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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范风灾水害！
您知道吗？日本的夏季常会遭遇台风、局部地区大雨，并伴随着山体崩塌和河流涨水
等灾害。中区内的山坡较多，部分区域存在发生崩塌的危险，但通过在平日中收集信息，
做好准备可以减少灾害损失。

了解到台风即将来临
确认天气预报，做好准备！
● 将看板和盆栽等未固定住的物体移动到室内。

即使是重物，也可能被强风刮飞。
● 取消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

电车和巴士会停止运行，回家可能会非常不便。
也很难叫到出租车。
● 注意雨伞

可能被风吹坏或吹走，造成危险。
● 了解学校等是否停课等信息

收到暴风预警和特别预警等后，横滨市立中小学校可
能停课。有关详细信息，请向各学校确认。

因大雨而浸水的道路

也要注意局部地区大雨
（集中暴雨）
！
局部地区大雨是指在有限的小范围地区，短时间
内出现大量降雨。与台风等相比，局部地区大雨很难
事前预测且突发性较强。
集中暴雨在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造成的损失也
在增大。如地铁和道路浸水、城市功能瘫痪、行经地
下通道的车辆抛锚等。大雨天气时，请避免在浸水的
低洼路段通行。

塌方的防护壁

事先收集信息！
横滨市防灾信息电子邮件
注册后将收到以英文向您发送地震和气
象预警等信息。（请扫描此处的二维码进行注册）
此外，可根据区役所 6 层总务科发布的积水灾害预测
图（日语）确认浸水预测区域等。

因大雨而浸水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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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灾水害时的避难
避难呼吁（种类和应对方法）
大雨等很容易导致山体崩塌和洪水，将根据情况发布以下“避难信息”。结合气象厅发出的气象信息进行确认，在关
键时刻做好万全准备。

气象信息
大雨预警
大雨警报

避难信息

1. 避难准备（老人等开始避难）
避难时，首先从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
等需要更多避难时间的人开始。（此时在
区内开放 5 处避难所。）

沙土灾害警戒信息

坍塌、河川泛滥

避难所 ：港综合高中、山元小学、大鸟小学、
麦田清风庄、上台集会所

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即使还未发布避难信息，也
请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等收集
信息，如果意识到危险，请自行
开始避难。
在平日生活中确认附近的避
难场所（高地和避难设施等），并
准备好手电等避难用品。

2. 避难劝告
请开始前往安全场所避难。

创纪录的短时间大雨信息

3. 避难指示（紧急）
还没采取避难行动的人请立即开始避难。
中区役所防灾担当职员

大雨特别预警

确认避难方法
避难预兆
如果发现以下预兆，请尽快采
取避难行动！
·下水道等倒灌造成浸水

3 项避难行为
● 水平避难
前往各地区指定的紧急避难场所和附近的高地、沙
土灾害警戒区域外的朋友家等安全场所避难。

·水从沟渠和窨井喷出
·护土墙等斜面涌出水流或出现裂缝
·发布避难信息（参照上述内容）

● 垂直避难
请前往坚固建筑物的 2 层以上空间或附近的较高建
筑物避难。

在避难时……
在家以外的避难设施等避难时，请
携带足够一昼夜使用的以下物品。
・手电 ・水 ・救急食品
・御寒用品 ・常备药品 ・其他
（纸尿布、奶粉、眼镜和毛巾等）

● 室内躲避
在夜间或危险临近等情况下，到户外避难反而更危
险的时候，请到建筑物内的安全场所（家中的 2 层
和悬崖等相反一侧的房间等）避难。

可从这里确认沙土灾害警戒区域和指定的避难所地图。
（日语）
事先确认从家到避难所的路线吧。
2

如果遭受水淹或自家房屋倒塌等情
况，请联系“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
进行咨询。
（可提供英文、中文对应）

TEL ：045-210-0667

若问询处的服务没写明“英语对应”
、
“中文对应”
，则表示对应语种仅为日语。
赠送三溪园门票！！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中区城市报读者问卷调查
为丰富中区城市报的内容并吸引更多读
者，特在此进行问卷调查。希望了解各
位对宣传报的宝贵意见。
（用英文、中文、
韩文或日文回答均可）
。此问卷调查主要
是以外国人为对象。
我们将抽选10名读者各赠送两张
“三溪园”
（参考 P4）的门票。
Q1 到 Q3 可多选回答

用英语、中文、韩语、简单
易懂的日语发布行政服务和
活动的信息，每月更新。
http://www.city.yokohama.lg.jp/
naka/chinese/

Q5. 在您看来，将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链
接贴在哪里更方便利用呢？
请随意填写。
Q6. 您在日本住了几年？
1. 不到 1 年 2. 1 年～ 3 年
3. 4 年～ 9 年 4. 10 年以上
回答时请标明【接收礼物的收件人地址
和姓名】
， 发 送 Email 至 na-koho@city.
yokohama.jp。活动截至 7 月 31 日
（周二）
。
我们承诺决不将您的个人资料用于此次
问卷调查以外的用途。

児童扶養手当（儿童扶养津贴）现状
申报的提交日期截至 8 月 31 日
领取“児童扶養手当”者，每年在 8 月
31 日之前需提交现状申报。如不办理现
状申报手续，8 月以后将无法领取津贴。
请务必持邮寄的申报指南（日语）中所记
载的必要材料前来办理。
（周二）
～ 16 日
（周四）
▶受理时间：8 月 14 日
＜中区役所こども家庭支援课
Tel: 045-224-8171>

免费
儿童、成人均可参加
快乐 ! 暑假 工厂参观
Q1. 您觉得版面的内容怎么样？
在君津市内的炼铁工厂内，参观塑料回收
1. 很有趣 2. 很实用 3. 都是已经知晓
设备与极具震撼力的高炉等设施，了解回
的内容 4. 很多事情并不感兴趣 5. 文字
收再利用的知识。
太多 6. 文字太小 7. 希望多一些图片
●时间 ：
8. 其他（
）
7 月 23 日 ( 周一 )
Q2. 您希望采用什么主题？
8:45 ～ 15:00 左右
1. 税金和保险等与金钱有关的内容 2. 与
专栏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集合
生活礼仪和习惯有关的内容 3. 与儿童有
“自治会町内会”～介绍举行的活动
●对象 ：在横滨市内居住、工作或就学的
关的内容 4. 与语言和文化有关的内容
外国小学生以及成人（小学生需监护人陪
5. 与工作有关的内容 6. 与医疗、防灾有
举行夏祭等地区民众一起参加的活动！
同，监护人每人最多陪同 2 名儿童）
关的内容 7. 活动信息 8. 其他（
）
在众多自治会町内会举行的
●招募 ：30 人（按报名顺序）
Q3. 您是如何获知行政相关信息的？
夏祭，可以体验到“棉花糖”
、
●配有英语与汉语的志愿者翻译
1. 中区城市报 2.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捞金鱼”等街边摊以及盂
●申请 ：请于 7 月 9 日 ( 周一 ) 前通过电
3. 电视和广播 4. 工作场所（学校）
兰盆舞（P4 参照）的乐趣。
话、E-mail、FAX 或前往活动中心窗口告
5. 与家人和朋友聊天 6. 网络（PC）
遇到夏祭时，请一定参加哦。
知“参加者全员的姓名、年龄、地址（工
7. 网络（智能手机） 8. 其他（
）
在地区结识的人越多
, 在日本
（因大雨而浸水的道路）
作填工作地址、就学填学校名称）
、电话
Q4. 您知道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吗？
生活会越开心哦。关于自己所居住地
号码、主要语言”
。
1. 浏览过 2. 知道，但没浏览过 3. 不知道
区的祭典、自治会町内会的详情 , 去问
※ 往返包租巴士，午餐自行解决。
问附近的居民吧。语言不通者可咨询
【中区区民活动中心（区役所别馆）
】
※ 如果您还不知道，请扫描右上方的二
中区国际交流服务处（045-210-0667）
。
Tel ：045-224-8138 Fax ：045-224-8343
维码进行了解。
中区役所地域振興课 TEL ：045-224-8131
E-mail ：na-katsudou@city.yokohama.jp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3 窗口
（中文）
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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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国际服务员求助。

决定从横滨市迁往其他市町村。
搬迁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迁往横滨市以外的城市时 , 在搬迁前 , 请务必前往居住地的区役所办理転出届（迁出申报）手续。
关于横滨市内的搬迁，仅前往搬迁目的地的区役所办理
手续就可以，但在搬往横滨市以外的城市时，请务必在
搬迁前的区役所提交転出届（迁出申报）
，取得“転出証
明書
（迁出证明书）
”
。未持有
“転出証明書
（迁出证明书）
”
，
※1
将无法在搬迁目的地的区役所办理手续，敬请注意。
搬迁后，
请于 14 日内前往新的市町村办理迁入申报手续。
< 在新市町村提交迁入申报时的所需资料 >
① 迁出证明书
② 本人身份确认证件（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证明书）
③ 个人编号卡，或个人编号通知卡
中区役所2楼23号窗口戸籍课登録担当

TEL：
045-224-8295

※1 持有个人编号卡者，也可以使用此卡办理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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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编号制度～
个人编号是指，为了确认在各种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
同属一个人，而为每个人分配的编号。例如，在提交
儿童津贴现状申报时、税金确定申报时等，办理社会
保障、税务、灾害对策的手续的时候需要该编号。
即使是外国人，计划长期居住者，需进行居民登记，
获得个人编号。
此外，一旦获取了个人编号的
外国人，暂时离开日本再入境
时，如果是同一对象的话便会
分配相同的编号，因此出国时
也请务必办理手续。

不出去走走吗

夏日的清晨在三溪园度过如何？
三溪园是 100 多年前，横滨的实业家原三溪建造的广阔
庭园。在绿意盎然的庭园中，伫立着从日本各地移築此
地的寺院、茶室等建筑物，在浓郁的日式风情中，尽享
散步的乐趣。
回答 P3 的问卷调查可参加抽选，有可能获赠入园门票。

■ 清晨观莲会
可以在清晨清新的空气中观赏新绽放的莲花。
举办日期：
7 月14日、
15日、
16 日、
21 日、
22 日、
28 日、
29 日、8 月 4 日、5 日
上午 6:00 开园 ※ 合掌造、
临春阁等古建筑，
上午 9:00
后可以参观。

永旺本牧
JR 山手站

岸线

岸站

JR 根

JR 根

三渓园

三渓园入口
三渓园

■ 牵牛花展
市营巴士“三溪園入口 ” 下车 5 分钟
“三溪园”下车即是
开园时间 ：9 ：00 ～ 17 ：00
（入园截止闭园 30 分钟前）
入园门票 ：成人 700 日元、中小学生 200 日元

牵牛花在江户时代出现的园艺热潮中，受到了从武士到
平民百姓的欢迎。直径超过 20 厘米的大朵牵牛花、叶子
和花瓣变异的新奇品种等，每天更换展示约 40 多种。
举办日期 ：7 月 27 日（周五）～ 7 月 31 日（周二）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台风来了

从中国内陆四面环山盆地小城出身的我，一直就像生
活在温润的摇篮中一样，从未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洗礼。刚
来日本时，听说台风要来了，电视，广播不停的提醒大家
注意台风状况，学校会提前通知停课信息，路上行人也行
色匆匆，大家如临大敌的模样，让从未见过大场面的自己
紧张不已。
既然台风这个已然在心中像妖怪一样的存在要来了，
提前做好准备，台风天就乖乖得待在家里吧。买好食物，
收好阳台上的衣物，关好门窗，打开电视，在家静候台风

不可不知的
日本文化！

过去。伴着狂风和暴雨，台风终于到了，从
窗外瞧瞧阴沉的天空，这就是台风啊，只是
比平时风大一些，雨大一点儿而已啊，心中
对大家如临大敌的态度还是不解。再来观看电视信息，才
解了心中的困惑。在这场台风中有房屋倒塌，屋子浸水，
电车延迟以及人员的伤亡和失踪。貌不惊人的台风就这样
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大自然的威力。第二天台风过后天气
又恢复了往日的明媚，看看路上被吹坏的伞，掉落的树枝，
一片狼藉，明白了台风天是不容小觑的。

介绍季节的祭典活动以及衣、食、住相关的日本文化。

“盂兰盆舞”
（ぼんおどり）
盂兰盆舞是在 8 月中旬左右，人们身着浴衣绕着望楼周围翩翩起舞。原本有
祭祀先祖灵魂之意，但从很早以前便成为了平民百姓的娱乐活动。
如今，仍然作为夏季固定活动，由自治会、町内会等组织，深受大家的喜爱。
遇到附近举行祭典时，请一定参加看看哦。

多语言宣传单分发点正火热招募中。外国人集中的店铺、医院、机构等，会送往有需要的地方。
下期将在10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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