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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否已经习惯了在日本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近邻的日本人接触，因为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及习惯不同，因此有时可

能不知所措。在日本也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话，人们重视与近邻的交往。为了便于在日本生活，以下介绍与近邻交往的窍门供大家参考。

●挥毫题字：熊峰（居住在中华街的画家）

中区国际交流处的通知

近邻的交往非常重要

“你好！”
早晨倒出垃圾时，是与近邻的交往机会

■与近邻交往的窍门
●与近邻打招呼（搬家时等）

　　在日本，搬家后有到近邻处打招呼

的习惯。作为在生活中发生关系较多的

近邻，对于独立住宅，指对面的三户及

两旁邻居，对于多户住宅，指管理员及

两旁邻居和上下楼。人们一般在搬家后

立即打招呼，但如果没有立即进行，最

好也应在以后打招呼。此外，也有人在

打招呼时送些小礼物。

◎要点！大家在平时应相互熟悉

　　即使不懂日语，也应该通过平时打

招呼等相互熟悉。与其被日本人称为“附

近陌生的‘外国人’”、不如被称为“住

在附近的中国人○○先生（女士）”，这

样可感到放心。

　　如果大家相互熟悉，比如像在发生

今年 3月那样的大地震时，就便于相互

照应，采取妥善的行动。

●生活中的声音及宠物

　　对于生活中的声音及宠物的叫声等，

即使自己没有察觉，但有时会对近邻造

成影响。尤其在夜深人静时应注意电视

机的音量及洗衣机的使用等。

●不同地区的规定

　　由于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以及

因不明确有关垃圾的倒出方法和清扫等

不同地区的规定而发生问题的情况较多。

尤其关于倒出垃圾等在使用共用场地时，

请确认规定后使用。

◎要点！垃圾的倒出方法

　　由于每天都会产生垃圾，因此如果

不遵守规定将非常显眼。关于分类方法

及星期几倒出等

规定也有图示说

明，此外，在中

区区政府还备有

中文说明。

◎要点！通过布告栏获得信息

　　在多户住宅入口旁等处设有布告栏，

通知地区及多户住宅的联络事项。此外，

有些地区采用“传阅板”的方式，将含

这些信息的通知 ,集中起来按户传阅。

☆为刚来日本的人们举办的日语教室

　　这是为刚来到日本不久的外国人居民举办的日

语教室，目的是有效学习日语的基础。

· 日程：11月17日～3月15日的每周星期二和星期
四（在此期间有一部分时间休息）、10:30 ～ 12:00

· 对象者：原则上为在中区居住及工作的、满 16岁
以上、需要学习基础日语者

· 费用：1期 30次，6,000日元
· 报名期间：自10月4日开始。前来国际交流处报名、
或电话报名。

☆招募学习协助员

　　招募学科学习协助员，对在中区初中学习的“与

外国有关的学生”提供学科学习协助。我们期待着

能够站在外国人初中生的立场，对学习提供持续性

协助的各位前来报名。

· 活动时间：每周星期四 16:30 ～ 18:00（节假日、
夏季及冬季休假除外）

· 学科：初级日语、英语及数学等科目
· 报酬：因为属于志愿者活动，无报酬，但提供交
通费。

有关详细内容及报名，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

电话：045-222-1174　电子邮件：gakushusien@yoke.or.jp
中区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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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来日本时，送孩子参加幼儿园的郊游，其他孩子背着背包，而我却让孩子背着一般的书包参加。由于不了解日本的习惯，当时感

到很吃惊。” （曾燕燕 ·照片的右侧）

★ “通过妈妈教室与日本人妈妈交流，此后也经常参加地区的讲座等。外国人在不熟悉的国家生活

虽然非常艰难，但充分了解了日本，获得了有益的经验。” （水町照美 ·照片中央）

★ “如果举办烹饪教室及日本传统游戏等，开展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流活动，可以了解日本，也便

于近邻的交往。如有可全家参加、或即使不懂日语也容易参加的项目更好。” （江佩玲 ·照片左侧）

个人的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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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居委：

　　全居委动员清扫自己的地区。自古

以来 ,日本就有称为也清扫“对面的三户

及两旁邻居”的近邻门前等习惯，大家

夏季庙会：

　　居民之间共享欢乐。在炒面、捞金鱼、

钓悠悠等摊位，从孩子到老人，大家都

捣年糕大会：

　　就像在年末进行的一首冬季风情诗。

当地的初中、小学生也前来参加，将捣

加入町内会后…

　　征收町内会会费，是用于开展活动。

各町内会的会费金额有所不同，一般为

每月数百日元左右。

　　另外，通过活动也会产生执行任务

时的责任心。因此，通过这些活动，能

够在本地区增多和人的交往，更加了解

日本的习惯等。

加入町内会时…

　　请与本地区的町内会及自治会、或

与中区役所地域振興課联系。
问讯处：地域振興課　电话：045-224-8131

一同清扫街道的

风气形成了传统。

町内会推进垃圾

收集地点的清扫 ,

以及垃圾的分类。

能够享受乐趣。

此外，有些地区

在 8月中旬还举

行“盂兰盆会群

众舞蹈”活动。

出的年糕包上豆

馅或滚上豆粉品

尝，或者分发年

糕供各家庭用于

新年的装点。

※ 在属于①～④者中，下列非对象者除外。

非对象者

A　在留资格为“短期滞留”或 3个月以下的在留期限者

B　在留期限于 2012年 7月 1日之前到期者

C　无在留资格者

※ 本次仅限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变更。此外，办理手续时，满 16岁

以上者需要本人直接到窗口办理。有关详细内容请按以下咨询。

补充通知

　　由于法律的修改，外国人登录法将于 2012年 7月被废除，

对于外国国籍的居民将适用住民基本台帐法。外国籍居民也

与日本国籍居民同样，可获得“住民票（住民记录）”。有关

详细内容，将在以后的中区城市报上介绍。

问讯处：中区役所戸籍課登録担当　电话：045-224-8298

　　从今年 7月 1日起，关于各位台湾地区出身者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中记载的国籍，可以由“中国”变更为“中国（台湾）”。

可变更者如下所示。

目前的国籍 在留资格 必要条件

① 中国 特别永久居住者 持台湾护照或外国人登录证的国籍国住址为台湾地区

② 中国 特别永久居住者的子女之中 ,在日本出生者 无台湾护照亦可

③ 中国 一般在留资格者 持有台湾护照

④ 中国 一般在留资格者的子女之中 ,在日本出生者 无台湾护照亦可

防灾演练：

　　为防备地震及灾害，按地区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防灾演练。举办为灾民烧煮

赈灾食物训练、救生讲习，以地区共同

协作开展防灾活动，并且还有一部分地

区制作了防灾地

图。遇到灾害等

紧急情况时，在

地区中的紧密联

系非常重要。

■通过町内会 (居委会 )、自治会与近邻交往
　　在日本，典型的做法是通过町内会 (居委会 )及自治会与近邻交往。町内会及自治会是由居民等按地区组织的团体，为了促进

地区亲睦和实现共同利益而开展活动。目前，在中区也有 130多个町内会及自治会。

　　我们经常听到诸如“外国人是否也可加入？”以及“虽然知道有这些组织，但不了解究竟做什么”的意见。对此，只要在该地区居住，

与国籍无关，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参加活动。在日本，近邻的各位在生活中如何互相帮助、如何相互协作？对此以下介绍 , 町内会及

自治会的一般性年度活动事例。

★町内会 (居委会 )及自治会的年度活动

（1年之中的活动例）

春季 · 在上下学道路进行交通安

全巡逻

· 居委清扫

· 防犯巡逻

夏季 · 广播体操

· 夏季庙会

秋季

· 防灾演练

· 敬老祝贺会

· 运动会

· 巴士旅行

冬季

· 圣诞会

· 年末防犯巡逻

· 捣年糕大会

· 防灾演练

随时

· 资源的集体回收

· 提供来自行政机构的信息（传阅等）

· 防犯灯的管理

针对各位台湾地区出身者的通知

（常用日语）
　　日常生活中比较常用的寒暄语中

日对照。请尝试使用，为了在使用上

能更加方便，加注了日文拼音。

・你好	 →	こんにちは	kon ni chi wa

・早上好	 →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o ha you go za i ma su

・晚上好	 →	こんばんは	kon ban wa

・再见	 →	さようなら	 sa you na ra

・谢谢	 →	ありがとう	 a ri ga tou

・请多关照	→	よろしく	 yo ro shi ku

・对不起　	→	すみません			su mi ma sen

倾听“町内会”人士的声音

　　曾经也有中国留学生在祭典中参与

抬神轿，也在十二月份时参加了捣年糕

活动，带给会场极为热闹的气氛。因此

希望外国人士都能轻松愉快地加入我们

的活动，参与盛会。除了各类季节性活

动外，还有每月的区民整洁清扫等活动。

　　若是在与我们的交流中

能对各位在学习日文上有所

帮助，将是我们的荣幸

石川町 4丁目町内会会长　依田龍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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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外出游玩 秋高气爽是读书的季节。欢迎您来图书馆，
这里也有中文图书。

日本的生活

请了解这些必备知识！ 骑自行车也必有规则和礼仪

　　自行车是简单、方便、并且有利于环保的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和注意礼议，就会变成危险的交通工具。

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注意礼议，安全使用自行车。

　　在中区附近有两所图书馆，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免费读书或者借书。这里有中文书籍、

图画书、杂志、以及报刊，每年都会增添新书。如果有想要阅读的书籍，可以提出要求（但

未必一定能够买到）。另外，图书馆还举办“おはなし会（故事会）”，用日语给幼儿们读
图画书和故事，表演连环画剧等。家长们也可以一同参加，是用日语听日本故事的好机会。

〈借书的方法〉

· 首先需要登记。只要是在横滨市内居住、或者上班和上学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登记。

出示可确认住址的外国人登录证等，当场即可发行图书卡。

· 无论在哪一所市立图书馆借书，都可以在任何市立图书馆还书。横滨市内共有 18家图

书馆。

· 每人最多可借 6册图书 ,可阅读两周。

〈开馆时间〉　9:30 ～ 19:00（星期六～星期一、节假日开馆至 17:00）

〈闭馆日（9 ～ 11月）〉　9月 20日（星期二）、10月 11日（星期二）、11月 21日（星期一）。

另外，中图书馆在 9月的星期五（23日除外）也闭馆。

在中图书馆的阅览室的工作

人员为您提供服务，“请轻松

愉快地利用”。如右图的标识

所示，每所图书馆都设有“中

文”书籍处的标志。

●中図書館（中图书馆）
大约有 2,000册中文图书。1楼为儿

童书籍及图画书，成人书籍在 2楼

的外文图书处。另外还有 ,“故事会”、

“争鸣”等杂志 ,以及“人民日报”、

“自由时报”、“星岛日报”等报刊。

故事会原则上是于每月的第 1、第 3

个星期三的 15:30开始。电话：045-

621-6621

●中央図書館（中央图书馆）
大约有 6,500册中文图书。1楼为儿

童书籍及图画书，成人书籍在 3楼

的外文图书处。此外还有上海、台

北的新书。故事会原则上是于每月

的第 2、第 4个星期三 15:30、以及

每周星期六下午 14:00、14:30在 1

楼的讲故事房间举行。电话：045-

262-0050

● 4个答案如下所示。
① 骑自行车时使用手机→处以 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② 骑自行车载人→处以 2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或“科料※”

＊满16岁以上者可以搭载乘坐在专用车座上的5岁以下幼儿。

③ 骑自行车时使用耳机、听音乐等→处以 5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④ 在人行道上高速骑自行车→判处 3个月以下徒刑或 5万日

元以下的罚款

※科料＝少额罚款（1千日元以上～未满 1万日元）

此外

·撑着伞骑自行车 ·不遵守信号
·夜间骑自行车时不使用车灯 ·饮酒骑车
等也属于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行为，也可能会被处以罚款。

＊ 但是，未满 13岁的儿童、

满 70岁以上的高龄者、以

及残疾人士可在人行道上

行驶。

●在设有本 标识的道路上，应在人行道的车道内缓慢

通过。

自行车应该在哪里行驶？
●原则上应在道路的左侧通行

哪里不对？
在图中有 4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请找找看。

中図書館
（中图书馆）

根岸站

石川町站
派出所

三溪园

本牧原

大鳥中学

商店

中央図書館
（中央图书馆）

上大岡

京急日ノ出町站

野毛山公园

中央図書館

野毛坂
ちぇるる野毛野毛商

店街

健康福祉センター
地铁桜木町站

ぴおシティ

関内

JR桜木町站

横浜

↑

↑

↑

商店

→←

← 横浜→

请轻松愉快

地利用

· 设有“自行车可以通行”标识时，

应缓慢通过这里。

· 可能妨碍行人通行时暂且停下。

· 骑自行车者之间、或与步行者

交会时，步行者优先，双方均

在各自的左侧避让。

车
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 关于咨询的答复，未标出“中文对应”的内容均为日语。
● 在横滨市的网站上，每月也有用中文登载“広報横浜（横滨宣传资料）”的摘要版。此外，横滨市政府的网站通过机
器翻译服务翻译成中文。在首页（www.city.yokohama.jp）点击上侧的语言名称，可进入说明这些内容的网页。

＊本印刷品可以作为印刷用纸张回收利用。下一期预计于 2011年 12月 1日发行。

ハローよこはま2011

★ 10月９日（星期日）10:00 ～ 15:00
★横浜公园～日本大通り
（関内站南口、日本大通り站附近）

举办中区庆典，

设有音乐舞台、

美食、售货等

约 80个摊位。

4

中文简体　中文繁體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夫妻均工作，希望将孩子送到保育所，想了解保育所的
各个方面情况。

＊ 记载了各保育所的保育时间和提供饮食等保育内容。在区役所５楼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电话：045-224-8171）提供。此外，有关入所申请，请参照上述的说明内容。
如果参照本

图

更便于理解
。

中区保育所

入托指南

问：在哪些情况下可将孩子送到保育所？

答：家长因工作、生病等、白天无法在家照看孩子的情况时。保

育园是代替家长照看孩子的设施。只要保育所有空位，将可随时

受理。明年度的申请从 11月份开始（请参照以上内容）。首先，

建议您实际到保育所参观一下。

问：产假结束，需要开始工作，能否入所？

答：也有产假结束后可入所的设施。接受入所孩子的年龄各不相同。

问：保育费是多少？

答：根据家长的收入（前一年的缴税额）及孩子的年龄，从 0日

元～ 62,500日元（2011年度）分 20个等级设定。2012年度的保

育费将在 2012年 3月下旬决定。此外，保育费的支付原则上为账

户转账。有关详细内容，请与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电话：
045-224-8171咨询。

问：有时带着孩子回中国 1个月左右。孩子不送保育所时

的保育费是否返还？

答：只要在保育所注册，即使不送保育所也要支付保育费。由于

不返还保育费，因此如果可能有长期不送保育所的情况时，请在

申请时认真考虑。

问：保育时间从几点开始至几点结束？

答：基本时间为 8:30至 16:45（或 16:30），根据工作时间等情况，

如果希望长时间保育，可将孩子从 7:30至 18:00放在保育所。此外，

还有一些保育所提供更长时间的延长保

育（需另行支付费用）。关于长时间保育，

只需支付每月的保育费即可利用，但延

长保育需另行支付晚餐费及保育费。

问：是否提供饮食？

对未满3岁以下的婴儿提供饮食，对满3岁以上的儿童仅提供菜肴，

如果负担主食费用，很多保育所也提供主食。

来年春季的保育所入所申请从 11
月份开始受理
如果希望在 2012年 4月以后将孩子送入获得

认可的保育所的各位，需要通过邮寄（11月

底之前）或到窗口提出申请（12月上旬由各

保育所设定）。然后，根据横滨市的入所审

查标准进行入所审查。首先，请先参照从 11

月份开始在区役所 5楼的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54号窗口）提供的“中区保育所入托指南（有

中文版）”。该资料说明了申请方法（并包括

所需文件）、区内保育所一览表（记载有各保

育所的内容及保育时间等。并且介绍横滨保

育室＊），并附有申请表。此外，即使在年

度开始后，只要保育所有空位也可随时受理。

〈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課　电话：045-224-

8171〉横浜保育室＊：按照横滨市独自的标
准而认定的保育设施。大多以未满 3岁的婴

儿为对象，请直接向该设施提出申请。

横滨的市立小学的入学方法
2005年 4月 2日～ 2006年 4月 1日出生的

儿童，可从明年（2012年）4月开始进入

小学。我们在 9月份向有该年龄的外国籍

儿童的家庭邮寄“入学案内（入学指南）”。

如果希望进入横浜市立小学，请持本“入
学案内（入学指南）”和该儿童的外国人登

录证明书到区役所2楼登録担当（23号窗

口）办理手续。另外，在 10月中旬会向日

本国籍的各位邮寄“就学通知（入学通知）”。
虽然无需办理手续，但在该通知中记载了

学校名称和健康检查指南，请按照规定的

日期接受健康检查。〈区役所登録担当　电
话：045-224-8295〉

面向母语为日语以外的各位的高中

升学说明（配备翻译）
举办说明会介绍高中的种类、为外国人设

定的入学考试制度、以及进入高中的费用

等高中升学信息。此外也接待个别商谈。

向参加者赠送高中升学指南（中文）。● 9

月 23日（假日）13:00 ～ 16:00　●かなが
わ県民センター２楼 (从横浜站西北口步
行 5分钟 )〈多文化共生教育ネットワーク
かながわ　电话：050-1512-0783〉
子宫颈癌预防疫苗
由于在子宫的入口发生的子宫颈癌在早期无

症状，因此癌症发展后才发现的情况较多。

因为从病毒感染到发病需要 10年以上的时

间，所以年轻时接种预防疫苗较为有效。在

2011年度，相当于初中 1年级～高中 2年

级的女性可以免费接种。在 6个月内需要进

行 3次接种。●接种方法：持可确认本人及

家长的住址和年龄的文件（学生手册、健康

保险证等），到“協力医療機関（协作医疗

机构）”接种。如果家长无法陪同接种，需

要提供“同意书”。有关“同意书”和“协

作医疗机构”，请与区役所５楼健康づくり
係（电话：045-224-8332）咨询。〈健康福祉
局健康安全課　电话：045-671-2463〉
募集市营住宅、县营住宅入住者
市营住宅、县营住宅是公营住宅，可支付

较低的房租居住。对于申请 ,设有居住期

间（外国人登录的期间）、家庭的收入等条

件。募集期间，在区役所１楼的“総合案内 ”
等提供附有申请表的“募集のしおり（募
集须知※日文）”，其中记载了募集的住宅、

申请条件等内容。

●市营住宅：计划 10月份募集→横浜市住
宅供給公社市営住宅課　电话：045-451-7777

●县营住宅：计划 11月份募集→神奈川県
土地建物保全協会公営住宅課　电话：045-

201-3673

＊如果无法使用日语申请，请通过懂日语

的人同上述各担当部门商谈。将介绍协助

使用母语填写的机构。

市、县民税（第 3期部分）的缴纳期限为 10月 3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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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期部分的税金。如果办理了账户转账手续会更加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