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市观光振光部国际观光课

松江市（まつえし）の Facebook ページです。
日本語（にほんご）と英語（えいご）を使（つか）っています。
松江市（まつえし）に住（す）んでいる外国人（がいこくじん）の皆（みな）さん、読（よ）
んでください。
Matsue city has a official Facebook page.
Posts will be in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so we hope all foreign residents will read them.
Matsue International Residents Support
URL https://www.facebook.com/matsue.international/
困（こま）ったときは、「国際観光課（こくさいかんこうか）
」へご相談（そうだん）くださ
い。

目次
Ⅰ

生活编
Ⅰ－１ 电 ···································································································１
Ⅰ－２ 煤气 ································································································１
Ⅰ－３ 自来水 ·····························································································１
ⅰ 使用自来水 ··························································································１
ⅱ 缴付 ···································································································１
ⅲ 修理 ···································································································１
ⅳ 注意漏水 ·····························································································２
Ⅰ－４ 下水道 ·····························································································２
Ⅰ－５ 邮政 ································································································２
Ⅰ－６ 电话 ································································································３
Ⅰ－７ 互联网 ·····························································································３
Ⅰ－８ 垃圾扔法、粪便处理 ···········································································４
ⅰ 请使用指定的垃圾袋 ··············································································４
ⅱ 垃圾收集 ·····························································································４
ⅲ 粪便收集 ·····························································································４
Ⅰ－９ 金融机关 ··························································································５
ⅰ 银行开户 ·····························································································５
ⅱ 国际汇款 ·····························································································５
ⅲ 外币兑换 ·····························································································５
ⅳ 借记卡 ································································································５
ⅴ Seven 银行 ···························································································５
Ⅰ－１０ 入学 ······································································································· ６
ⅰ 入学、转入学相关咨询 ···········································································６
Ⅰ－１１ 儿童福利和保育所 ···········································································６
ⅰ 各种补助 ·····························································································６
ⅱ 托儿所 ································································································６
Ⅰ－１２ 公营住宅 ·······················································································７
Ⅰ－１３ 市内交通 ·······················································································７
ⅰ 公共汽车 ·····························································································７
ⅱ 电车（JR、私铁） ·················································································７
Ⅰ－１４ 驾驶执照 ·······················································································８
ⅰ 在日本开车 ··························································································８
ⅱ 凭外国驾照，取得日本驾照 ·····································································８
Ⅰ－１５ 饲养宠物 ·······················································································９
ⅰ 狗的登记和狂犬疫苗注射 ········································································９
ⅱ 有关狗和猫的饲养方法及管理 ··································································９
ⅲ 处理猫狗等尸体时 ·················································································９
ⅳ 有关野狗的咨询 ····················································································９

Ⅱ

法律手续编
Ⅱ－１ 在留資格 ·······················································································１０
ⅰ 在留资格的变更等手续 ········································································１０
Ⅱ－２ 住民登录 ·······················································································１０
Ⅱ－３ 各种登记手续 ·················································································１１
ⅰ 结婚登记 ··························································································１１
ⅱ 出生登记 ··························································································１１

目次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死亡登记 ··························································································１１
离婚登记 ··························································································１１
印章登记 ··························································································１２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手续 ·····································································１２
税 ···································································································１３
国民年金 ··························································································１３

Ⅲ

医疗编
Ⅲ－１ 国民健康保险 ·················································································１４
ⅰ 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 ···········································································１４
ⅱ 保险金的领取 ····················································································１４
ⅲ 保费的缴纳 ·······················································································１５
Ⅲ－２ 去医院看病时 ·················································································１５
Ⅲ－３ 母亲和孩子的健康 ···········································································１６
ⅰ 怀孕、出生时 ····················································································１６
ⅱ 婴幼儿期的健康与咨询 ········································································１６
ⅲ 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 ···········································································１７
Ⅲ－４ 青年期·壮年期的健康 ·····································································１８
ⅰ 健康检查 ··························································································１８
ⅱ 高龄者预防接种 ·················································································１９
ⅲ 福祉医疗 ··························································································１９
ⅳ 后期高龄医疗 ····················································································１９
ⅴ 针对残障人士的医疗费补助 ··································································１９
ⅵ 松江的医院（※部分介绍） ··································································２０

Ⅳ

咨询，援助编
Ⅳ－１ 咨询、求助（遇到困难时） ·······························································２１
ⅰ 市民咨询 ··························································································２１
ⅱ 其他咨询 ··························································································２１
Ⅳ－２ 支援活动 ·······················································································２２
ⅰ 松江市国际观光课（松江市国际交流会馆）租借会馆 ········································· ２２
ⅱ （公财）岛根国际中心 ········································································２３

Ⅴ

紧急編
Ⅴ－１ 遭遇事故、被害事件等 ·····································································２４
ⅰ 报警（110） ·····················································································２４
ⅱ 遗忘、丢落物品 ·················································································２４
ⅲ 交通事故 ··························································································２４
Ⅴ－２ 如何叫消防车、救护车 ·····································································２５
ⅰ 拨打 119 报警时，需要明确告知两点 ······················································２５
ⅱ 平时就要准备好 ·················································································２５
ⅲ 多语言电话翻译服务 ···········································································２５
Ⅴ－３ 发生地震时 ····················································································２６
ⅰ 地震对策 ··························································································２６
ⅱ 灾时留言电话「171」 ·········································································２６
Ⅴ－４ 发生台风、水灾时 ···········································································２７
Ⅴ－５ 避难所 ··························································································２７

생활편

生活編

生活编

Daily Living

生活編

生活编

생활편

Daily Living

Ⅰ

生活编
Ⅰ－１ 电
搬家后，将电闸拨到「入」处，开始用电。
填写电气使用申请书（明信片）的各项内容，并寄出。
不通电、或没有申请书时，请与中国电力联系。
日本的家用电压为 100 伏，
松江所在的西日本地区的交流频率为 60 赫兹
（东日本为 50 赫兹）
。
关于电费、手续等不明之处，请向中国电力各营业所咨询。
问询
中国电力（株） 松江营业所（客服中心）
电话 0120-833-103

Ⅰ－２ 煤气
在松江市内有两种煤气：都市管道煤气（由松江市煤气局提供）
、罐装煤气（由松江市煤气局
或者其他煤气公司提供）
。
使用松江市煤气局提供的煤气，请与煤气局联系。
需事先确认好您所在的地区使用哪种煤气，有疑问请咨询。
问询
松江煤气局

电话 21-0011

Ⅰ－３ 自来水
ⅰ 使用自来水
开始使用自来水、下水道时，需与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联系。
一般会在信箱或家里放有明信片状的“给水申请书”
，将其填好后寄出，即可办理银行汇款
手续。
ⅱ 缴付
水费根据自来水、下水道两项合计使用量算出，请务必缴纳合计金额。无下水道的情况，
只交自来水使用费。
使用者与水费支付者变更时、搬家需停止服务时，请与上下水道局联系。特别是搬家时需
要精算水费，请在搬家前 5 天左右与上下水道局联系。
ⅲ 修理
上水道的安装、修理相关事宜，请联系松江市水道事业指定给水装置工事事业者（以下简
称“指定营业网点”
）进行咨询。如不清楚指定营业网点，请在上下水道局网页上查询或咨询上
下水道局客服中心。
※住宅内安装等需要收费，如为租房，请事前与房东或管理公司确认之后再联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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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注意漏水
地下、墙壁内部等隐蔽处也可能漏水，所以要进行日常检查。找不到水表的话，可以咨询
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此外，由于漏水会导致水费偏高，一旦发现漏水，请立即维修。如果找
不到水表，可以咨询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

转轮转动，则说明漏水，需拧紧止水栓

漏水的确认方法

关闭所有水龙头
看水表转轮

拧紧止水栓
顺时针拧紧关水

水阀（止水栓）

※转轮的转速根据水量变化，转速慢说明流水
量少，转速快说明流水量多。

水阀（止水栓）
也有扳式的。
（扳到关闭侧）

※确认转轮停止转动。

Ⅰ－４ 下水道
有关下水道事宜，请咨询上下水道局维持管理课。
家里发生排水不畅等排水管堵塞等问题时，请与上下水道局维持管理课或松江市下水道排水
设备指定工事店联系。
※
住宅内排水设备的检查·清扫等是使用者的责任，让工事店修理等可能需另付费用，请事先
确认。
问询
上下水道局

客服中心

电话 55-4888

Ⅰ－５ 邮政
街上有红色的邮筒，把信、明信片投入邮筒就可寄出。
邮筒放不进的较大信件、邮包、挂号信等，请到邮局办理。
邮票，在邮局、以及标有“〒”标记的店铺都可以买到。
①国内邮政
书信、明信片，不论距离远近，全国统一价格。
②国际邮政
通常有书信（包括航空书信）、明信片、印刷品、小型包装物、盲文信件等 5 种。此外，
还有小包裹、EMS 快件、和国际贺电悼电等。
邮寄方式有航空、海运、空海兼运等，费用也根据地区、重量等计算，请向邮局确认。
问询
邮政事业株式会社松江支店（松江市东朝日町 138）
电话 28-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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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６ 电话
①电话
电话的安装、故障、迁移请与 NTT 营业所联系。
⑴安装·迁移·费用相关疑问
116（免费
日语）
⑵故障
113（免费
日语）
⑶查号
104（收费
日语）
※
一个月内，第一次查号费用为 60 日元，以后每次 90 日元；
深夜和早晨（23 时～翌日 8 时）每次 150 日元；
使用公用电话查号时，不论次数和时间，每次均为 100 日元。
②如何拨打国际电话
200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新的拨法，国际电话先拨「010」
。具体拨法，请咨询各电话公司。
Ⅰ－７ 互联网
接网需要与供网公司签约。
常用的有电话回线、CATV 回线、光纤回线等几种，种类不同所需（电脑以外的）的设备也不
同，具体需咨询供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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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８ 垃圾扔法、粪便处理
ⅰ 请使用指定的垃圾袋
指定垃圾袋有：可燃垃圾袋（粉红）
、金属垃圾袋（蓝色）、塑料/纸制容器包装垃圾袋（透
明）三种，在超市商店有售。
垃圾不能装在纸袋和普通塑料袋扔，必须装在指定垃圾袋里扔出。
废纸（报纸、杂志等）按照分类分别用绳子按十字状绑好再扔。
空罐类、玻璃瓶、塑料饮料瓶，需扔到瓶罐塑料瓶收集处。
详情请参照《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扔法》
（日语版、汉语版、英语版、韩语版）
。
ⅱ 垃圾收集
为减少垃圾、促进资源再循环利用，家庭垃圾分为可燃垃圾、金属垃圾、塑料容器包装·纸
制容器包装、资源垃圾（废纸、旧衣服类）
、粗大垃圾（每年 2 次）等几类进行收集。
收集日期，按照地区规定，详情请参照《家庭与垃圾的分类・扔法》(日文版、英文版、韩
文版、中文版)。
※
须在规定日期上午 8：30 分前，按规定的方式，把垃圾扔在规定的地点。规定日期以外，
不能扔垃圾。
问询
再循环都市推进课清扫总务系
启发指导系

电话 55-5281
电话 55-5678

ⅲ 粪便收集
需要收集粪便时，请到再循环都市推进课、市政府本厅玄关前台、或各支所市民生活课，
填写相应表格后提出申请。
粪便收集日期，各个町都不一样。
收集日期，请参看日程表的相关町名、收集日。需要收集者，需在收集日当天之前在醒目
场所挂出“清扫日”小旗、并准备好“屎尿处理券”。“屎尿处理券”不够时，领取“屎尿处理
券纳付请求书”，如下申请即可。（到再循环都市推进课提交屎尿处理券纳付请求书，或在贩卖
店购买屎尿处理券，在下一个收集日交给工作人员。没有屎尿处理券，则当天不能收集。
问询
再循环都市推进课清扫总务系

电话 55-5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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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生活编
Ⅰ－９ 金融机关
ⅰ 银行开户
携带以下物品，到银行、邮局填写申请书，开户。
①印章
②在留卡或护照
※ 窗口办理时间：
银行 周一～周五 9：00～15：00
邮局 周一～周五 9：00～16：00（松江中央邮局到 18：00）
ⅱ 国际汇款
银行有：电汇、邮政汇款、即期汇票。
邮局有：电汇、普通汇款。
松江中央邮局和市内特定邮局、
（山阴合同银行、岛根银行等）标有“Foreign Exchange Bank”
的大银行可办理此类业务。
ⅲ 外币兑换
若干银行和邮局（如松江中央邮局、松江川津邮局）可办理外币兑换业务。
ⅳ 借记卡
开户时可以同时办卡。
凭卡可在 ATM 机存钱、取钱、汇款、存折明细记账、查询余额等。
ATM 机非 24 小时可用，请确认各金融机构 ATM 机开放时间。
※ 日本的 ATM 不是 24 小时营业,一般到 22：00。每家银行不一样，请具体确认。
ⅴ Seven 银行
在日本的 ATM 刷不了自己的现金卡、信用卡、借记卡？
711 便利店内的 ATM 全天可以取出日元现金，全日本有 23000 多台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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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０ 入学
日本也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 6 年，初中 3 年）
、高中 3 年、大学 4 年的教育体制。
ⅰ 入学、转入学相关咨询
市立幼儿园
（国立·私立幼儿园，请直接咨询各幼儿园）

子育支援课保育幼稚园系

电话 55-5313

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课保健体育系
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课学事系

电话 55-5428
电话 55-5416

高中
（私立高中，请直接咨询各高中）

松江市立女子高中
县立高中
县厅教育委员会高校教育课

电话 39-0216

中专

松江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电话 36-8211

大学

岛根大学
岛根县立大学短期大学部

电话 32-6100
电话 26-5525

市立小学
（国立小学，请直接咨询各小学）
市立中学
（国立·私立初中，请直接咨询各初中）

Ⅰ－１１

电话 22-5410

儿童福利和保育所

ⅰ 各种补助
补助
儿童补助
儿童抚养补助
其他
特殊儿童抚养补助

残疾儿童福祉补助

问询

内容
抚养初中以下儿童者，可领取儿童补助。
抚养（该年度内）18 岁以下儿童的单亲父母等，满足
一定条件者，可领取儿童抚养补助。

子育支援课

电话 55-5335

障碍者福祉课

电话 55-5945
传真 55-5309

单亲家庭相关制度
抚养精神或身体有残疾、20 岁以下儿童者，根据其残
疾程度领取相应补贴。
需办理申请手续，对所得收入等有一定要求。
20 岁以下重度残疾者，可领取该补助。
需办理申请手续，对所得收入等有一定要求。

ⅱ 托儿所
因工作（包括求职期间）、分娩、疾病、照顾病人等情况不能亲自在家照看孩子的监护人，
可将孩子送入托儿所。
问询
子育课幼保管理系

电话 55-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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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２

公营住宅

公营住宅有市营、县营两种。
有空余时会在在市报纸上通知，申请需要一定的条件以及所得收入限制。如申请者较多，由
抽签来决定。
详情请咨询。
问询
市営住宅：建筑指导课住宅政策系
县営住宅：島根县住宅供给公社
松江住宅管理事务所

Ⅰ－１３

电话 55-5393
电话 22-3250

市内交通

ⅰ 公共汽车
从中门上车，前门下车，起立走动都需等车停稳，下车前按蜂鸣器通知司机，车内禁止大
声喧哗、打手机等。
①有乘车卡者：
上车时将卡插入中门读卡机，入座，下车前按蜂鸣器，等车停稳后起立，将乘车卡插入
车前方读卡机，下车。
②现金支付者：
上车时在中门领取整理券，入座，下车前按蜂鸣器，票价参看车前方显示屏，按整理券
号码提前准备相应的现金，等车停稳后起立，将钱放入前门料金箱，下车。
※
如没有零钱，可在车内用 1000 日元纸币、500 日元硬币兑换零钱。但因汽车开动时行走
有危险，请尽量提前准备零钱。
市内公共汽车由松江市交通局（市运营巴士）
、一畑巴士分别运营。
公交路线图，在松江站前的国际旅游咨询处免费发放。
ⅱ 电车（JR、私铁）
短距离的车票，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长途、特快、指定席票在 JR 绿色窗口购买。某些无
人小站，可以在车上直接向列车员购票。
问询
松江市国际旅游咨询处
JR 松江站
松江市交通局（市运营巴士）
一畑巴士
一畑铁路（私铁）

电话 21-4034
电话 21-3219
电话 60-1111
电话 20-5200
电话 2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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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４

驾驶执照

ⅰ 在日本开车
在日本境内驾驶车辆，必须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① 符合《1949 年 9 月 19 日道路交通有关条约》规定的国际驾照、或瑞士、斯洛文尼亚、德国、
法国、比利时、摩纳哥、台湾的驾照，并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⑴该国际驾照合法有效
⑵入境一年以内
※
注：在日本国内具有居留权或办理了外国人登记之后，离开日本在境外取得国际驾照，3
个月以内再入境，则对该国际驾照不予承认。
②持有外国驾照，凭证可在日本参加驾驶考试（部分内容可免）
，取得日本驾照。
③在日本驾校学习、参加驾驶考试，取得日本驾照。
ⅱ 凭外国驾照，取得日本驾照
外国驾照取得后须在该国居住 3 个月以上，并且符合日本驾驶考试参加资格（年龄等）者，
携带以下证件办理相关手续：
①所需材料
⑴驾照申请书（在申请处领取）
⑵外国驾照（必须合法有效）
⑶外国驾照的日文翻译件
・只限外国发证行政机关或该国使领馆、日本自动车联盟 JAF 发行的翻译件。
・JAF 島根支部的联系方式：电话 0852-25-1123
⑷外国停留时间相关证明（护照、或出入国记录证明书等）
⑸住民票（以下任一）
・住民票（有户籍记载的）或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外务省发行的身份证明书
・相关权力机关发行的身份证明书
⑹照片 1 张（竖 3.0 ㎝×横 2.4 ㎝）
6 个月以内拍摄的免冠、无背景、正面胸口以上照片，彩色、黑白均可）
⑺考试手续费
⑻其它的书面材料
・没有记载发证时间的外国驾照，需交可证明发证时间的材料（发票等）
。
・过去在日本取得过驾照的，需交该驾照。
・有国际驾照的，需交该驾照。
②报名方法
报名需要事先预约，请打电话咨询。
③报名时需确认事项及考试内容
⑴确认事项
・驾驶经历
・驾驶知识及技能
⑵考试内容
・适应性考试
④其它
⑴考驾照时，如果本人不会日语，需要有懂日语的人陪同。
⑵如果考试合格，交付驾照时需要付手续费。
问询
岛根县运转免许中心
松江市打出町 250‐1
島根县警察本部
松江市殿町 8‐1

电话 36-7400
电话 2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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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５

饲养宠物

ⅰ 狗的登记和狂犬疫苗注射
①出生 91 天以上的狗，必须进行登记（只要一次）
②在再循环都市推进课、各支所及市内的动物医院登记，手续费 3000 日元。
③狗死亡、领养狗、饲养者住址变更时，须在 30 日以内与再循环都市推进课联系。
④每年要打狂犬疫苗，防止咬伤时因狂犬病毒得狂犬病。
⑤狂犬疫苗，可以在市内的动物医院注射（需事前联系）
。
在市外的动物医院注射时，请事先联系。
另外，
每年 5 月在市内的各个公民馆进行集中注射（具体事宜刊登在松江市报 4 月号上）
。
狂犬病预防注射手续费 550 日元。
ⅱ 有关狗和猫的饲养方法及管理
①请一定要把登记牌（鑑札）和防疫牌（注射済票）拴在狗脖子上。
②请不要放养。
③狗在散步时的粪便，一定要带回去。
④管教好自己的狗，不让其无端乱叫吵到近邻。
⑤不能再继续饲养、又找不到新的养主时，决不能抛弃宠物，请与松江健所联系。电话 23-1317
ⅲ 处理猫狗等尸体时
①宠物猫、狗等
请送到再循环都市推进课或各支所，手续费 510 日元。
②路上野猫、野狗等
工作日…再循环都市推进课（电话 55-5279）
休息日…值班人员（电话 55-5555）
ⅳ 有关野狗的咨询
请与松江保健所（电话 23-1317）联系。
问询
再循环都市推进课美化推进系

电话 55-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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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续编
Ⅱ－１ 在留资格
ⅰ 在留资格的变更等手续
外国人在日本从事的活动性质变更时，必须办理在留资格的变更手续。
另外，在留期间的更新等申请手续，必须由申请人本人到居住地管辖处的入国管理局（办
事处）办理。
需要办理在留手续的情况：
①在留资格的变更、在留期间的更新
②要从事目前资格外活动时
③申请永住
④取消在留资格、在日出生者取得在留资格
⑤其他
咨询地点
广岛入国管理局松江办事处
松江市向岛町 134-10 电话 EL21-3834
受理时间
平常 9:00～12:00 13:00～16:00

Ⅱ－２

住民登录

外国住民在来日本生活、离开日本、在日期间搬家时，都需办理相关手续（住址登记、转出某市
区町村、转入某市区町村、住址变更等）。
需办手续

时

期

入境时
住址登记

住址确定后
14 天之内

市内搬家
住址变更登记

住址确定后
14 天之内

从外市搬入
转入登记

住址确定后
14 天之内

搬去市外、国外
转出登记

搬家、出国前 14 天之
内

户主、或与其关系发生变
化时

变化发生后 14 天之内

在留资格变化时的住址
登记

许可日后 14 天之内

担当部门
市民课综合窗口 届出窗口

所需材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护照
・临时庇护许可书或临时滞在许可书（仅限持有者提交）
※入境后已申请在留卡，还未领取卡者，可携带标记“稍后发行在留卡”
的护照办理
※同一户的户主为外国人者，需提交本人与户主的关系证明。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临时庇护许可书或临时滞在许可书（仅限持有者提交）
・国民保险证、或其他医疗保险证（仅限持有者提交）
・转出证明书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临时庇护许可书或临时滞在许可书（仅限持有者提交）
・国民保险证、或其他医疗保险证（仅限持有者提交）
・印章登录证（仅限持有者提交）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临时庇护许可书或临时滞在许可书（仅限持有者提交）
・国民保险证、或其他医疗保险证（仅限持有者提交）
・在留卡
・护照

电话 55-5253

10

Ⅱ

法律手续编
Ⅱ－３ 各种登记手续
ⅰ 结婚登记

※

在日本结婚时，需向市政府户籍窗口提交结婚登记。
结婚制度因国家而异，所需材料也相应不同，一般需要以下几种：
①夫妻双方都是外国人
⑴护照
⑵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⑶结婚登记书
⑷婚姻条件证明书（依所属国法律双方可合法结婚的证明）及其日文翻译件
⑸其他市长认为必要的文件（请咨询市政府户籍窗口）
②夫妻一方是日本人
⑴护照
⑵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⑶结婚登记书
⑷婚姻条件证明书及其日文翻译件
⑸户籍不在松江的，需要户籍誊（抄）本
因结婚更改姓名者，需遵守所属国法律，详情请咨询本国使领馆。

ⅱ 出生登记
婴儿出生后 14 天内，需进行出生登记。
出生登记时，需要父母的护照。
登记后，到市政府保健福祉课领取资料，了解预防针接种等情况。
登记所需证件：
⑴母子手册
⑵健康保险证
另外，还需办理以下手续：
⑴在驻日使领馆办理护照
⑵在出生后 30 天内，去入国管理局办理在留资格、在留期限的许可手续

ⅲ 死亡登记
外国人在日本死亡时，须在得知死亡事实后 7 天内提交死亡报告、归还在留卡。
ⅳ 离婚登记
离婚时，需向市政府户籍窗口提交离婚登记。

担当部门
市民课综合窗口户籍窗口

电话 5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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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印章登记
在日本签订合同时，需要盖章表示同意。
购买车、房子等大件物品时，需要印章登记证明书。
印章登记证明书，证明本人的印章。
①印章登记
请携带：需登记的印章、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
因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无姓名、通称姓名记载，印章磨损或残缺等情况，不能做印章登
记，详情请咨询。

②发行印章登记证明书
请务必携带印章登记证来申请。
手续费为一份 300 日元。

担当部门
市民课综合窗口中心登记窗口

电话 55-5253

ⅵ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手续
①有效期间更新手续
・所需材料：
⑴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在留卡
⑵护照
⑶照片 1 张（16 岁以下者不用提交）
※ 3 个月之内拍的本人清晰照片
纵 4cm×横 3cm
免冠、无背景，正面胸口以上照片
②期间
原则上有效期限日前 2 个月内，均可办理。
有限期限日为 16 岁生日者，可在该生日前 6 个月内办理。

※ 已过 16 岁生日者，请尽快办理手续。
③以下情况也需办理：
⑴证明书丢失、污损时
⑵记载事项变更时

担当部门
市民课综合窗口中心登记窗口

电话 55-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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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税
日常生活中许多公共服务都是靠税来维持的，居住在日本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须向所在
的市町村纳税。

①市税
⑴市民税

截至 1 月 1 日住在松江市的人，须按上一年的所得收入缴纳。

⑵轻自动车税
（税率随汽车种

截至 4 月 1 日拥有轻自动车或小型摩托车的人须缴纳。

类浮动）
⑶固定资产税

截至 1 月 1 日拥有土地、房屋的人须缴纳。

②国税·县税
⑷所得税

按个人一年的所得收入缴纳，自营业者需要申报。

⑸消费税

购买商品或服务等时须缴纳消费税，一律为 10%。

⑹汽车税

截至 4 月 1 日拥有汽车（轻自动车、小型摩托车除外）的人须缴纳。

担当部门
⑴
⑵
⑶
⑴～⑶
⑷⑸
⑹

市民税课
市民税课
固定资产税课
税务管理课
松江税务署
松江总务事务所

电话 55-5151
电话 55-5154
电话 55-5161
电话 55-5141
电话 21-7711
电话 32-5623

ⅷ 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是针对老龄者、残障人士、死亡者支付保险金的制度，旨在维持和提高全民的生活
水平。
在日本居住、20 岁以上 60 岁以下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年金保险。
在公司或工厂工作、加入厚生年金者以及其扶养对象的配偶等，在各个公司办理厚生年金手续。
其他人员，在市政府办理国民年金手续。保费凭日本年金机构发行的纳付书缴纳，每个月为
16,540 日元（2020 年度）
。如缴纳保费有困难，可以申请减免等，详情请联系市政府。
国民年金制度中，有“老龄基础年金”、“障害基础年金”、“遗族基础年金”等。另外，缴纳保
费、未享受保险金即回国者，可申请退还部分保费（脱退一时金）
，详情请咨询日本年金机构年金热
线 0570-05-1165。

担当部门
保险年金课国保年金系

电话 55-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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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１ 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国保）是参保者根据收入缴纳相应的保费，在受伤、生病时享受医疗费用减
免，减轻医疗负担、互帮互助的一种制度。
进行住民登录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参保者拥有领取保险金的权利、缴纳保费的义
务。
在工作单位参加健康保险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ⅰ 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
需办理的情况
加入

退出

其他

※
※

所需材料

※进行住民登录的人

在留卡

出境时

国保的保险证

搬家去往其他市町村时

国保的保险证、印章

加入其他健康保险时

国保的保险证、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证明、印章

死亡时

国保的保险证、印章

市内搬家时

国保的保险证、印章

遗失保险证时

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印章

变更户主或者改名时

国保的保险证、印章

请务必带上本人身份证件，在以上情况发生后 14 天内登记申报。
申请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请带好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

担当部门
保险年金课国保・年金系 电话 55-5263

ⅱ 保险金的领取
种类

具体内容

所需材料

通常医疗费

生病或受伤时，只需负担部分医疗费：
·未就学儿童
20%
·就学儿童～69 岁成人 30%
·70 岁～74 岁成人 10%、20%、30%

保险证

高额医疗费

1 个月支付的医疗费超过一定数额时，支付其超额部分

保险证、印章、发票、银
行账户

参保者分娩时、或者怀孕 4 个月以上流产或死产时，可领取 40 万 4 千日
元。
如为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象，可领取 42 万日元。
分娩育儿一
次性补助金

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直接支付制度

通常医疗费

参保者死亡时，葬礼举办者可领取 3 万日元

※

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可以从国保直接支付给医疗机构。
分娩住院时，在该医疗机构办理手续。（只限日本国内医疗机构）分
娩费用低于一次性补助金金额时，分娩后提出申请可领取差额部分。

保险证、印章、母子健康
手册、银行账户、不直接
（或直接）支付同意书、
分娩费用详单、产科医疗
补偿制度对象的证明

保险证、印章、银行账户

申请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请带好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及本人身份证明（如驾驶证等）
。

担当部门
保险年金课给付管理系

电话 5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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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保费的缴纳
每年的保费，分成 10 次，从 6 月缴纳到第二年 3 月。
缴纳期限为以上每月的月底。
用银行转账缴纳更方便。
拖欠保费的话，将出现冻结财产或报销不了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情况，务必按时缴纳。

担当部门
保险年金课国保・年金系 电话 55-5269
保险年金课收纳系
电话 55-5267

Ⅲ－２ 去医院看病时
日本医疗技术水平很高，但医患关系、诊治方法等有些情况会与自己国家有所不同，请遵从
医生的指示。
去医院看病，首先要向接待窗口出示保险证。第一次看病时，多数医院不接受预约，只能按
照当天的顺序排队看病，有时等待时间会比较长。
看病的接待时间因医院而异，请事先确认好。
检查、治疗后，在接待处支付相应费用。
松江的部分医院介绍，请参考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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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３ 母亲和孩子的健康
ⅰ 怀孕、出生时
种类

内容

怀孕时

(1)领取母子健康手册

递交妊娠报告时领取。

(2)婴儿手册

递交妊娠报告申请时领取，可以了解育儿知识。

(3)孕妇·幼儿健康检查的检查票

与母子健康手册一起领取，可凭票免费产检 16 次（孕妇 14 次，婴儿 2 次）
。

(4)孕妇咨询

可向健康推进课（保健福祉综合中心）以及各支所市民生活课保健师咨询

(5)准爸爸·准妈妈教室（预约制）

关于妊娠·分娩·育儿的讲座。申请听课，请与担当部门联系。

(6)助产设施

出生后

(7)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

因经济上的理由而不能住院、申请不了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的产妇，可
使用该设施。设置在松江市立医院。
国民健康保险参保者在分娩时，可领取 42 万日元。
办理出生登记时有说明。
※国民健康保险的领取（参照 第 15 页）

(8)预防针手册

出生登记时领取

(9)新生儿家访

助产医、保健师就育儿和产后健康等进行家访指导。

(10)儿童补贴

申请后第二个月开始领取。办理出生登记时请在担当部门办理手续。

担当部门
⑴ ～⑸、⑻、⑼ 子育支援中心
⑹
家庭相谈课
⑺
保险年金课给付管理系
⑻、⑽
子育支援课

电话 60-8155
电话 55-5210
电话 55-5265
电话 55-5335

ⅱ 婴幼儿期的健康与咨询
① 婴幼儿的健康检查
从出生到 5 岁期间，可以免费进行以下检查。
种类

内容

1 个月婴儿健康检查（个别健康检查）

凭检查票到医疗机构检查

4 个月婴儿健康检查（集体健康检查）
※保健福祉综合中心

具体日程时间会通知个人

10 个月婴儿健康检查（个别健康检查）

凭检查票到医疗机构检查

18 个月婴儿健康检查（集体健康检查）
※保健福祉综合中心

具体日程时间会通知个人

3 岁幼儿健康检查（集体健康检查）
※保健福祉综合中心

具体日程时间会通知个人

5 岁幼儿健康检查（集体健康检查）
※保健福祉综合中心

通过事先问卷调查，得知孩子的发育相关问题或倾向，
根据调查结果，为希望再次进行集体健康检查者提供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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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婴幼儿的健康咨询
育儿相关咨询：
种类

内容
地点：保健福祉综合中心、鹿岛交流馆（多久汤旁）
针对 6～8 个月婴儿的中期讲座
针对 9～11 个月婴儿的后期讲座
市政府各支所、保健福祉综合中心等处
有保健师接受咨询。

断奶期食物与牙齿保健
婴幼儿的健康咨询

由于疾病等原因而需要长期疗养的儿童以及需要相关医疗护理的，由各地区
保健师（健康推进课，各支所市民生活课）负责接受咨询及家庭访问等

长期疗养儿童的咨询·生活支援

担当部门
子育支援中心

（需预约）

电话 60-8155

③ 婴幼儿预防针
进行以下预防接种，预防感染疾病，保护孩子的健康。
种类

对象

接种方法

BCG（卡介苗）

出生后 12 个月内

B 型肝炎

出生后 12 个月内

HIB（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2 个月～5 岁以下

小儿肺炎球菌

2 个月～5 岁以下

4 种混合

3 个月～7 岁半以下

水痘

12 个月～36 个月以下

麻疹
风疹混合（MR）

①第 1 期
12 个月～24 个月以下
②第 2 期
幼儿园、保育所的幼儿

日本脑炎

3 岁～7 岁半以下

※

时间

集体接种（部分个别）

到指定医疗机构个别接种

4 月～3 月

免费接种。

担当部门
子育支援课

电话 55-5325

ⅲ 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
松江市有儿童医疗费部分补助制度，递交出生登记时请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时需持保险证、印章。
补助对象、内容如下：
对象年龄

收入限制

0 岁～小学 6 年级

无

中学 1 年级～20 岁以下

无

※

补助范围
住院、看病都可以享受补助。
个人无需承担保健诊疗医疗费用。
★在药局配药也免费
只限慢性呼吸器疾患等 16 疾患群的認定者住院时，
补助医疗费用的 10%（上限 2000 円）

保险适用对象以外的费用、住院时的伙食费不在补助之列。

担当部门
子育支援课

电话 55-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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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婴幼儿医疗费制度
种类

内容

(1)早产儿保育医疗费

公费负担早产儿住院费用

(2)抚育医疗费（未满 18
周岁）

针对残疾或患有如不进行治疗就会发展为残疾疾病的儿童，支付用
于治疗·减轻残疾症状手术等有确切效果治疗手段的医疗费用

(3)小儿慢性特定疾病

公费负担小儿的慢性特定疾病等的医疗费

担当部门
⑴ 、⑶子育支援课
⑵
障碍者福祉课

电话 55-5326
电话 55-5945

Ⅲ－４ 青年期·壮年期的健康
ⅰ 健康检查
不能在工作单位进行体检的人，可以参加松江市一年一度的体检。
种类

对象

基本体检

20～39 岁者、
20 岁以上且领取生活保护费者
（注：40～74 岁健康保险的参保人，需参加保险
证发行单位的体检。
）

特定体检

40～74 岁松江市国民健康保险参保者

分类

检查时间

个别

7～10 月

受理·申请地点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各支所
后期高龄者体检

胃癌检查

大肠癌检查

75 岁以上者、
65 岁以上持有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证者

集体

（钡剂造影检查）40 岁以上者

个别

（胃镜） 50～74 岁者

集体

40 岁以上者

7～9 月

（需预约）

宍道健康中心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6～3 月

各会场

个别

7～3 月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集体

6～3 月

会场、各支所

邮寄

1～2 月
6～3 月

肺癌检查

40 岁以上者
65 岁以上包括结核检查

个别
集团

20 岁以上者女性
HPV 并用为 25 岁以上

个别

子宫癌检查

集团

40 岁以上者女性
集体

岛根县环境保健公社
JA 厚生连、JA 各支店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各会场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6～3 月

个别
乳癌检查

市民生活课

各会场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6～3 月

岛根县环境保健公社
电话 61-8077

前列腺癌检查

50 岁以上男性

个别

7～3 月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肝炎检查

40 岁以上且未接受过松江市实施的肝炎检查者

个别

6～3 月

指定医疗机构（需预约）

牙周病检查

40 岁，50 岁，60 岁三结点年龄者

个别

6～3 月

指定牙科医疗机构（需预约）

后期高龄者
牙科口腔检查

76～85 岁者

个别

6～12 月

指定牙科医疗机构（需预约）

担当部门
健康推进课

电话 60-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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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高龄者预防接种
种类

对象

接种方式及费用

时间

高龄者肺炎链球菌

・当年度 65、70、75、80、85、90、95、100 岁者
・60～64 岁患有心脏、肾脏、呼吸系统及免疫等疾障者

个别接种
进行一部分补助

4 月～3 月

高龄者流感

・65 岁以上
・60～64 岁患有心脏、肾脏、呼吸系统及免疫等疾障者

个别接种
进行一部分补助

10 月～1 月

担当部门
子育支援中心

电话 60-8155

ⅲ 福祉医疗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医疗费补助。
（需事先确认：申请时是否需要诊断书和民生委员意见书）
①65 岁以上、连续 3 个月卧床不起者
②严重智障者（或儿童）
、有严重身体残疾的智障者（或儿童）
③严重身体残疾者
④严重精神障碍者（或儿童）
，有严重身体残疾的精神障碍者（或儿童）
⑤单亲家庭中，抚养 18 岁以下或高中三年级以下就读儿童的抚养者、及该儿童
※ 住院伙食费不列为补助对象。

担当部门
子育支援课

电话 55-5335

ⅳ 后期高龄医疗
符合下列条件的高龄老人，自己承担医疗费的 10%或 30%。
①75 岁以上者
②65 岁以上 75 岁以下、有一定残障情况者。

担当部门
保险年金课高龄者医疗系

电话 55-5325

ⅴ 针对残障人士的医疗费补助
种类

对象

精神疾病医疗

针对患有精神疾病并有必要定期前往医院进行治疗的对象，为其相关医疗费用提供补助。

康复护理医疗

身体残障人士针对其残障进行的相关去除·减轻症状的有确切效果的手术等治疗手段，为

（18 岁以上）

其相关医疗费用提供补助。
（需要持有身体残障手册）

担当部门
障碍者福祉课

电话 55-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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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松江的医院（※部分介绍）
①综合医院
名称
松江纪念病院
（可用英语）

地址

电话

科室（※括号内为可提供的外文服务）
内科、呼吸器科、消化器科、循环器科、小儿科、神经内科、

上乃木 3-4-1

27-8111

外科、整形外科、肛门科、妇科、皮肤科、康复科、放射线科、
麻醉科、牙科口腔外科
内科、呼吸器科、消化器科、循环器科、小儿科、精神科、神

松江市立病院
（可用英语）

乃白町 32-1

60-8000

经内科、外科、整形外科、形成外科、脑神经外科、心脏血管
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肤科、泌尿器科、康复
科、放射线科、麻醉科、牙科口腔外科
内科、呼吸器科、消化器科、循环器科、血液内科、糖尿病及

松江赤十字病院
（可用英语）

内分泌内科、其他（内科系）
、小儿科、精神科、神经内科、外
母衣町 200

24-2111

科、整形外科、形成外科、脑神经外科、呼吸器外科、心脏血
管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肤科、泌尿器科、康
复科、放射线科、麻醉科、牙科

松江生协病院
（可用英语）

内科、呼吸器科、消化器科、循环器科、小儿科、神经内科、
西津田 8-8-8

23-1111

外科、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肛门科、妇产科、眼科、耳鼻
咽喉科、皮肤科、泌尿器科、康复科、放射线科、麻醉科

②病情的中日文对照
汉语

日语

汉语

日语

发烧

発熱(Hatsunetsu)

便秘

便秘(Benpi)

打寒颤

寒気(Samuke)

心悸

動悸(Douki)

头痛

頭痛(Zutsu)

胸痛

胸が痛い(Mune-ga-itai)

头晕

めまい(Memai)

背痛

背中が痛い(Senaka-ga-Itai)

出汗

汗をかく(Ase-o-kaku)

咳嗽

せき(Seki)

发倦

だるい(Darui)

痰

たん(Tan)

失眠

眠れない(Nemurenai)

喉咙痛

のどが痛い(Nodo-ga-itai)

食欲不振

食欲がない(Shokuyoku-ga-nai)

打喷嚏

くしゃみ(Kusyami)

耳鸣

耳鳴り(Miminari)

痉挛、抽筋

けいれん(Keiren)

浮肿

むくみ(Mukumi)

跌打伤

打撲(Daboku)

肩酸

肩こり(Katakori)

擦伤

すり傷(Surikizu)

疼痛

痛み(Itami)

割伤

切り傷(Kirikizu)

隐隐作痛

鈍痛(Dontsu)

骨折

骨折(Kossetsu)

剧痛

激しい痛み(Hageshii-itami)

扭伤

捻挫(Nenza)

绞痛

刺し込む痛み(Sashikomu-itami)

烧伤

やけど(Yakedo)

胃痛

胃が痛い(I-ga-itai)

出血

出血(Syukketsu)

烧心、吐酸水

胸やけ(Muneyake)

腰痛

腰が痛い(Koshi-ga-itai)

恶心

吐き気(Hakike)

蛀牙

虫歯(Mushiba)

呕吐

嘔吐(Outo)

牙痛

歯が痛い(Ha-ga-itai)

腹泻

下痢(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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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援助编
Ⅳ－１ 咨询、求助（遇到困难时）
ⅰ 市民咨询
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不安，市政府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并为您严格保护隐私。
①生活、消费相关咨询
继承、离婚等家庭内部矛盾、邻居矛盾等生活问题，商品纠纷、多重债务、上门贩卖、
租房契约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咨询。
每周一～周五 9:00～16:00
②法律咨询
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由律师接受咨询。
每周二 13:15～16:15（需预约）
③行政咨询
对国家或特殊法人在行政方面有不满和要求时，由行政咨询人员接待。
每月第 2、4 个的周三 13:00～16:00
④登记咨询
土地、建筑物的登记相关问题，由司法人员、土地房屋调查员接待。
每月第 3 个周四（有时会在第 1 个周四举行） 13:00～16:00（需预约）
⑤人权咨询
人权问题，由人权拥护委员接待。
每月第 1、3 个周三 13:30～16:00
⑥行政手续咨询
有关行政手续的问题（农用地转用、法人的设立·变更、饮食业的开业许可申请、住宅
建造许可申请等）
，由行政书士接待。
每月第 4 个周四 13:00～16:00
⑦劳动·社会保险咨询
社会保险劳务士对应接待与年金·劳动时间相关的纠纷，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相关的咨询。
每月第 3 个周五 13:00～16:00
⑧关于暴力团伙的咨询
关于暴力团伙的咨询，由岛根县暴力追放县民中心的工作人员负责。
每月第 2 个周五 13:30～16:00
※

来咨询时，请与会日语的人一起来。

担当部门
消费生活相谈室联系
电话 55-5148
※有关市政的意见、建议等
市民生活相谈课咨询系 电话 55-5677

ⅱ 其他咨询
① 健康咨询
随时进行保健指导、血压测量等。
保健福祉综合中心 电话 60-8154
②医疗咨询
在疗养方面的不安、保健、福祉制度方面的问题，由各专门人员接待。
市立医院 地域医疗室 电话 60-8083
③女性问题咨询
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电话 25-2602
⑴女性咨询 周一·二·四·五 10:00～16:00
⑵咨询(需预约) 每月 2 次 10:00～14:00
⑶法律咨询(需预约) 每月 2 次 10:00～12:00
④高龄者、残障人士的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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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高龄者、残障人士综合咨询中心（Ikiiki Plaza 岛根内） 电话 32-5955
⑴高龄者与其家属等（Silver110）
⑵一般咨询 周一～五 9:00～16:00
⑶专业咨询（法律、税、内科、司法书士、住宅、年金等）需预约
⑤残障人士（儿童）的综合咨询
（身体障碍、智力障碍、精神障碍、难病患者）
身体障碍、智力障碍、精神障碍、难病患者 电话 60-0400
每周一～周五 9:00～17:00（周末、节假日、年末年初休息）
⑥心理咨询
酒精依存症、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相关咨询
松江保健所
电话 23-1316
身心咨询中心 电话 21-2885
障碍者福祉课 电话 55-5236
⑦消费者相关咨询
县消费者中心（市町村振兴中心） 电话 32-5916
⑧职业咨询・就业消息
⑴岛根年轻人就业支援中心（松江站 Terrsa 大楼 3 层） 电话 0120-67-4510
周一～周五 9:30～18:00（周一～周五）
⑵Hello Work 松江（松江站 Terrsa 大楼 3 层） 电话 22-8609
⑶高龄期雇佣就业支援所（松江站 Terrsa 大楼 3 层） 电话 28-8700
⑷打零工介绍所（松江站 Terrsa 大楼 3 层） 电话 25-8010
⑸岛根学生职业咨询室（松江站 Terrsa 大楼 3 层） 电话 28-8609
※ ⑵～⑸周一～周五 8:30～19:00、周六 9:00～16:00（节假日、年末年初休息）
⑨交通事故相关咨询
⑴岛根县交通事故咨询所 电话 22-5102
周一～周五 9:00～12:00、13:00～16:00（节假日休息）
⑵损保 ADR 中心中国 电话 082-553-5201 周一～周五 9:15～16:00
出访现地咨询、交通事故律师咨询（需预约） 每月第三个周四
※ 咨询时，请务必与懂日语的人一起来。

Ⅳ－２ 支援活动
ⅰ 松江市国际观光课（松江市国际交流会馆）租借会馆
①生活咨询
欢迎您来咨询。
（有会汉语、英语、韩语的工作人员，如需外文咨询服务，请事先来电。
）
②松江市国际交流会馆（松江市西川津町 3405-5）貸館業務
国际交流会馆，是为促进市民间国际交流的设施，同时也兼做地区公民馆，欢迎在此举
办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别的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参加川津公民馆的各项活动。欢迎垂询。
问询
国际观光课 电话 55-5175
E-Mail：kokusai@city.matsue.shimane.lg.jp
松江市国际交流会馆（松江市西川津町 3405-5）
电话 31-8345
传真 31-0321
周一～周五 9:00～19:00
（手续办理时间：工作日 8:30～17:00）
E-Mail：m.koryu@web-sanin.co.jp
http://www.matsue-micc.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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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公财）岛根国际中心
①一般生活咨询 （可以用日语、汉语、菲律宾语、英语）
英
语：每周三 13:00～17:00
汉
语：每周四 13:00～17:00
菲律宾语：每周五 13:00～17:00
②法律咨询由行政书士接待（可以用日语、汉语、菲律宾语、英语）
每月 1 次，需预约
每月第三个周日 13:00～16:00
③有汉语、韩语、英语的报纸、杂志
④有图书、录像带等
⑤免费上网
问询
（公财）岛根国际中心（松江市东津田町 369 番地 1）
电话 31-5056
传真 31-5055
周一～周五 9:00～19:00
周日
9:00～17:00
（周六、节假日、年末年初休息）
E-Mail：admin@sic-info.org
http://www.sic-inf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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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語）

口译志愿者制度的利用方法
公益财团法人岛根国际中心（SIC）

１．什么是口译志愿者
外籍居民在遇到语言障碍时，SIC 将向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行政窗口、医院等部门派遣翻译。
口译志愿者只做口译，不做笔译，也不代办各种手续。
２．怎样申请

①申请人请至少提前 4 天，通过网站向 SIC 提出申请。
https://www.sic-info.org/cn/support/community-interpreter/
②SIC 跟口译志愿者进行调整后，再跟申请人联系。
③决定派遣的口译志愿者会在当天去现场进行翻译活动。
④翻译活动结束后，申请人请通过网站填写翻译活动结束报告，并发送至 SIC。
３．谁能申请
居住在岛根县内的外籍居民、行政机关、医疗、教育机关等，以及得到 SIC 认可的团体或个人。

４．可派遣的场所
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行政窗口、医院等。
以盈利为目的活动不能派遣。
５．需付费吗？
不需付费，口译志愿者的交通费等经费由 SIC 承担。
６．其他
*SIC 及口译志愿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得知的内容及个人信息等，除翻译活动外，不会使用。
*口译志愿者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外籍居民在这里更好的生活。口译志愿者将会尽最大努力，尽量
忠实的按照原意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万一对您或对方造成损失或有所伤害的话，SIC 及口译志
愿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找不到现场翻译时，还可通过视频（skype）进行翻译。
（医疗除外）

口译志愿者派遣申请及翻译活动结束报告
https://www.sic-info.org/cn/support/community-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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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１ 遭遇事故、被害事件等
ⅰ 报警（110）
遇到偷窃、暴力事件、发生交通事故时，拨打 110 报警（无需区号、免费、24 小时）
。
110
拨打 110，讲清楚①何时、②何处、③发生了什么事情。
用手机报警时，务必讲明报警地点、手机号码。
说不清地址时，讲明标志性建筑或标记物等。报警后，不关机。

ⅱ 遗忘、丢落物品
到警察署或者派出所询问。丢失信用卡、现金卡等时，立即与发卡公司联系，阻止第三者
盗用。
①驾照
到警察署办理重发手续。
②健康保险证、在留卡
到警察局领取《遗失届出事实证明》后，到市政府办理重发手续。
③护照
到警察局领取《遗失届出事实证明》后，到使领馆办理。
ⅲ 交通事故
①发生交通事故后
⑴立即处理负伤者、转移到道路外等安全场所。伤势严重时，拨打 119 叫救护车。
⑵拨打 110 报警，听从指示。
⑶与保险公司联系。联系不及时，可能导致不能赔保。
②遭遇交通事故时
⑴立即到警察署提交报告。不提交的话，领不了赔保所需的交通事故证明。
⑵确认驾驶人、车主（驾驶人与车主非同一人时）的住址、姓名、车牌号码、投保日期、保
险公司名称等。
⑶即便当时无大伤，也有可能之后发生症状恶化，所以需医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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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２ 如何叫消防车、救护车
在日本，发生火灾、患病或受伤时，可以拨打 119 向消防署求助，叫消防车或救护车。
※119 报警是免费的。
发生火灾求助（叫消防车）
患病或受伤需要急救（叫救护车）

【消防署】＝ 【拨打 119】

ⅰ 拨打 119 报警时，需要明确告知两点：
①是火灾？还是急救？
②需要救助的住址、地点（建筑物名称、房间号等）
ⅱ 平时就要准备好：
①为了紧急情况时能顺利拨打 119 报警，平时就要学会用日语说明是火灾还是急救、住址等。

Fire
(kaji)

(F) Kaji desu

or

Medical Emergency
(kyūkyū)

Call

119

(M) kyūkyū desu q

Address(jyūsho) ： Matsueshi q

②实在不会日语，可以让周围会日语的人帮忙拨打 119 报警。
ⅲ

多语言电话翻译服务
即使向【119】报警时不会日语，松江市也已导入了对应 14 个国家语言的多语言电话翻译服
务系统。
（英语、中文、韩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尼泊尔语、越南语、菲律宾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
向【119】报警时，电话可同时接通多语言电话中心，实现三地三人之间的对话（报案人、119、
翻译）
，顺利对应不会日语的外国人的报警。
报案人
119

翻译

紧急情况时，大声向周围的人求助。
“help!!”
※

手机报警后，也别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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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３ 发生地震时
日本多地震，随时随地可能发生。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需平时做好准备。
ⅰ 地震对策：
①平时要做的
(1)明确家里最安全的地方。
(2)确保每人每天 2～3 升的饮用水。
(3)将必需品装进背包或救急袋，放在全家人都知晓的地方。
※ 必需品有：
（准备物品核对表）
□手电筒、干电池
□粮食、饮用水
□小型收音机
□现金（10 日元的硬币，便于打公用电话）
□身份证明、护照等贵重品
□火柴、打火机、蜡烛
□常用药
□衣服
(4)用零件固定家具，防止其翻倒。
(5)写清紧急联系号码。
(6)确认最近的避难场所和医院。
②发生地震时
(1)权衡自身安全，到最近的安全场所避难。
(2)息灭火源，关闭所有可能引起火灾的器具。
(3)打开房门，确保逃生通道。
(4)不要盲目跑出去，等地震稍微停止后，保护好头部，逃往空地。
(5)不与家人走散，尽量一起去避难场所。
※ 移动过程中，注意建筑物玻璃、广告板、电线杆的跌落倒下。
※ 通过电视、广播、电话等，随时把握灾情实况。
①发生地震后
有余震、海啸等危险。
请尽可能从电视、收音机、报纸等收集准确灾害消息。
家属安危与避难场所等，尽快与本国大使馆·领事馆、所在的学校、公司等联系。
除地震之外，也有可能发生其他各种灾难。为了以防万一，请平时就做好准备。
ⅱ 灾时留言电话「171」
受灾区域内、以及与其他区域的人联系的“传话筒”
。
除了其他地区的人可以听到灾民的录音之外，也可以从其他地区向受灾地区发送录音信息。
由 NTT 通过电视或广播提供这一服务。
拨打「171」
，按照日语语音提示进行录音留言、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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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４ 发生台风、水灾时
在日本，夏秋季节多发台风、山崩、洪水等灾害。台风来时，留意天气预报，尽量不去登山、
钓鱼、海水浴等。
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准备手电筒、携带型收音机，以防停电。
②准备好灾害时带走的物品。
③确认最近的避难地点、路径。留意天气情况，一旦收到避难警告或指示，立即避难。
④强风时，不外出。
⑤不靠近断裂的电线杆、电线等。

Ⅴ－５ 避难所
因灾害出现家宅倒塌或被烧毁、在家有危险的人员时，各学校、公民馆、公园等将被指定为
“指定避难所”、“临时避难所”。
针对到市政府指定的学校等避难所有困难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需要特别照顾者，还有“福
祉避难所”。
发生灾害时，灾害对策本部将根据需要开设以上避难所。开设避难所，需按照灾害对策本部
的工作人员、设施管理人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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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时拨打的电话
打 110

发生事故盗窃时候（警察）
发生事故时候

Jiko desu

发生盗窃的时候

Dorobo desu

打 119

发生火灾时候 （消防）
Kaji desu

发生火灾

打 119

患急病・ 需要救助时候
Kyubyo desu

患急病
★免费

21-0011

煤气发生异常（漏气 煤气设备发生故障时候）
液化石油气请与经营者联系（松江市煤气局）

55-4888

水管异常（断水 漏水等）
（松江市自来水公司综合窗口）

停电 电路发生异常

0120-83-3103 (免费电话)

（中国电力松江营业所）

◆ 在任何情况下，打电话时候请告诉姓名 地点

电话号码

姓名（我是・・・）

Watashi wa ……………………….…desu.

地点

Basho wa………………………….….desu.

电话号码

Denwa wa……………………….……desu.

★ 在不知道地名的地方遇到事故时候，请附近的人代为联系
如果您对在松江市生活抱有疑问时候，请随时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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