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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找工作的时候
针对因各种原因想找新的工作或想打工的外国人，以及想在日本就业
的留学生等，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面向有志于护理工作的人士
在日本，在护理老年人的设施和事业所中，工作人手不足。另外，需要受到
护理的老年外国人也在增加。
在「横浜市福祉事業経営者会」
（横滨市福利事业经营者协会）
，经常举办外
国人从事护理工作的讲座并提供就业帮助。

●介護職員初任者研修
（取得从事护理工作资格的讲座）
一年中举办多次，周一到周五
的每天，约三个月的课程。授课用
日语进行，也用很多的时间学习护
理 所 需 要 的 日 语。 通 过 结 业 考 试
就可取得全国通用的初级护理进修
结束资格，也会被介绍给就业单位。
去年就有 104 位外国人参加了讲座， 大家都带着“将各种各样的护理知识学到手，虽然
难也要努力”、“将来，想在日本或祖国开展护理事
就业率为 91% 以上。讲座举办时间 业”等抱负在学习。
每次都会通知，首先请与他们联系。

●护理工作的中介
介绍在老人ホーム（养老院）
等与护理有关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无资格也没有关系，去年有 115 名
外国人（求职人数有 184 人）获得
了护理的工作。
【就业咨询会，面试会】
■ 2月7日
（星期五）10：
00～14：
30
■藤 泽产业中心 6 楼（湘南 ND 大
楼·从 JR 藤沢站步行２分钟）
＜横浜市福祉事業経営者会
（横滨市福利事业经营者协会）
电话 045-846-4649
（也有英语和中文对应）＞

为了大家能持续地积
极工作，我们对就职
单位进行定期访问和
后续跟踪，欢迎提问
任何有关护理工作的
问题。

护理工作可以一步
步提高，大家在这
里学习，希望绘制
出自己未来的梦想。

您是否具有可以工作的在
留资格？
要在日本工作，需要可以就业的在留
资格，根据在留资格决定可以从事的工作。
★持有「永住者」
「日本人的配偶等」
「永
居者的配偶等」
「定居者」在留资格的
人可以从事任何工作。
★具有「留学」
「家族在留」的在留资格
的人，如果得到入国管理局（入国管
理局）的资格外活动许可」
，可以打工，
但对工作内容和时间有限制。
★「短期滞在」的人不能从事工作。

首先，面向为了工作而想
提高日语能力的人
● JICE 日裔人士就职准备培训
以会简单日语的人为对象，是学习敬语
等工作中所需要的日语、有关劳动制度以及
工作场所礼仪的讲座。
■ 12 月 9 日～ 2 月 25 日的每星期一～星期
五 9 点 30 分～ 12 点 30 分（共 43 次）
■神奈川県社会福祉会館（神奈川县社会福
利会馆）
（从横浜站西口 歩行 15 分钟）请
在 12 月 2 日（星期一）之前到管辖居住地
的ハローワーク（职业安定介绍所）（中
区的人到ハローワーク横浜）申请，并请
带上一张照片（3 cm × 4 cm）及在留卡。
＜ JICE（日本国际合作中心）培训担当
电话 080-5957-2631 ＞

事务局长甘粕先生（右）和
出身于中国的福山协调员（左）

面向希望在神奈川县内的企业就职的留学生

中区多元文化节
12 月 15 日（星期日）
11 点～ 15 点 30 分
技能文化会館（技能文化会馆）
（JR 関内站・地下鉄伊勢佐木長
者町站旁）
世界音乐和舞蹈的舞台，美食和杂货的摊位，
儿童作品展等
大会！
还有抽奖
咨询 ：中区国际交流处 电话 045-210-0667

●面向留学生的联席公司说明会
http://www.kanafan.jp/work#01（日语）

这是集中雇用全球化人才企业的联席公司说明会。参加
的有县内优良企业，有机会和企业的担当人直接对话。免费
进场，请直接到会场。
■ 2 月 19 日（星期三）11 点～ 17 点
■新都市ホール（横浜站东口 横浜そごう 9 楼）
＜神奈川县厅国际课 电话 045-210-3752 ＞
●挥毫题字 ：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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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请到ハローワーク

有关ハローワーク
就职的步骤

（职业安定介绍所）

县府

站
至横滨 樱木町站

咨

询

告知所希望的职务和工
作地点、工作时间等条
件。

职业介绍

介绍所的工作人员会寻
找并出示条件合适的工
作。还帮助询问招聘方 。

面试准备

自己写好简历

加油站

みずほ银行

下铁
市营地 站
樱木町

尽在日本介绍工作单位的公共机构是ハ
ローワーク。也介绍非全职和零工。中区有
ハローワーク横浜，还有带口译的「外国人
雇用服务台」
。请带上护照和在留卡、资格 在有翻译在场的日子，可以通过翻译的陪同
外活动许可书前往咨询。
寻找工作
●ハローワーク横浜「外国人雇用服务台」在２楼 9 号窗口
中区本町 3-30（从関内站步行 10 分钟，从馬車道站步行 3 分钟）
9 ：00 ～ 12 ：00 13 ：00 ～ 16 ：00
＜电话＞ 045-663-8609（44＃）＊使用日语
ハローワーク横浜
＜口译＞中文 / 星期二・五，英語 / 星期一，
（职业安定介绍所）
馬車道站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 星期三
みなとみらい线
7 号出口
＊日 语咨询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及 12
地下铁
3 号出口
月 29 日～ 1 月 3 日除外）
横浜
市役所

市营地下铁
関内站
北口
JR 线
JR 関内站

横浜
スタジアム

面试
（考试）

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
回答面试官的问题。

至石川町站

录

提高日语能力非常重要
通过翻译，可以听取本人的希望来寻找工作，可以详细
询问招聘企业的情况，或询问面试日程等，为找到工作而提
供帮助。
为了在日本工作，日语能力非常重要，不会日语的话找工
ハローワーク横浜
作很难，所以请务必努力掌握日语。＊ 1。
外国人雇用咨询台
難波先生
其 次，
在日本工作必须加入雇用保険・社会保険（雇佣保险
＊2
和社会保险） 。虽然好像有人不喜欢从工资中扣除保险费，但
是在失业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领取到钱，去找医生或去医院看病也可
以少付医疗费，所以这是为大家制定的制度，务请加入。

取

祝贺您！

能和日本人同样用
日语读写及会话的人

可以用招聘检索电脑从全国的招聘
数据库中寻找合乎自己希望的工作单
位，也可以测试自己的适应能力，接受
面向就职的指导，
或者 6 个月到 2
年左右的职业训
＊ 1 在なか国際交流ラウンジ（中区国际交流处）
（関内站前セルテ 6 楼）
，
可以介绍日語教室。 练（电脑，园艺，
＊ 2 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双方负担，社会保険（社会保险）是和健康保险及养老金捆在一起
楼房设备管理
的成套保险，如果在领取养老金之前回国，也有脱退一時金（退出保险的一次性支付款） 等）
。
制度。根据工作单位的内容也有不能加入社会保险的情况，那时可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

重要事项

外国人的住民登録（住民登记）

2012 年 7 月废除了外国人登录法，每位外国人也和日
本人一样，通过住民登记，对地址和家庭进行申报。2013
年 7 月，
向外国人发出了告知「住民票コード」
（住民票代码）
的通知。在此总结一下有变化的地方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住 民票コード和在留卡的号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号码是
不同的。
★住 民票コード是用于住民登记的号。日本人也是一人有
一个。即使回国后以新的在留资格再来日本，你的住民
票コード号码也不会改变。
★在 留卡是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所必需的卡。更新在留期間
或改变在留資格的时候号码要改变。
●收到住民票コード通知的人可以制作「住基カード」
（住
民基本登记卡）
。
★在「住基カード」中记载了通称名，因此可作为有通称
名的身份证使用。
★有了「住基カード」
，即是搬出市外的时候也可以邮寄迁
出申请。
★確定申告（确定申报）可以在网上进行。

●关于在留卡的手续，原則上在入国管理局办理。
★更 新在留資格不需要到区役所申请。遗失补发的时候也
请去入国管理局。
★但是，在区役所办理地址变更手续时，一定要带上在留卡。
在区役所变更的结果会记载在在留卡上。
●当 国外的家人迁入自己的家庭时，必须有证明亲属关系
的官方文件。
★配偶者→结婚证明
★子女→出生证明
＊或戸口簿
如果没有这类文件，则在住民票上只作为同居者或有
亲属关系的人记载，即使是同一个家庭也不能证明家族关
系。 不能证明家族关系就不能申请児童手当（儿童津贴），
将来家族在更新在留资格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咨询＞中区役所戸籍课（2 楼 22 号窗口）
＜电话＞ 045-224-8298
＊国际服务员工可以口译→参照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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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咨询的回答如果没有写明“中文对应”，则为日语。
●在横滨市的网页上，每个月都有用多种语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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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年初的生活随记

2013 年的确定申报通知。

●中区役所于 12 月 28（星期六）～ 1 月
5 日（星期日）休息。
28 日 9:00 ～ 12:00 是星期六办公日，户
籍课、
保险年金课、
儿童家庭支援课都办公。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１2 月 29 日
（星期日）
～ 1 月 3 日（星期五）
）休息。
●垃圾和资源物的收集
在年末年初有不收集垃圾和资源物的日期。
到 12 月中旬时 , 在各收集处贴有写明了
年末最后收集日和年初最初收集日的纸。
在不收集垃圾的期间里，请一定不要把垃
圾和资源物放在集积的地方。
＊粗大ごみ受付センター（大件垃圾受理
中心）从 12 月 31 日（星期二）～ 1 月
3 日（星期五）为止休息。
●年末年初得了急病的时候
年末年初医生也停诊。忽然发烧或感到不
适时，请利用以下医疗机关。
【12/30 ～ 1/3 白天】
＊星期日 ･ 假日也可受诊
＜中区休日急患診療所（中区休假日急诊所）
中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本牧町 2-353
中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便利商店
电话 :045-622-6372
根岸
元町
本牧
便利商店
内科・小儿科／10点～16 小港
根岸
元町
小港
本牧
点＞
【夜晚】 ＊全年不休息
＜桜木町夜間急病センター（樱木町夜晚
市营地铁桜木町站
急救中心）
市营地铁桜木町站
桜木町 1-1 健康福祉総合 Pio City
桜木町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Pio
City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センター内
←関
内
桜木町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桜木町站
JR
电话 :045-212-3535 ＞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横浜→
関内
桜木町站
JR
内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科／20点～0点
横浜→

在 1 月 1 号居住在中区的人有必要申报市・
县民税。但是 , 通过公司交纳市·县民税
和办理确定申报所得税的人就不需要了。
在办理签证更新时、将需要区役所发行的
征税证明书和纳税证明书，如果没有申报
市·县民税的话就无法发行证明书。请于
3 月 17 日（星期一）之前带着源泉征收票
及印鉴到区役所 4 楼 43 号窗口申报。即
使没有收入也须办理“没有收入”的申报。
＜中区役所税務課
电话 ：045-224-8191 ＞
另外，在 1 月份区役所会给加入国民健康
保险的家庭，寄来记载着前一年中的保险
费额“年间缴纳完毕额的通知”
，这份文
件因为在制作确定申报书时必须需要，所
以一定要保管好。
＜中区役所保険年金課  
电话 ：045-224-8315 ＞

开始小型家电的回收和再利用
为了规划含在小型家电中的有用金属的再
利用，从 10 月开始设置回收箱，开始小
型家电的回收和再利用。
回收地点 ：在各区役所、各区資源循環局
收集事务所设置回收箱。
回收品种 ：长度为不足 30 厘米的电气·
用电池即可动作的产品。手机、数码相机、
游戏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等。但荧光灯、
电灯泡、笔记本电脑除外。
＜資源循環局業務課
电话 ：045-671-3819 ＞

市県民税（市县民税）（第四期部分）的缴纳期限为 1 月 31 日（星期五）
收到市・県民税的納税通知書（纳税通知书）的人士，请于此日之前到 24 小时便利店（仅
限带有条码的通知书）、银行等缴纳第四期部分的税款。如使用转账的方法则最为方便。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2 窗口
（中文）8:45 〜 15:45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中区招募中国语志愿者
1. 学习如何帮扶新手妈妈（讲习）
把您在日本养育孩子的经验，传授给新手
妈妈们。
讲习会（共 3 次）1 月 10 日（星期五）
、
17 日（星期五）31 日、
（星期五）10 点
至 12 点
从 12 月 11 日（星期三）开始报名。
2.「横滨 3R 大梦想」中国语推广员
这是横滨市制定的减收废弃物，保护环境
的规划。请用母语跟中区政府一起做推广
活动。
讲习会（共 2 次）2 月 13 日（星期四）
、
20 日（星期四）下午 1 点至 4 点
报名截止到 2 月 1 日（星期六）
＜中区民活动中心
电话 ：045-224-8138 ＞

提供区政府业务指南、窗口的口译、办理各种证
明时申请书的填写支援等。如果担心用日语办理
手续时发生困难，请提出要求可获得帮助。

推广活动例（学习分辨再利用资源）

有冒充区役所职
注意 员的退还款欺诈
最近有冒充区役所职员的可疑
电话。可疑电话自称是中区保険課
或医療保険課等，他们会说「已发
了退还款的通知，但没有收到答复，
所以打电话询问。希望能去○○银
行回电话」
「有医疗费要退还，但因
窗口拥挤，如果到○○银行的 ATM
机处可以办理手续」等。区役所不
可能只用电话说有关退还款手续的
问题或关于您银行帐户的事情。

哪里有能得到再利用的家具的公共场所？
→在资源循环局的事务所或工厂有提供再利用的家具
★日语感到困难的人士，
请到YOKE
（横滨市国际交流协会）咨询

在作为大件垃圾等处理的家具中，还有可以使用的物品。
在资源循环局的事务所或工厂，免费提供椅子和桌子等可进
行再利用的家具。
・再利用物品需要自己带走。
・提供的对象是本市的职工、学生、居住的人士。

关于再利用家具的收取和下列说明的大件垃圾处理的手
续，原则上用日语进行，日语感到困难的人士请到 YOKE 信
息咨询处咨询。
电话 : 045-222-1209
中文 ：星期一～星期五 10:00 ～ 16:30、每月第二个星期六
10:00 ～ 12:30

在中区近邻的
●保土ケ谷事务所１楼３R 梦的广场 保土ヶ谷区狩场町 355
电话 :045-742-3715,
●户塚事务所
户塚区川上町 415-8 电话 :045-824-2580 提供。
详细请见下面的 Web 网站。（日语）。
资源循环局网站
URL: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gen/subshimin/20120620135513.html（日文）

请关注！
！ 处理大件垃需要办理手续（用日语提出申请）
最长边为 30 厘米以上的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或
50 厘米以上的木制品等垃圾的收集，需要交费。
★有关申请和详细的手续，请见资源循环局的宣传册
子。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gen/
sub-shimin/dashikata/img/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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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走
走吗

从中区看看被登录为
世界遗产的富士山吧！
！

6 月 26 日，日本的最高峰富士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富士山耸立在周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它那左右对称的影子非常美丽。不用
说在日本，在全世界也有名。在此介绍一下从中区能看到富士山的地方。冬
天的空气很清澈，一定能看到漂亮的富士山。

●从外国人墓地、根岸森林公園也能够看到富士山。
除大栈桥以外，在中区也能够看到富士山。自己试着寻找
你所喜爱的视点吧。
・外国人墓地（座みなとみらい线 从元町中华街站 6 号窗口步
行 8 分钟）
・根岸森林公园（从 JR
樱木町站・根岸站座
市 营 巴 士 21 系 统 在
「旭台」
「滝の上」下车）
・横滨港象征塔（从 JR
樱木町站座市营巴士
26 系统在「横滨港象
从外国人墓地看到的富士山
征塔」下车

从大栈桥看到的富士山自此标识处能够看到富士山

●从红砖仓库、
“みなとみらい21”
的建筑眺望富士山

知道吗？富士山曾经喷过火？

从横浜有数的观光景点大栈桥，从横滨港未来 21 的建筑
物和红砖仓库之间都能够看到富士山。而且，有示出从这里可
以看见富士山的印刷标识，因此能简单地找到视点哟。另外在
傍晚有时还能够看到夕阳使富士山在漂亮的红色中闪耀的钻石
富士。
一边看着漂亮的横浜港感受清爽的海风，一边与恋人或家
人等一起欣赏富士山吧。

现在以平静雄伟的身姿仁立的富士山，但过去曾经是
多次反复喷火的火山的事实，你知道吗？上一次的喷火是
在江户时代的 18 世纪。是自富士山的山
腰处喷火。因富士山的喷火，关东地区
一带降下了火山灰，其喷火口，作为宝
永火口现在也能看到。富士山绝不是结
束了喷火的死火山，现在还在继续观测。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对于把孩子从祖国带到
日本来的时期，
需要慎重考虑

煮込みうどん
（炖乌冬面）

“煮込みうどん”是日本的家
我们曾接受过从中国把孩子带到日本来的家长的咨询。孩子虽然
常便饭。不管是作为菜还是
在中国初中毕业了，但是为了让他考上日本的高中，想让他再读一遍
作为主食都很受欢迎。可以
日本的初中来准备一下。
放入蔬菜，或放入肉，或放
在日本，虽然初中毕业后很多孩子要进入高中读书，但是对于外
入酱，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
国人来说，由于直接进入高中有语言等问题，会有很难跟上课程的情况，
式吃制作。在超市和 24 小时
所以想让孩子在初中做准备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在日本，如果
便利店也能买到热一下就可以吃的炖乌冬面。现在介
孩子已经毕业于外国的中学，将无法进入日本的中学（日本的义务教
绍基本的炖乌冬面的做法。您自己也试着制作各式各
育是 9 年）
。
样的炖面吧！
因此，把孩子带来时需要了解日本的教育体制（1. 高中入学需要
★材料（1 人份）
捆冷冻的乌冬面，水 250cc ，日式汤汁 1.5 小匙，酱
进行高中考试 2. 高中入学考试一般在 2 月中旬左右 3. 初中毕业的孩子
油 1 大匙，甜料酒 1 大匙，盐少许，适量的鸡肉或猪肉，
不可转入日本的公立中学）
，重要的是要尽早考虑什么时候把孩子带来
适量的胡萝卜、葱、香菇等蔬菜
为好。如果想对此进行咨询，中区交流处可以介
★做法
绍专业的教育咨询处。首先请咨询交
① 往砂锅里放入水，汤汁，酱油，甜料酒，盐，点
流处。
火
关于上述那位家长的情况，
② 用水漂一下冷冻的乌冬面解冻，放到筛子里。把
我们告诉他哪里可以学习高中
肉、蔬菜切成适吃的大小。
入学所需要的日语、数学等科目。
③ 把乌冬面放入①里，把肉、蔬菜放在乌冬面的上
（中区国际交流处 中文服务员）
面。打个鸡蛋进去。
④ 盖上锅盖开大火，肉熟时即可食用。
下一刊预定在2014年3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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