有没有写明“英语回复”“中文回复”，则仅为日语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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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国际交流处・日本语教室
　　您可以在这里快乐地学习日常生活常用日语。按不同级别，以
小组形式上课。※ 原则上以居住在中区且在职的 16 岁以上的外国人为对象。
■ 5/17 〜 10/6 每周星期二、星期四（30 次、有暑假）10 点 30 分〜 12 点
■ 6,000 日元 (30 次）
首先请预约面试，以便分组。（10 点～ 17 点、星期二和星期六至 20 点。第 3 个星期
日休息）　＜中区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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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所分馆
国际交流处

関内站南口

不出去走走吗 

秋季活动精彩纷呈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倒了，

当时一阵钻心的疼…过路人帮忙叫来救护车，我迷迷糊

糊地被送到了附近的急救医院。后来被诊断为腿骨骨折，

需要住院 1、2 个月手术治疗！要住院啊！我马上想到，

在中国住院要家里人给送饭的，晚上还得陪床…丈夫每

天要上班，这可怎么办？就这样带着不安的心情开始了

住院生活，没想到手术后不能动弹的那段日子，一日三

餐营养可口的配餐端到自己的床边，永远面带微笑的护

士小姐问寒问暖，无微不至。洗澡、上厕所等细小问题

更不用担心。

　　腿骨恢复得很快，一个多月就

出院了。一直担心的住院费也比我想象的少得多！我加

入的是国民健康保险，自己负担 30%，没想到出院后 2、

3 个月又来通知退回来了一部分钱。原来医疗费的个人

负担额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的金额都退回给本人，

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太人性化了！

在日本加入了健康保险就可以安心地生活了。

（中区国际交流处中文工作人員）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在日本住院，多亏加入了健康保险

到横滨棒球场观看专业棒球吧

现正征集多语言宣传报的接收单位。有外国人集聚的店铺、医院以及机关等，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寄送。�

观众席位
　　热闹的拉拉队是日本专业棒球的特色之一。如果您希望与
拉拉队一起热烈欢呼，建议在外场席位观战。门票是 2,100 日
元起价。如果您希望仔细观赛，建议到内场席位观战。门票
是 3,100 日元起价，比外场席位贵。横滨球场的 1垒侧为主队
海湾之星的支持者席位，3垒侧为对方球队支持者席位。此外，
横滨棒球场还有与普通席位相比更接近棒球场的身临其境的刺
激席位以及数种舒适包厢等各种席位。

专业棒球赛举办日的娱乐
　　有可从外场后方绿色屏障下面的
搬入口眺望棒球场并拍照的“DREAM�
GATE”和儿童游戏区。有时还会有露天
啤酒花园闪亮登场。不仅是棒球观赛者，
任何人都可开心度过。详细情况，请参照主页 www.baystars.
co.jp
＜横滨棒球场 TEL:045- 661-1251（语音向导・日语）＞

　　横滨有 3支专业足球 J 联赛球队。这是其中

之一的横滨水手队所做的地区贡献事业。是可

以快乐学习室内足球的教室，当天在会场受理。

【小学 1 〜 3 年级】

4/12・26、5/24、6/7・21、7/5　17:50 ～ 19:10

【小学 4 〜 6 年级】

4/19、5/17・31、6/14・28　17:50 ～ 19:10

＊每次 1,200 日元，举办日期全部为星期二，每次最多

30 人

横滨文化体育馆还是专业篮球队横滨海盗队的主场之一，

今年也可观看激动人心的专业比赛。除此之外，以全国

柔道大会为首，还有体操、乒乓球、舞蹈大会，职业摔跤、

杂技等赛事。

＜横滨文化体育馆 TEL ：045-641-5741（日语）＞

横滨文化体育馆
举办横滨水手 (Yokohama F. Marinos)
足球教室

DREAM GATE

にほんごを
まなぼう

　　现在是观看体育赛事的最佳季节。位于关内站前的横滨棒球场是专业棒球横滨 DeNA 海湾之星的大本

营。比赛之日，欢呼声响彻球场内外。虽然电视和收音机等也实况直播棒球，但在球场中与周围的人一起

加油呐喊，会更加令人感慨。请一定到场观看啊。 地下鉄
関内站

横浜棒球场JR 関内站JR 関内站

元
町
通
り

フェリス
女学院

公証役場

JR 石川町站

首都高石川町 JCT

地下鉄
伊勢佐木
長者町站

横浜吉田
中学校

日本大通站

不老町

    横浜文化体育馆

横浜公园
横浜
市役所

DREAM
GATE

2016年下期7月1日 ( 星期五）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