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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题字：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书法家）

生病时不会感到困惑
　　冬季是流感频发的季节。持续高烧、头痛及肚子痛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得去看医生。但是，在国外

接受治疗时，语言和费用问题确实令人担心。这里介绍一些相关的信息。

担心语言沟通
即使语言不通，
以下帮助您将症状告诉医生

●多语种就医问诊表
　　多语种就医问诊表是就诊
时须传递信息的日文对照表，
包括疼痛、发烧、头晕等症状、
有无过敏反应、有没有在服药
等。你可以指着自己的症状部
位向医生说明。多语种就医问
诊表上有关于 11 个诊疗科目
的说明。也有关于各就诊科目
内容的说明。您也可以在网页
上下载多语种就医问诊表。http://www.kifjp.org/medical/。
中区国际交流处 ( 下栏）也可索取。

【语言】英语・中文・韩国朝鲜语・菲律宾语・泰语・
尼泊尔语・越南语・印尼语・柬埔寨语・老挝语・俄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
克罗地亚语

【诊疗科目】内科・外科・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精神科・
儿科・皮肤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

◎10点～17点
　(星期二・星期六到20点）

◎第3星期日休息

◎関内车站前CERTE6楼　

电话：045-210-0667

※英语・中文・日语接待应对

制作 ：NPO 法人
国际 HEARTY 港南台 /（公财）
神奈川国际交流财团

如果想找精通母语的医生

●中区国际交流处
　　这里有懂英语・中文的工作人员，您可以从横滨市医
师会名单了解相关情况。也可以索取上述的多语种就医问
诊表。感到困惑时可以先去中区国际交流处了解情况。

英语工作人员
田中良子

中文工作人员
劉挺

来自交流处工作人员

●AMDA国际医疗信息中心电话咨询
　　AMDA 国际医疗信息中心为您用多种语言介绍无语言
障碍的医疗机构、医疗福利制度。TEL03-5285-8088
英语・中文・泰语・韩国语・西班牙语 每天 9 点～ 20 点
菲律宾语 星期三 13 点～ 17 点， 越南语 星期四 13 点～ 17 点，
葡萄牙语 星期一，三，五 9 点～ 17 点

须知！
◆首先是去附近的医院・诊所

＊ 如果没有介绍信就去大医院，有可能会需要额外费用。

另外，还有些医院没有介绍信不接受就诊。

＊ 还有些医院会有派遣的 NPO 法人・MIC 神奈川的医疗

翻译。中区附近有以下 2 家医院。您可以用日语向各医

院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单位提出申请。
・横滨市大附属市民综合医疗中心（南区浦舟町 4-57）

　电话 ：261-5656　＊需要经常就诊医生的介绍信
・横滨中央病院（中区山下町 268）TEL641-1921

◆带上健康保険証（健康保险证）前往
　　如果没有带上健康保险证，需要支付相当高的费用。

→详情见第 2 页

◆在调剂薬局（药房）取药的情况很多
　　就诊后，结账、拿处方去药房拿药支付药费。在医疗

机构、药房两处支付费用。

出现肚子痛、
感冒等轻微症状时

医院・诊所等（经常就诊的医生）
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
各诊疗科目的医疗机构

需要做精细检查、
对症治疗住院、做手术时

介绍信
（经常就诊的医生开的）

中区多文化节
12/14（星期日）11点～15点30分
技能文化会
（JR関内站南口・地铁伊勢佐木長者町站出发不远）

有很多国家的音乐、食物、小朋友的作品展等
＜中区国际交流处 电话：045-210-0667＞

也有中到
奖品的

抽选会！

折纸工作室

医院
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
门诊处有许多诊疗科目

身体最宝贵。
不适时不要犹豫，
请前来咨询。

我曾经看过日本的牙科医
生。在日本有许多开业牙
医，对此我很吃惊。我会
带着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大
家解疑。

http://www.city.yokohama.lg.jp/naka/chinese/chinesenews/
传真 ： 045-224-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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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担心费用
　　在日本无论是谁都会加入某种医疗保险、这样就能花
较少的钱就诊。持有在留カード（居留卡）的外国人也同
样如此。
　　在公司工作的人包括家属很多会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
保险，工作单位没有健康保险者、个体经营者可加入国民
健康保険（国民健康保险）。留学生也同样加入国民健康
保险。办理国民健康保险必须亲自去区役所办理加入手续。

国民健康保险让您安心
＜窗口＞中区役所２楼 25 号
　　　　国民健康保険系
　　　　电话 ：045-224-8315

●�在医疗机关窗口只需要支付就诊�
费用的三成（持保险证）

　　比如感冒，含药费的医疗总费用为 7,000 日元，实际
只需要支付三成也就是 2,100 日元。
　　70 岁以上的人就诊只需要支付 1 ～ 3 成，还没有上小
学的小朋友只需支付两成的就诊费用。0 岁儿童就诊免费＊。
＊ 加入工作单位的医疗保险和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者，请在区役所申

请「小児医療費助成」（儿童医疗费补助），领取「医療証」（医疗
证）。在医疗机构就诊时出示此证可以免费就诊。

●住院分娩时也可安心（需办手续）
　　虽说住院分娩至少要花费约 40 万日元，但是可以领
取 42 万日元的出産一時金（生育金）。
＊ 产妇检查无论加入哪一种健康保险都可以享受检查补贴。将附有

补助券的「母子健康手帳」（母子健康手册）交给区役所 5 楼 54 号。

●�住院・手术需要高额的医疗费时也不用担心�
（需办手续）

　　根据收入会有一个自己承担的限额（比如住民税不征
税的家庭自己承担 35,400 日元），在区役所办理相关手续
后会将超出部分返回给您。

●关于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靠保险费维持。加入保险后如果不交纳
保险费则该保险制度会无法运行。保险费从加入资格生效
后就要开始交纳，如果晚办理加入手续，则需要补齐。我
们可以和您一起考虑合理的支付方式、请尽快来区役所咨
询。也可以要求配备英语或中文翻译。

　　如果有不明白的

地方或者担心的问题

可以前来咨询。（有

英语・中文翻译）

中区役所国民健康保険系的
职员寄语

　　人什么时候会生大病自己也

不知道。如因患癌症等疾病需要

做大手术和住院，这时需要花很

多医疗费。但如果加入了国民健

康保险，比如要花 100 万日元的

医疗费，在某些状况下只需要支

付 3 万 5400 日元就可以（住民

税不征税的人）。

　　住院分娩，自己先垫付实际

费用，事后再申请生育金，但根

据情况也可以预先申请把生育金

直接向医院或产院汇款。

为了预防威胁生命的疾病

★请接受特定健診（特定体检）
　　国民健康保险的 40 ～ 74 岁的加

入者，会在 5 月下旬收到 1,200 日元

就可以体检的「特定健診受診券」（特

定体检就诊券）。加入工作单位健康

保险的人可以在工作单位接受体检。

★请接受がん検診（癌症体检）
　　在日本死因排名第一位的是癌症。癌症是恐怖的疾病，

如果早期发现进行治疗，大多可以治愈。因此定期体检就

很重要。2013 年 4 月 2 日～ 2014 年 4 月 1 日达到下述年龄

者，会收到免费体检的赠券（日语）。就诊时间截止到明

年 3 月 31 日。可就诊的医疗机构一览表（日语）也会一并

寄出。
・子宫癌体检　年龄达到 20 岁的女性
・乳癌体检　年龄达到 40 岁的女性
・大肠癌体检　年龄为 40・45・50・55・60 岁的人

2012 年之前收到赠券的并且还未就诊者也可以接受体检。

（大肠癌体检除外）

＊ 发送的资料都是日语说明。读不懂日语者可以去中区国

际交流处（→ P1）。交流处的工作人员会代读后将内容

传达给您。另外，横滨市还有其它收费癌症体检处。也

有相关的介绍。

年末年初医疗机构休息
　　年末年初、休息日、夜间出现身体不适时可以去以下地方就诊。就诊时请带上保険証（保险证）及现金。

● 12/30 ～ 1/3 及
　星期日・节日的白天通常会照常开诊

中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中区休息日急患诊疗所）
中区本牧町 2-353　
电话 ：045-622-6372（日语）
10:00～16:00  / 内科・儿科

●夜间就诊

横浜市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横滨市夜间急病中心）
中区桜木町 1-1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电话 ：045-212-3535（日语）
20:00～24:00/
内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　＊全年无休　

Washington
酒店

〒

马车道站③出口

相生通り
巴士终点站

地铁线

无停车场
路旁有停车计时器

横浜市歯科
保健医療
センター

横浜市歯科
保健医療
センター

関内→

JR 线

弁天桥弁天桥

大江桥大江桥

←横浜

桜木町站

●休息日、夜间突然牙疼时

横浜市歯科保健医療センター
（横滨市牙科保健医疗中心）
中区相生町 6-107
电话 ：201-7737（日语）
＜12/29～1/4、休息日＞10:00～15:30、
19:00～22:30 ＜休息日以外＞19:00～22:30

忽然发烧
！

被牙疼困
扰！

便利商店

小港

根岸

本牧

元町

中区休日急患
診療所

市营地铁桜木町站

Pio City

JR 横浜→
桜木町站

横浜市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関内

便利商店

小港

根岸

本牧

元町

中区休日急患
診療所

市营地铁桜木町站

Pio City

JR 横浜→
桜木町站

横浜市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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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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餐饮店工作。为办理课税证明想要申报税。听说申报税必
须有「源泉徴収票」（源泉征收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从来没
有收取那个。怎么办才好呢？

⇨税金申报时必须提供「源泉徴収票」（源泉征收票）。1
月份前后可以从雇主那里得到。雇主有交付「源泉徴収票」
（源泉征收票）的义务。如果没有交给您，您可以提出要求。
如果您平时对工作天数和领到的工资做了记录，进行咨询
时会对您有用。
　　为难的时候可以向右边咨
询机构进行咨询。有拖欠工资、
解雇、劳动条件等劳动相关问
题的外国人咨询窗口，您可以
通过电话或者本人前来用英语
或中文进行咨询。感到困惑时
不要一个人独自烦恼，欢迎您
前来咨询。

市・県民税（市・县民税）（第 4 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2 月 2 日（星期一）。
收到市・县民税纳税通知书的人，请在此日之前到便利店（仅限印有条码的通知书）、或银行等支付第 4 期部分的税金。若使用账户转账
的方法则更方便。

年末年初生活备忘录
中区役所 12 月 27 日（星期六）～ 1 月 4
日（星期日）休息。＊ 27 日 9 点～ 12 点
只对外开放戸籍（户籍）课、保険年金（保
险年金）课、子ども家庭支援（儿童家庭
支援）课。
中区国际交流处 12 月 29 日（星期一）～
1 月 3 日（星期六）休息。     
●垃圾和资源品的收集
年末年初中有些日期不收集垃圾和资源品。
12 月中旬在各垃圾收集处会张贴年末最
后收集日和年初首个收集日。绝对不要在
不收集的日期将垃圾和资源品丢放在在垃
圾收集处。
＊ 如果您不了解垃圾如何分类可以使用

Mictionary。
Mictionary 是一种可以通过电脑和智能手
机快速查询到到垃圾分类相关信息的系统。
如果您对垃圾分类有疑惑可以使用该系统。
您可以通过下列网址进入。该网页还有英
文版和中文版。http://cgi.city.yokohama.
lg.jp/shigen/bunbetsu/

市・县民税的申报
1 月 1 日住所在中区者必须申报市・县民
税。但是，通过工作单位缴纳市・县民税
者或者进行所得税确定申报者则不需要申
报。办理签证更新时，需要区役所出具课
税证明或纳税证明。如果没有申报市民
税・县民税则不予出具课税证明或纳税证
明。请于 3 月 16 日（星期一）前带上源
泉征收票和印章到区役所 4 楼 43 号窗口
申报。如果没有收入则申报“没有”。
＜中区役所税務（税务）课 

电话：045-224-8191 ＞
另外，1 月份区役所会将记录上一年交纳
保险金的「年間納付済額のお知らせ」寄
给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家庭。在填写税金
申报单时需要该资料，请妥善保管。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养老保险金）课

电话：045-224-8315 ＞

召集外国市民志愿者
外国市民活动队，是一个行政部门跟初来
日的外国人之间做沟通桥梁的活动小组。
比如，我们随同横滨市一起，在某日语学
校为初来日的外国学生进行了废弃物分类
投弃的讲座。我
们还在继续召集
人员。
条件如下
1， 居住在中区，
或者附近区的外
国市民。
2， 能参加用日

语举行的研修会。（日期未定）
3， 能参加不定期的推广活动。
＜联系我们 中区民活动中心 
　电话 ：224-8138

  na-katsudo@city.yokohama.jp ＞

臨時福祉給付金・子育て世帯臨時特例給
付金（临时福祉补助金・育儿家庭临时特例
补助金）的申请期限是1 月16 日（星期五）。

尚未完成申请的人请在 2015 年 1 月 16 日
（当天邮戳有效）前邮寄申请。如果不申

请就无法收到补助金。
如果想要知道申请书索取方法、享受补助
金条件、申请书的填写方法、附加文件等
详细信息，或者想听外语说明，请按以下
方式咨询。
＜专线电话：0120-400-575
　9：00～18：00 可对应英语、中文等＞

下一期于3月2日
( 星期一)发行

・摆放地点
中区内的ＪＲ线、市营地铁、京急线、みな
とみらい线各站的横浜市推广箱、区役所、
公共设施等地方

・您也可以通过网页浏览
中区役所发行的多种语言宣
传内容也可以在中区役所多
种语言网页上浏览。

����������������中区多种语言网站→

　

可用英语或中文免费咨询劳动相关问题的机构

●かながわ労働センター（神奈川劳动中心）
　　外国人劳动咨询（中区寿町1-4）
（中文）每星期五13点〜16点　※没有英语咨询
电话：045-662-1103
＊使用日语的一般咨询　
星期一〜星期五　8点30分〜12点、
　　　　　　　　13点〜17点15分
　　　　　　　　（节假日、休息日、年末年初除外）
电话：045-662-6110

●神奈川県行政書士会（神奈川县行政书士会）
　外国人免费电话咨询
（英语・中文・日语）每星期五13点30分〜16点30分
30分钟以内的咨询免费　电话：045-227-5560

粗大ごみ受付センター的
电话号码有变更→

粗大ごみ受付センター的号码变
成了市内统一号码。丢弃粗大垃
圾时请联系以下电话号码。

Tel:0570-200-530
＊  12 月 31 日（星期三）～  

1 月 4 日（星期日）休息 志愿者用母语提供帮助的
情景

●咨询回答为日语。
● 在在横滨市的网页上，每个月都有用多种语言发布的「広報よこはま」（横滨信息报）的节选版。另外，横

滨市的网页也可通过机器翻译中文，请点击首页（www.city.yokohama.lg.jp）上方的语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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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预定在2015年3月1日发行

12 月 31 日除夕夜，日本
人有吃荞麦面的风俗习惯。
关于这个习俗的由来有很
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说法
是祈愿人生能像荞麦面一
样细水长流的生活下去。
到了年末，超市和商业街上的商店会在店门口出售荞
麦面。荞麦面的制作方法也十分简单，您也可以与亲
人、家人一起品尝年越しそば度过一年的最后一天。
★材料 (3 ～ 4 人份 )

・荞麦面 4 包　・葱丝　适量
・水　500CC　・荞麦面浇汁（3 倍浓缩调料）100cc
・天妇罗渣或者是天妇罗　适量
★制作方法

① 在锅里放入荞麦面浇汁和水熬汤
② 用另外的锅煮荞麦面，煮好后用笸箩将水过滤掉。
③ 将荞麦面放进碗里，加入熬好的荞麦面浇汁、葱丝、

天妇罗渣或天妇罗。

光之幻想曲
　　正在举办的圣诞节活动，您可以在馆外欣赏到彩
灯齐放的建筑物和烛光映射下的庭园。

★彩灯
　・亮灯时间　12月 31日（星期三）为止
　・亮灯时间　日落～ 23:00　　＊全馆

★意大利山庭园的烛光・花园
　庭园里熠熠烛光摇曳着，您可以在此闲庭信步。
　・时间　12月 20日（星期六）
　　　　　日落～ 19:00（如下雨推迟到第二天）

　　今年在美国山公园也可以观赏到彩灯。7米高的圣诞树用 800 个华丽装饰
彩灯点缀，整个公园用 LED灯装饰环抱。您可以欣赏到一个梦幻的世界。
・亮灯时间
　17：00～ 23：00
　�亮灯日期至12月31日
　（星期三）为止
・交通指南
　みなとみらい线
　元町中华街站
　直通６号出口

呈现礼物箱的彩灯使得圣诞节
气氛更加浓厚。

华丽彩灯为您打造甜蜜的回
忆。

不出去走走吗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真是帮了大忙！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一位朋友几年前来到日本，并有了一

份满意的厨房工作。第二年老婆孩子也顺

利来到日本，正当一家人沉浸在团聚的幸

福之中时，一场大病正向他悄悄袭来…因

为他没加入健康保险，看病要花多少钱

啊？！他真的不敢去医院，但是身体急剧

恶化，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去了医院，花

了全额的诊断费，并被告知必须得做手术…这可怎么办？住院手术

全额医疗费怎能负担得起？真后悔当初没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跟

朋友、家人商量之后，最后鼓起勇气来到了区役所的健康保险窗口。

没想到窗口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并积极为他想办法，过去未

缴的保险费可以慢慢分期付款，他真是激动得流着眼泪回了家…有

了健康保险，自己没有负担多少，手术治疗很快就痊愈了，感谢日

本人性化的健康保险制度。

　　他真诚奉劝刚来日本的朋友们，马上加入健康保险吧。

　　今年就快要结束了。圣诞节是不可错过的年末活动。中区作为横浜市的中心区域充满着异国
风情。这里将举办与美好圣诞节相关的许多活动。您可以与好朋友、家人、亲人一起度过这个美
好的节日。另外您还可以在中区的一些街道上看到漂亮的彩灯。圣诞节和年末期间都可以欣赏到。

年越しそば
（过年荞麦面）

　　在山手西洋馆将召开
「2014 世界的圣诞节」。山手
西洋馆里有山手第 111号馆、
英国馆等 8 个建筑物。各馆
将为您介绍各个主题国家的圣
诞节装饰和文化。还有音乐会、
插花课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举办时间
　�12月 25日（星期四）为止
※期间没有休馆日

・开馆时间　9:30 ～ 17:00
　　　　　　※12月 20日（星期六）～ 12月 24日（星期三）
　　　　　　　的开馆时间为 9:30 ～ 19:00
・交通指南（各馆不同）
　　　　　　乘坐ＪＲ根岸线　石川町站下车
　　　　　　乘坐みなとみらい线　元町中華街站下车

　　银杉树上挂满了让人感
到温暖的彩灯，穿过银杉树就
可看到圣诞节市场。在市场内
的小木屋里可以购买到圣诞节
使用的活跃圣诞节气氛的物品。
广场中央矗立着彩灯装饰的圣
诞树。
・举办时间
　12月 25日（星期四）为止
・市场举办时间　11:00 ～ 22:00
・彩灯亮灯时间　16:00 ～ 22:00　※圣诞树彩灯亮到 24:00
・交通指南
　乘坐みなとみらい线　馬車道站下车步行 6分钟

圣诞节，一代又一代叙述的憧憬
～ Christmas　histories in your heart ～

艾利斯曼公馆的内部。表现捷克圣
诞节情景。

圣诞节市场入口处

Sweet Memory in 美国山公园

体验圣诞节和彩灯

～美国山公园圣诞节彩灯

红砖仓库的圣诞节市场山手西洋馆「2014 世界的圣诞节」

照亮日本大道的彩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