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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容易患病的季节
〜不要过于劳累，也不要硬挺，请到医疗机构就诊！
冬天寒冷，身体容易患病。万一感到身体不适，即使想去医院，
但是由于语言的差异、以及与中国医疗制度的不同、还有费用方面
的问题等，往往对患病以外的因素感到担心。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患病，因此请在平日注意保持身体的健康，了解日本的医疗相关
信息等，免得一旦患病时手忙脚乱。

■关于日本的医疗机构
日本的医疗机构分为住院及各种诊疗设备齐全的大医院、以及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私人医院和诊所。
一般的医院、诊所接受较轻病症的诊查。如果能够找到可随时商
谈医疗问题的“经常就诊的医生”将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大医院的
住院设施和诊疗设备完善。但是作为综合医院等大医院，如果没有其
他医院的介绍，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费用和时间。因此建议首先到
就近的医院（诊所）就诊，若需要到大医院就诊，
则请医生写介绍信，到大医院接受专门的医疗。
●拿药
持结算时拿到的处方，到調剤薬局（配药药
房）拿药。药费在药房支付。有些医院内设有药
房窗口。另外，在日本出售药品的商店分为以下
3 种。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調剤薬局以外的普通
药房及药店，无法按照处方购买药品。

婴幼儿因感冒等就诊的情况较多。关于预防接种，
也请与“经常就诊的医生”
商谈，尽可能接受预防接种。如能提供在中国接受的接种记录会更加方便！

●注意事项
· 有些医疗机构采用了预约就诊制。尽管是预约就诊制，有时从挂
号到诊查可能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初诊、以及没有介绍信直接
到大医院就诊时，往往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
· 在医疗机构内，请不要使用手机。
此外，各医院都有各自的规定。因为与中国的不同可能感到困
惑，请各位多加注意。

◆从 2012 年 7 月开始将施行新的在留管理制度◆

○要点 1 交付“在留卡”
○要点 2 在留期间最长为 5 年
○要点 3 采用改正的视为等同再入境许可制度
○要点 4 废除外国人登录制度
○要点 5 外国籍居民也同样适用于住民基本台帐
详细信息
在留管理制度 URL: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
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URL: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ichi_gyousei/c-gyousei/zairyu.html
日本大通り站
日本大通り

目前对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施行的外国人登录制度将
于 2012 年 7 月变更，采用新的在留管理制度。
新的在留管理制度是法务大臣为了持续性掌握各位外
国人在留管理的必要信息而采用的制度，由此将对各位合
法在留的外国人提供进一步的便利性。具体的做法是，向
在日本中长期合法在留的各位外国人交付在留卡。此外，
如果工作单位发生变动等，需要进行申报。另一方面，在
留期间的上限从以往的 3 年延长到最多 5 年、在 1 年之内
的再入境原则上视为无须办理再入境手续等，视为等同改
正的再入境许可制度将被采用。
此外，随着新的在留管理制度的采用，外国人登录制度将
被废除，并且住民基本台帐法改正后，将开始面向外国人
的住民票发行等服务（应符合必要条件）
。
※ 关于新的在留管理制度及住民基本台帐制度，计划在下
期以后也介绍相关的信息。

· 薬局：销售一般药品。
· 調剤薬局：除了销售一般药品之外，也可以按照处方配药。
· 薬店（ドラッグストア）
：除了一般药品之外，还销售卫生用品
及化妆品等。但也有按照处方配 药的商店。

中区国际交流处
中区役所

中区国际交流处
横浜公园
地铁関内站
横浜市役所

横浜スタジアム

使用中文介绍生活信息・日语教室。若有不
明问题或遇到了困难，请与我们咨询。
●电话 ：045-210-0667
● 10:00 ～ 17:00 星期二、星期六至 20:00
●第 4 个星期一（节假日时为次日）休息

JR 関内站

●挥毫题字 ：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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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不懂，该怎么办？
患病或受伤时已经很担心了，如果语言不通将会更加不安。有些机构能够
提供中文服务，请提前了解。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在日常做好准备！
●派遣医疗口译员的系统
神奈川县与县内的市町村、以及 NPO 法人 MIC かながわ协作运营本系统，
受理协定机构提出的派遣要求，派遣医疗口译志愿者。有些医院也需要患者负
担费用的一部分，由于各医院申请口译的方法不同，有关详细内容，请用日语
直接向各医院的医疗商谈窗口咨询。
中区周围（中区、南区）的协定医疗机构如下所示
协定医疗机构名称
社会保険横浜中央病院
横浜市大附属市民総合医療センター
県立こども医療センター

地址
中区山下町 268
南区浦舟町 4 － 57
南区六ッ川 2-138-4

咨询（请用日语）
045-641-1921
045-261-5656
045-711-2351

●提供外语服务的医疗机构
在横浜市医師会的网站上，通过指定条件可检索附近的医疗机构。设有能
否提供外语服务的选项，请提前了解。但是，各医疗机构的实际外语应对能力
可能存在差异，
建议先打电话等询问，
然后再就诊。
（横浜市医師会的网站为日文，
请与懂日文的人一同浏览。
）
· 横浜市医師会 URL ：http://www.yokohama.kanagawa.med.or.jp/
●多国语言医疗问诊单
提供多国语言医疗问诊单，可填写目前的症状等。如果提前准备好，在需
要时填写然后前往医疗机构，即使语言不通也有助于说明症状。
http://www.k-i-a.or.jp/medical/index.html（※ 该链接的网页是在かながわ民際協力
基金的赞助下，由ＮＰＯ法人国際交流ハーティ港南台与財団法人かながわ国
）
際交流財団联手制作的。

■发生急病或受伤时
●发生急病或受伤叫急救车时，请拨打 119。
◆拨打 119 电话时应说明的内容
· 火灾或是急救
· 发生了什么情况
· 地点（若不知道住址，则说明
标志性的建筑物等）
· 自己的姓名
※ 119 电话用于紧急情况，请
不要用于紧急情况以外的咨
询等。另外，虽然急救车免
费提供服务，但近来用急救
车代替出租车等的不正当使
用的情况增加。请对正确利
用急救车提供协助。
※ 使用固定电话、公用电话、手机、PHS 都可以
打 119 电话。若使用公用电话，即使不说住址
也能够自动知道该电话所在处的地址。
●休息日患急病时
如果在星期日、节假日、年末年初患了急病，可以
到横滨市全区的急诊诊所就诊。详细内容，请参考
4页
■ 流行性感冒疫苗预防接种
实施至 12 月 31 日。对象，费用等等，有关详细的
内容，请向相关单位询问。
＜区役所健康づくり係 ℡ 045-224-8332 ＞

国民健康保険（国民健康保险）
民税额根据其前一年度的收入决定。所有加入者均具有支付保险
费的义务。因无工作等无收入者的保险费有减额的可能，但若不
申报收入则无法反映该内容，请予以注意。
（有关保险及市民税
的详细内容，请参照第 4 版）

国民健康保险是在万一发生受伤或患病时等由各位加入者出
资互助的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分为通过工作单位加入的“健康保
险”
、75 岁以上者加入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以及由其他人
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
。
日本采用了全民保险制度，未满 75 岁、在工作单位加入了
健康保险者（以及接受生活保护者）以外、在日本居住 1 年以上
的各位，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在
区政府 2 楼的保险年金课办理。
另外，有适用于保险的“保险医疗机构”
、以及不适用的机
构（按摩院等）
，
并且作为保险医疗机构也有保险对象外的治疗等，
请予以注意。

★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 在国外临时居住期间的保险手续将如何处理？
→若在国外居住期间超过 1 年，将符合资格取得 · 丧失的条件，
因此在保险费的计算中，该期 间将被删除，但也不会成为国
外疗养费的对象。若在国外居住期间不足 1 年，由于资格继续
保留，也将发生保险费的支付，属于国外疗养费的对象。
· 在国外临时居住时，去医院接受了保险对象的诊疗。能否获得
国民健康保险的支付？
→如果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因患病及受伤在国外的医疗机
构接受了治疗，若满足一定条件，则保险适用，回国后提出支
付要求，将医疗费的一部分作为海外疗养费支付。包括诊疗内
容的日文翻译等必要的文件较多，请需要申请者向保险年金课
咨询。
· 来到日本后没有加入健康保险。能否从现在开始加入？
→可以加入。但是国民健康保险的资格从成为横滨市居民之日
（入境日、从市外迁入之日等）起开始，因此将追溯到该日支
付保险费。但是，追溯的最长期间为 2 年。若具备必要的文件，
也可以提出该期间的保险付给要求。

●补贴
因患病或受伤在医院就诊时，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者，只需
支付总医疗费的一部分即可接受诊疗，以及可领取现金的补贴。
主要的补贴例如下所示。
· 疗养补贴
在医院就诊时，
支付医疗费的 3 成即可，
其余部分由保险负担
（＝
付给）
。本人负担率因高龄者或婴幼儿而不相同。
· 生育时的一次性补贴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者生产时，补助生育时的一次性款。目前
的补贴金额为 42 万日元。
· 丧葬费补贴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者死亡时，向办理其丧葬者支付丧葬费补
贴。目前的补贴金额为 5 万日元。

咨询 ：区役所保険年金課保険係
电话 045-224-8315（资格）
045-224-8317（支付）
045-224-8313（保险费缴纳商谈）

●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是根据该年的市民税额来计算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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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外出游玩

严冬季节，来到大澡堂——“钱汤”泡个澡
大家一同来到大澡堂——“钱汤”泡澡是日本传统的生活文化之一。在宽敞的浴池中泡

京
急
线

①さくら湯 电话 045-641-5026
个澡，可以消除疲劳，恢复精神。让我们到附近的澡堂泡澡。
鷺山 1（麦田公车站）
14:30 ～ 23:30 星期三休息
许多澡堂除了大浴池外，还有放入了草
②いなり湯 电话 045-623-8771
药的药浴、以及产生大量气泡
大和町 1-12（山手站）
15:00 ～ 24:00 星期二休息
的气泡浴，非常舒适。另外，
③利世館 电话 045-251-1017
①⑥⑧⑪的澡堂设有桑拿浴，但
伊勢佐木町 5-127（伊勢佐木長者町站）
另外收费，⑪的澡堂还有露天浴
15:00 ～ 25:00 ７、17、18、27 日休息
池。
④辨天湯 电话 045-261-0159
弥生町 1-9（伊勢佐木長者町站）
此外，澡堂的墙壁大多绘制
15:30 ～ 25:00 10、11、20、30 日休息
了大型绘画，称为瓷砖画以及油漆
⑤翁湯 电话 045-662-9636
画，体现了历史悠久的钱汤 在钱汤入浴的方法
寿町 4-14 勤労福祉センター２楼（石
请携带大浴巾、小浴巾、香皂、洗发液、
独特风情。
川町站）
钱汤挂着这
以及护发液等。
13:00 ～ 21:00 星期日休息
样的“旗帜”
⑥小山湯 电话 045-641-5708
【费用】
石川町 3-106-4（石川町站）
初中生及以上 450 日元／小学生 180 日元／
10 ：30 ～ 23:00 全年营业
学龄前儿童 80 日元
⑦山元湯 电话 045-641-5979
* 每月第 4 个星期日，与 1 名成人一同前来
山元町 1-44（山元町自治会公车站）
14:50 ～ 23:30 星期四休息
的学龄前儿童，最多 2 人免费。
先洗干净身体，然后再
在更衣室脱下衣服，并
⑧恵びす温泉 电话 045-641-3426
进入浴池。
脱下内裤。将橱柜的钥
山下町 161（石川町站）
★ 12 月份的柚子浴
匙套在手腕上。
11:00 ～ 25:00 全年营业
在日本，人们相信在冬至（今年是 12
⑨山下館 电话 045-621-4213
泡在浴池中。
月 22 日）那一天洗一个柚子浴会免除病灾，
新山下 1-8-21（山下橋公车站）
如果头发较长，应使用
15:00 ～ 23:00 星期日休息
防止感冒。钱汤在这一天会在浴池放入柚子。
橡皮筋等避免头发落入
⑩泉湯 电话 045-622-0586
水中。也不得将浴巾放
太舒服了！
みな
関内站
とみ
北方町 1-37（見晴交番公车站）
日ノ出町站
入水中。
らい
横浜スタジアム
线
善邻门
15:00 ～ 23:00 ６、16、26 日（逢星期
辨天湯
元町・中華街站
⑧
伊勢佐木
横濱中華學院
黄金町站
③ ④
日时为翌日）休息
長者町站
⑨
恵びす温泉
利世館 线
鉄
山下館
石川町站
翁湯 ⑤
⑪本牧ゆあそび館 电话 045-624-1126
地下
⑥
阪東橋站
小山湯
千代崎町 2-41（千代崎町公车站）
本牧ゆあそび館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⑩泉湯
①さくら湯 ⑪
12:00 ～ 25:00 ５、
15、
25 日（逢星期六、
⑦山元湯 JR
②いなり湯
日、节日时为翌日）休息
山手站
⑫間門湯 电话 045-621-0381
这时身体暖烘烘的，回
使用浴巾轻轻擦拭身
本牧間門 32-8（間門小入口信号附近）
根岸森林公园
家时注意不要着凉。
体，然后走出浴室。在
路
15:00 ～ 22:00 星期六休息
間門湯 本牧
⑫
更衣室穿上衣服。
根岸线

日本的生活
请了解这些必备知识！

您知道吗？在电车中
使用手机的礼节

在电车中使用手机通话，周围的人发出异
样的目光，您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乘坐电车
或巴士时不使用手机通话，这是日本的一种礼
节，是因为担心可能对心脏起搏器等电子医疗
装置造成影响的缘故。

关东煮
关东煮是日本家庭最流行的冬季料理之一。
不妨在便利店买一个回来尝尝味道。在超市可
买到密封包装的关东煮，回来加热即可食用。

■电车
在年长者及残疾人优先就座的“优先座席”附近，应将
手机的电源切断，在其他位置应将手机设定为礼貌模式，避
免通话。
* 市营地铁的全部车厢设有优先座席，各车厢都有 1 处应切断
手机电源的区域，在其他位置应将手机设定为礼貌模式，避
免通话。

在贴有这种标记
的地方，应设定
为礼貌模式。

■巴士
应切断手机电源。
在电影院或医院也应切断手机电源。在餐厅
等公共场所也同样，应养成尽可能在没有人的地
方通话的习惯。

日本的菜肴

在贴有这种标
记 的 地 方， 应
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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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4 人份）
萝卜半根／蒟蒻 1 块／各类熟食
（牛蒡天妇罗、
炸鱼肉饼、鱼丸等）／煮鸡蛋 4 个
〈调味汤汁〉
水
（1500cc）
／日式汤汁素
（1 大勺）
／酱油（5 大勺）／味醂（100cc）／盐少许
☆制作方法
①萝卜去皮，切成 3cm 厚的圆片，将蒟蒻切成
1 口能吃下的大小，用水煮一下。
②将热水浇在各类熟食上面。
③向锅内加水，在火上煮沸后放入汤汁的材料。
煮开后放入①和②，中火煮 5 分钟，然后再改
用小火煮 50 分钟以上。
* 制作汤汁时，可放入带骨头的鸡肉。

● 关于咨询的答复，未标出“中文对应”的内容均为日语。
● 横滨市政府网站有中文版的横滨市政府信息“月刊市政宣传页”
（每月 1 日更新）
。此外，横滨市政府的网站通过机器翻译服务翻译成中文。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min/koho/lifeguide/zh-s/23foreign-language.html

从 10 月 1 日开始，子ども手当制度发生了
改变。支付对象儿童的抚养者都需要提出
支付要求（日文）
。另外，10 月末将向已经
获得了儿童补助的各位发送说明文件。原
则上请以邮送的方法办理手续。
●补助额
未满 3 岁
3 岁～小学生
初中生

15,000 日元
第 1 个孩子、第 2 10,000 日元
个孩子
第 3 个孩子以后
15,000 日元
10,000 日元

●支付对象发生了变更（主要变更点）
· 若孩子住在中国，即使抚养孩子也无法支
付。
· 父母分居时，可向与孩子一同居住的父亲
或母亲支付。
●请在 3 月 31 日之前办理支付要求手续
在 10 月 1 日当时具备获得领取资格的各位，
只要在 3 月 31 日之前办理手续，可追溯至
10 月部分获得补助。向在 10 月 1 日～ 2012
年 2 月 29 日期间出生、迁入的儿童抚养者，
从提出支付要求的下个月部分开始支付。
* 请通过以下网站获得中文说明。
www.city.yokohama.jp/me/kodomo/katei/
kosodate/file/yoke_chn_kan.pdf
〈子ども手当专用电话 045-330-7795〉

年末年初的生活提示
●中区役所 · 中区国际交流处
～1月3日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星期二）
休息。
●垃圾和资源物品的收集
年末年初的某些天停止垃圾及资源物品的
收集。12 月中旬将在各收集地点粘贴通知，
说明年末最后的收集日、以及年初最早的
收集日。在不收集期间，请绝对不要将垃
圾和资源物品倒在收集地点。
●在年末年初患急病时
医生在年末年初也休诊。突然发烧、情况
严重时请利用以下医疗机构。
〈12 月 30 日～ 1 月 3 日的白天〉* 星期日、
节假日也开诊
中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中区本牧町 2-353
电话 ：045-622-6372
便利店
内科、小儿科／
根岸
元町 →
小港
本牧二丁目
10:00 ～ 16:00
〈夜间〉 * 全年开诊
桜木町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中区桜木町 1-1 健康福祉総合センター内
电话 ：045-212-3535
地下鉄桜木町站
内科、小儿科、
ぴおシティ
眼科、耳鼻喉科／
健康福祉総合
野毛
20:00 ～ 0:00
センター内

→

是否已经办理了 10 月以后部分的
子ども手当支付要求手续？

ちかみち

JR 根岸线

桜木町站
横浜

→

市、县民税（第 4 期部分）的缴纳期限为 1 月 31 日（星期二）
如果收到市、
县民税的缴税通知，
请在上述日期之前到便利店
（仅限印有条码的通知书）
、
银行等支付第 4 期部分的税金。如果办理了账户转账手续会更加方便。
国际服务员（中文）
区役所２楼 22 窗口 8:45 ～ 15:45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对于在日本生活
的各位，同乡友人是
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然而日本友人的增加、
能够建立与自己居住
的“地区的联系”
，将
会使得日常的生活更加有趣。
对儿童的上下学以及高龄者提供照顾，
万一发生灾害时也便于提供协助等，增
加了对生活的放心。
在各位邻近居住的日本人实际上也
可能在寻找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如果
需要，很多日本人都愿意向各位外国人
提供协助。让我们在遇到邻居时打声招
呼，或者参加当地举行的各种活动。
本次介绍的《中なかいいネ！》是
包括外国人和日本人在内、在中区生活
的各位发挥各自不同的特点相互支持、
放心生活的行动计划。
在中区的 13 个地区，开始了充满
个性的活动。有关详细内容，请阅览将
于 12 月发行的《中なかいいネ！概要
版》
。
●分发地点 ：中区役所 5 楼 56 窗口事
業企画担当、
中区福祉保健活動拠点（産
、中区国际
業貿易センタービル 4 楼）
交流处、中区区民活动中心等。
〈区役所事業企画担当 电话 045-224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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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华料理店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中已被扣除税金。为了办理签证更新去申请“课税证明”
及“纳税证明”时，被告知因没有办理市民 / 县民税的申报无法发行上述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个人所得相关的税金有所得税及市民 / 县民税二种。
“课税证明”
及
“纳
税证明”是有关市民 / 县民税的纳税证明。
＜发行课税证明・纳税证明，需要先办理市民 / 县民税的申报＞
关于公司职员，通常公司会从工资中扣除所得税与市民 / 县民税向国
家缴纳，但有些小店没有办理员工的市民 / 县民税手续。您的工资中
扣除的税金应该只是所得税。这时，您必须要自己申报和缴纳市民县
民税。
＜没有所得也需要申报＞
无收入者在办理发行“非课税证明”时，
也需要进行“无收入”申报。
＜市民 / 县民税的申报截止为 3 月 15 日＞
从工作单位领取“源泉征收票（记载上一年 1 月至 12 月工资付款额
数）
”
，携带印鉴，截止 3 月 15 日（星期二）到区役所 4 楼 43 窗口柜
台办理申报。* 无收入者只需带印鉴。
＜税额根据上一年 1 月～ 12 月的所得决定＞
市民 / 县民税额根据上一年 1 月至 12 月的所得金额计算，您将于 6

月初收到 1 年的税额通知及缴纳单。请于 6 月、8 月、10 月及翌年 1
月在便利店或银行付款。
※ 此外，1 月 1 日的登记住址在横滨市之外的人士，以上资料需在
住址所在地申领，以邮寄方式可办理申请证明。若需要中文解释，
请到中区国际交流处（参考 1 页）
咨询处 中区役所４楼 43 窗口税�� 电话 045-224-8191
＊非课税对象金额
＊
“給与所 按照收入金额
得控除”已决定的扣除

所得
金额

所得金额

国民健康保险费也是免税的对象。
扣除对象是根据当年 1 月至 12
月缴纳的保险费总额。加入国
民健康保险者请将 1 月底邮寄
到的“年间缴纳金额通知单”
也一起附上办理手续。

工资金额

下一期预计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发行。

通过《中なかいいネ！》加倍享
受“日本”的生活！

“扶養控除”
＊所得 “保険料控除”
扣除 等
课税所
得金额

对该部分
金额课税

而且，国民健康保险费根据市民税额所决定，如您进行正确的
申报，不仅可扣除税金，税额也会减少，健康保险费用相应的
也会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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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刷品可以作为印刷用纸张回收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