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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滨松市
这个“欢迎礼包”、为您提供有关在滨松生活的必要信息。
来滨松市的各位，如果您觉得这个礼包方便实用，我们也将感到万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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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HAMAMATSU
以多种语言传递滨松市信息的网站
请阅览“CANAL HAMAMATSU”
https://www.city.hamamatsu.shizuoka.jp/hamachi/

滨松市国际科
电话: 053-457-2359

传真: 050-3730-1867

电子 邮 件: kokusai@city.hamamatsu.shizuok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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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市多语种生活指南网站
CANAL HAMAMATSU
滨松市的生活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查询！
 垃圾要怎么扔？
 发生地震时要怎么办？
 孩子出生时要怎么办？
 想学日语要怎么办？

等等

输入“CANAL HAMAMATSU”进行查找

https://www.city.hamamatsu.shizuoka.jp/ha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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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市多文化共生中心
滨松市多文化共生综合咨询一站式中心
在这里，您可以咨询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多文化共生中心会为您的地区共同生活
提供帮助。

滨松市中区早马町 2-1

CREATE 滨松 4 楼

电话：053-458-2170
电子邮件：info@hi-hice.jp
开放时间：9:00~17:30
休息 日 ：12 月 29 日~1 月 3 日

官方网站

facebook

http://www.hi-hice.jp/hmc/

◆ 为您提供咨询和信息
 免费提供多种语言的生活咨询。
（日语、葡萄牙语、英语、他加禄语、中文、越南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韩语、
泰语、尼泊尔语、印地语、法语、俄语）
 提供关于日本在留资格的咨询、以及向律师和行政书士的咨询。（限定日期）
 提供国际交流信息，以及为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而举办的各种活动信息。
◆

防范灾害

 发生大灾害时，以多种语言传递必要信息。
 进行防灾训练。
◆ 地区的共同生活
 向自治会等地区活动提供帮助，方便大家的生活。
◆ 培养人才
 为了让帮助外国人的支援者们进一步学习知识，开设学习会。
 派遣活跃于学校和地区的人士，并开设学习会，加深对各国的相互理解。
◆

充分利用多样性的城市规划

 利用文化的多样性，使各地区的活动充满活力。
◆ 帮助大家开展地区共生活动
 为开展地区共生活动的人们提供帮助。

滨松市多文化共生中心／滨松市多文化共生综合咨询一站式中心，是
滨松市向（公财）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委托工作而开设的。

公益财团法人 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
HICE（Hamamatsu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电话: 053-458-2170

网址: http://www.hi-hic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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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市外国人学习支援中心

中国語版

中文版

U-ToC

这里为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提供帮助。

滨松市西区雄踏町宇布见 9611-1
电话：053-592-1117
电子邮件：info@hi-hice.jp
开放时间：9：00~17：00
休息 日 ：周 六 、周 日 、节 假日

官方网站

http://www.hi-hice.jp/u-toc/
休業日：土曜、日曜、祝日

◆

日语教室

 U-ToC 日语教室，是为在地区生活的外国人而开设的教室。这里能够学习到对生活有
帮助的日语。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学习。
 有入门班、初级班、读写班、N4 语法班和初中级班，也有能够用日语交流的班级。

◆ 为下一代提供学习帮助
 防止外国孩童不去上学，帮助年轻一代计划未来。

◆ 为开设地区的日语教室提供帮助
 与本地人和外国人携手合作，帮助需要学习日语的人们。

◆ 为增加在日语教室教学人士而开设学习会
 为增加在地区日语教室的教学人士，提供并开设学习会。

滨松市多文化共生中心／滨松市多文化共生综合咨询一站式中心，是
滨松市向（公财）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委托工作而开设的。

公益财团法人 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
HICE（Hamamatsu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电话: 053-458-2170

网址: http://www.hi-hic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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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上学吧
让孩子上学吧！您的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日本规定，6 岁至 15 岁儿童的父母、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
滨松市内有滨松市立中小学，私立中学，还有为外国孩童专设的学校等等。
※具体内容请向各咨询处咨询。

滨松市立中小学




用日语授课，实施日本教育。
帮助您的孩子去习惯学校的学习环境。
需要通过教育委员会办理手续。

◆

咨询方式
滨松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综合支援中心
住址：滨松市中区中央一丁目 2-1 E-Stage 滨松 7 楼
电话：053-457-2429

私立中学



用日语授课，实施日本教育。
学费需自己负担。

◆

请向各私立中学咨询。

为外国孩童专设的学校





授课对象以南美洲的外国人为主。
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授课。
学习内容由各个学校自主决定，与日本学校的学习内容有所不同。
学费需自己负担。

◆

咨询方式
→ Mundo de Alegría
电话：053-482-7666
滨松市西区雄踏町宇布见 9611-1
→ 伯人学校 EAS 滨松 电话：053-540-2037
滨松市东区半田山二丁目 24-3
→ Escola Alcance
电话：053-543-6280
滨松市中区富塚町 3002-3

※各学校学费以外的其它费用都需自己负担。
滨松市国际科
电话:053-457-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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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交通规则
■ 驾驶机动车须知
◆ 驾驶证
在日本驾驶机动车时必须持有效的机动车驾驶执照。
当住址和名字有变更时，请持驾驶证到附近的警察局办理相应手续。
驾驶证上的住址和名字需要更改。

⚫

⚫

未持有国外驾驶执照

需通过日本的驾照考试来取得驾驶执照。

为了通过考试，大多数人会选择去驾校。
持有国外驾驶执照

办理申请手续，通过日本驾照中心的测试及认可后可获取驾驶执照。

具体内容请咨询警察局或静冈县警察本部。

◆ 保险




驾驶机动车时，需通过有效的定期车检。
法律规定必须加入“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简称自赔责保险）”
加入“自赔责保险”的同时，也请加入“任意保险”。发生事故时，很多情况下单是“自
赔责保险”还不够全面。

◆ 机动车登录


机动车必须登录后才能驾驶。办理登录手续时，必须确保有停放和保管机动车的地方，
需去警察局申请停车场持有证明。

◆ 机动车税


购买新车和实施车检时需缴纳重量税。其它还需缴纳机动车税。每年 4 月 1 日会有机
动车税的缴纳通知邮寄到机动车所有者的住址。请务必在 5 月 31 日之前缴纳。（新车
请在购买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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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则
◆ 基本交通规则
■





请按照红绿灯和道路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
（黄灯：警示，红灯：禁止通行，绿灯：准许通行）
步行者靠右步行，机动车和自行车靠左行驶。
道路上步行者优先。

◆ 机动车的基本交通规则


行驶时，不只是自己，也请注意周围步行者和行驶车辆的安全。



有“停”的交通标志时，请务必停止行驶。
并确认周围车辆和行人的通行状况。



照明不良情况下或夜间行驶时必须打开前照灯。



酒后禁止驾驶自动车及骑自行车。



步行者和自行车准备或正在过人行横道时，必须停止行驶。



乘车时，所有人必须系上安全带。



未满六岁的儿童乘车时，
必须使用适宜的儿童安全座椅。



行驶中，禁止操作和使用手机，不可一直盯着导航画面。



请将音量调至安全行驶范围内，不可在听不到周围任何声音的状态下行驶车辆。
比如大音量收听或者带着耳机收听广播或音乐。

◆ 发生交通事故时


发生交通事故时，为了避免二次事故，请将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关掉引擎。



如果出现受伤人员，请及时呼叫救护车（拨打 119）
，救助优先。



务必也请联系警察（拨打 110）
，告诉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位置、受伤人数和伤势状况，
并按警察的指示行动。



自己无法呼叫救护车（拨打 119）和警察（拨打 110）时，请向周围的人求助。
※请绝对不要离开交通事故现场。
（以免被误认为是肇事逃逸）
请在警察到达交通事故现场后再去联系朋友和口译人员。

警察 （事件、事故 ）

１１ ０

救 护车（受 伤、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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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道路交通标识范例

■ 红绿灯
无视红绿灯，会引起严重事故。
请务必按红绿灯的指示行驶。
（夜间也必须遵守）

■ 禁止通行
单行线路口。车辆不可进入。

■ 铁路道口警报器
警报发出时，禁止通行。
请等待电车通过。

■ 暂停行驶
请务必在道路的停止线处暂时停下，
然后确认安全。

※即使与自己国家的道路交通标识相似，表示的意思也会有不一样的时候。请行驶前务必确
认。

※日本的交通规则不只是这些。请务必好好学习日本的交通规则，牢记后再上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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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地震

如果感觉到有强烈的震动或者长时间的震动时，请先护住自己的身体部位。若发生海
啸请立刻逃离。

■ 何时做，应该做些什么？
◆ 地震发生时需立刻做的事

保护好头部。尽量护住身体部位。

不要着急往外跑。
◆ 保护身体，避免因震动遭受伤害

躲到桌子底下，护住身体部位，避免遭受落下物体的伤害。

不要躲在家具附近，尽量选择安全的地方。

震动时，不要勉强去关火。（厨房等）

确保向外逃生的通道。（打开门或者通向外面的窗户）
◆ 往高处逃离

震动缓停后，往高处逃离。
→ 发生强烈震动或长时间震动（1 分钟以上）时，即使没有发出海啸警报，也应
即刻逃离。

尽量往高处逃离。（海啸避难设施、高台等）

即使不在家中，发生海啸时也应当即刻逃离。
→ 地震发生之前，事先和家人商量好避难场所。（从家里逃离时、从学校逃离时、
以及从工作单位逃离时的避难场所）

避难时若选择市政府开设的紧急避难场所和避难所，记住携带生活必需用品。
（ 食品、
被子、消毒液等）

海啸警报尚未解除之前，不要回家。

■ 紧急地震速报＜ 发生强烈震动时的通知＞
震动开始的数秒之前，会发送通知。
通过电视、收音机、手机等播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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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场所不同场合，都应该做些什么
在繁华街市时
◆ 在店里

用随身携带的包或者购物篮护住头部。

离开卖场，靠近墙壁附近。

听从店员的指示，不要着急往外跑。
◆ 在升降梯里

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键，在电梯停留的楼层走出电梯。

发生地震后，不要使用电梯。
◆ 在地下层的店里

地下街道每隔 60 米设置有出口。

冷静寻找出口并逃离。

听从店员的指示。

出行途中
◆ 走在路上时

避开易倒下物。（墙壁、柱子、自动贩卖机等）

注意落下物。（玻璃、招牌板等）

选择坚固的建筑物来躲避落下物。
◆ 正在开车时

慢慢减速。选择安全的道路，靠左停车。
震动未停息之前，不要下车。

让车钥匙插在车上，离开车子，走路逃离。（带上车检证）
◆ 正在乘坐电车和巴士时

紧握住扶手。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其它
◆ 学校

听从老师的指示。

海啸警报尚未解除之前，不要回家。家长也不应赶去接孩子。
◆ 山崖

立刻离开容易崩塌的地方。（山崖或河流的附近等）
◆ 火灾

如果火势蔓延，应通过大道逃往大型公园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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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邮件通知
“滨松市防灾邮件通知”是一项专门给已登录者的手机发送邮件的服务。
如紧急情报、地区信息、气象信息等，会通过邮件发送给您。

简单 操作。
免费 登录。

发送的信息
◆ 紧急情报

地震、台风等信息

准备避难信息、避难劝告和指示、东海地震的紧急情报等
◆ 环境情报

有关空气污染的信息等
◆ 健康情报

有关疾病的信息等

※可以添加其它信息（仅限日语）

任何人都可以登录。
※免费登录。需支付通信费。请阅览登录指南的“使用条款”。

为了防范大型地震，请务必登录使用。

11

中国語版

中文版

ウェルカムパック

中国語版

登录手续






手机登录
请用二维码识别软件读取右边的二维码。
请往显示的邮件地址发送邮件。（空白邮件即可。）
回信中会显示登录专用的网址，请点击 。
如果没有二维码识别软件、请往“entry@city-hamamatsu.jp”发送邮件。
（空白邮件即可。）

※根据手机的设置，也有可能无法收到显示登录专用网址的回信 。
※请确认设定内容以便收到来自域名为“city-hamamatsu.jp”、邮件地址
为“bousai-mail@city-hamamatsu.jp”发出的邮件。

电脑登录

请登录网站 https://service.sugumail.com/hamamatsu/html/ 。
※通过电脑也可以用手机的邮件地址登录 。

※使用时请注意

根据情况，回信有可能会延迟。

无法接收防灾邮件通知的邮件地址，会被取消登录。（邮件地址有变更时等）

防灾邮件通知只发送相关信息，无法回信。

如果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关于登录手续：支援中心
用电脑登录网站：https://service.sugumail.com/hamamatsu/faq
用手机登录网站：https://service.sugumail.com/hamamatsu/faq/m
电话：0120-670-970 （周一至周五 9：00~18：00）
关于防灾邮件通知：滨松市 危机管理科
电话：053-457-2537 （周一至周五 8：30~17：15）传真：053-457-2530
电子邮件：bosai@city.hamamatsu.shizuok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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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治会的活动

◆

防灾活动和互助活动



◆

优化环境活动


◆



向市里委托设置扔垃圾的地方。
扔垃圾的地方，由地区的住民大家一起使用。
扔垃圾的地方，由地区的住民轮流清扫。

子供会、老人会等活动


◆

为促进地区住民的友好交往，开展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体育祭、文化祭、盆舞）

管理扔垃圾的地方


◆

为防范地震和灾害，进行防灾训练和购买防灾用品。

文化活动


◆

从地区的各家庭回收空罐、报纸、空瓶等。
再次利用资源物。

防灾训练


◆

清扫地区的道路和公园等。

收集可回收利用资源活动


◆

为了防范地震等灾害，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自治会致力于各种防灾活动。
灾害发生时，自治会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帮助和培养地区团体（子供会、老人会）的发展。

防犯活动



为能够安心步行夜路，由自治会设置和管理路灯。

让我们一起打造安心、安全、活泼美丽的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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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礼节
确保滨松市舒适良好生活环境的条例（市民礼节条例）

■ 对各位市民的要求
在滨松市，为了大家生活愉快，禁止以下五种不良行为。
这是由滨松市作出的规定。
礼节不是由他人提醒才来遵守的。
自己会觉得反感的事情，对别人也请绝对不要去做。

■ 市民礼节条例里禁止的五种不良行为
◆

禁止随手乱扔烟头、空罐等垃圾（不能扔在不该扔的地方）


请勿在公众场所乱扔垃圾。
请将垃圾带回家自行处理，或者扔进垃圾箱里。



参加地区清扫活动，保持环境整洁。

◆ 禁止边走边吸烟


请勿在走路时或乘自行车时吸烟。



为了防止乱扔烟头和避免烫伤，请在设有烟灰缸的地方吸烟。

◆ 随地涂鸦（在不该的地方乱写乱画）


请勿随地涂鸦。



随地涂鸦属于犯罪行为。
随地涂鸦会影响周围的住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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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将猫狗等宠物的粪便留在路上


饲养猫或狗的人，切勿将其粪便留在路上。
在带宠物散步时，请将宠物的粪便带回家处理。
饲养猫的人，请在家中饲养。



◆ 禁止随意将车辆停在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


请按照规定正确使用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

◆ 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为行动不便的人专设的停车位）
为让使用轮椅的人、行动不便的人方便上下车而设的停车位。
专用停车位宽敞，方便停车。

咨询

滨松市环境部环境政策科

电话：053-453-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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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协助配合减少垃圾和处理可回收利用资源
可燃垃圾等的区分请参考“垃圾、资源物的正确投弃方法”广报或查阅网页。

■ 回收旧的纸张和杂纸



“杂纸”是指能够再利用的纸张。（不包括报纸、杂志、纸箱、纸盒）
报纸、杂志、纸箱、纸盒和杂纸，请到以下回收地点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回收处理。
１ 由市民回收资源物的团体（自治会、子供会、学校的 PTA 等）
２ 由市里回收的地方（区役所、协动中心等）
３ 由民间回收的地方（店铺或空地）
※根据回收地点不同，也会有无法回收的物品。请注意。

杂纸是指哪些呢？
信封

抽纸盒

包装盒

厕纸的纸芯

宣传册
明信片

纸袋

沾了油等脏了的纸制品、有异味的纸制品、复写纸、
热敏纸（转印纸）、碎纸、防水纸制品等、请作为“可
燃垃圾”处理。

杂纸分类后再处理，可以减少可燃垃圾的重量，处理垃圾时也更加轻松！

■ 减少浪费粮食
浪费粮食是指食品还能吃，却被扔掉处理。
市内来自各家庭浪费的粮食总量一年约为一万吨。
主要原因为以下 4 点。
建议做料理时将食材的
皮和芯也充分利用上。

买太多

过期

做太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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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使用过后的食用油
家庭里使用过后的植物性食用油（萃取自植物制成的可食用油），在市设施里进行回收。
请将油炸后的残渣过滤干净，倒入塑料瓶等容器内，拿到回收地点进行回收。
※回收处理完后，请将装食用油的容器带走。
回收食用油的种类：（家庭里使用过后的食用油）
菜籽油、玉米油、芝麻油、大米油、豆油、葵花籽油、橄榄油
（同时也回收过期的食用油和未使用的食用油）
※不收集萃取自动物、石油制成的油类以及用燃料和药物凝固制成的油类。

■ 收集小型家电
为了回收再利用家庭里放置不用的小型家电，由市设施收集小型家电。

收集物品：
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硬盘录像机、蓝光 DVD 刻录机/播放器、录像带播放器、
数码相机、摄像机、胶卷相机、游戏机、电话机等。
大小为，长 60 厘米以内，宽 30 厘米以内，高 15 厘米以内的小型家电。
收集地点：
区役所、协动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互动交流中心等 55 个设施。

请协助配合垃圾的分类和处理！
在规定的地点以外扔弃垃圾属于犯罪行为！

关于回收再利用的咨询方式
环境部垃圾减量推进科
电话：053-453-6192
电子邮件：gomigen@city.hamamatsu.shizuok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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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民税

■ 关于个人住民税
在日本，跟个人所得（劳动收入）有关的税金有两种。
所得税（国税）和个人住民税（地方税）。在日本居住的居民，需要缴纳这两种税金。
其中，向市里缴纳的税金为个人住民税（地方税）。
个人住民税（地方税）包括市民税和县民税。
市里两者都有征收。

■ 向滨松市缴纳个人住民税的对象
当年的 1 月 1 日，正在滨松市居住的人需缴纳此税。
相对前一年（1 月份到 12 月份一年期间）的所得状况，产生的税金。
今年的 1 月 1 日，在滨松市居住过的人，需要向滨松市缴纳个人住民税。
（1 月 2 日之后，从滨松市搬迁至其它市县的人和搬迁至国外的人也同样需要缴纳）
搬迁至国外时，需要缴纳税金。
可以代理缴纳税金（纳税管理人制度）。
搬迁至国外时，请与市民税科联系。

■ 个人住民税的计算方式
个人住民税由所得割和均等割两种税项构成。
两者的总和就是一年份的税金总额。
（※１）所得割

・・・

根据前一年的所得计算出的税金金额
税 率

课税所得金额
(前一年的所得金额-所得控除金额)

（※２）均等割

・・・

×

市民税

８%

县民税

２%

―

税 额
控除额

＝

前一年的所得超过规定金额的人需缴纳的税金金额

分 类

税 额

市民税

３５００日元

县民税

１９００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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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时期与缴纳方式
特别征收

普通征收

・・・ 事先从工资中扣除税金金额。
（从 6 月份到第二年 5 月份期间分 12 次扣除）
★由公司等工作单位发放工资的人（工薪族），基本上都属于特别征收。
・・・ 通过滨松市寄出的纳税通知书来缴纳。
一年分 4 次缴纳。
（缴纳期限分别为 6 月 30 日、8 月 31 日、10 月 31 日、1 月 31 日）
※周六、周日或休息日时，缴纳期限为次日

■ 关于课税证明书和纳税证明书
★更新在留期限时等，需要提交个人住民税的课税证明和纳税证明。
请务必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个人住民税。
纳税内容有变更时，申请当天可能无法发放证明。

咨询处
邮编 4300948
滨松市中区元目町 120-1 元目分厅舍 2 楼
滨松市役所 市民税科
电话：053-457-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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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轻型汽车税




4 月 1 日时，小型摩托车和轻型汽车所有者需缴纳轻型汽车税（按分类）。
每年 5 月中旬，会收到市里寄来的纳税通知书。
请在缴纳期限内，到市里指定的金融机关（银行、信用金库、邮局、便利店等）办理
缴纳手续。
缴纳期限截止到 5 月 31 日。
如 5 月 31 日为周六或周日时，期限则为次日的周一。
心理障碍者或身体残障者等，可以免缴纳税金。
需要在轻型汽车税缴纳期限的 7 天前提前办理手续。
具体请咨询市役所市民税科。



■ 常见疑问

为什么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已经报废处理，却还是收到市役所寄来的纳税通知书？
→

4 月 1 日时，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所有者，需缴纳轻型汽车税（按分类）。即使是
在 4 月 2 日之后报废处理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也需要缴纳一年份的税金。

想处理掉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时，该怎么办？
→

请办理报废手续。请阅览表格中“手续办理处”一栏。
办理手续之前，请确认好需提交的资料、办理地点和时间。
在扔弃处理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时，请到出售摩托车或汽车的地方，或者是垃圾
处理公司等进行正确扔弃处理。

想将小型摩托车或轻型汽车转让给其他人时，该怎么办？
→
→

如果是将 0.125L 以下的小型摩托车转让给居住在滨松市的住民，则需要提交所有者
和转让对象的标识交付证明（办理车牌号码时发放的证明）。
如果是小型摩托车以外的车辆，请阅览表格中的“手续办理处”一栏。办理手续之
前，请确认好需提交的资料、办理地点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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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办理处

2,000 日元 ・元目分厅舍 1 楼

市民税科

・东区、西区、南区、滨北区
超过 0.05L～0.09L

2,000 日元

区役所区民生活科
・北区

超过 0.09L～0.125L

资产税科土地房屋组或者引佐及三日的
协动中心

2,400 日元
・天龙区

资产税科税务组或者春野、水漥、龙
山及佐久间的协动中心

轻两轮车及 二轮超过 0.125L～
两轮小型自 0.25L
动车

二轮超过 0.25L

轻型汽车

※根据年式（初次检查）
四轮

载人

载货

自家用

3,600 日元 ・滨松机动车检查登录事务所
滨松市东区流通元町 11-1
电话
6,000 日元

新税额

050-5540-2052

时间：登录申请 8：45-11：45

13：00-16：00

检查申请 8：45-11：45

12：45-15：45

原税额

重课税

10,800 日元

7,200 日元

12,900 日元

商用

6,900 日元

5,500 日元

8,200 日元

自家用

5,000 日元

4,000 日元

6,000 日元

商用

3,800 日元

3,000 日元

4,500 日元

※根据年式（初次检查），税金的金额有所不同。
2015 年 4 月之后的，按新税额征收。
2015 年之前，未超过 13 年的，按原税额征收。
2015 年之前，已超过 13 年的，按重课税征收。

咨询处
邮编 4300948
滨松市中区元目町 120-1 元目分厅舍 1 楼
滨松市役所 市民税科 轻型汽车税组
电话：053-457-2077

账户转账通知
为防止忘记缴纳轻型汽车税（按分类），推荐使用账户转账。
请到市内的金融机关（银行等）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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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静冈事务所
滨松支所
滨松市东区
贵平町 563
电话
050-3816-1777
时间：
8：45— 11：45
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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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市役所附近设施的地图

A

多文化共生中心、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

B

儿童咨询处

C

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滨松办事处（入管）、滨松劳动基准监督署（劳基）

D

滨松市教育委员会

E

滨松市元目分厅舍

F

滨松市役所本厅舍、中区役所

G

生活自立支援中心 TSUNAGARI

H

保健所

I

生活中心

发行

教育综合支援中心

滨松市国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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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时的对应

警察 （事件、事故 ）

１１ ０

救护 车（受伤 、生病）

１１９

发生灾害时，请逃到“紧急避难场所”（紧急避难时用）。
紧急避难场所，根据灾害的种类不同，如台风、地震、海啸等，规定的场所也不同。
可在网站“CANAL HAMAMATSU”确认所居住地区的紧急避难场所。

■ NTT 灾害留言拨号的使用方法
发生灾害（6 级以上的大地震）时，可以使用 NTT 的“灾害留言拨号”。
◆


使用方法
录下您想传达的话
171＋1＋053-□□□-□□□□拨（自家的电话号码）。讲出您想传达的话。



听被录下的话
171＋2＋053-□□□-□□□□拨（自家的电话号码）。听被录下的话。

■ 防灾邮件通知
发送紧急情报等邮件的功能。

■ 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 Facebook
有传达关于多文化共生活动等信息。
发生重大灾害时，以多种语言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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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市役所/区役所

地址

电话

市役所/中区役所

中区元城町 103-2

457-2111

（Shiyakusho, Naka Kuyakusho）

（Naka-ku Motoshiro-cho 103-2）

东区役所

东区流通元町 20-3

（Higashi Kuyakusho）

（Higashi-ku Ryutsumoto-machi 20-3）

西区役所

西区雄踏 1-31-1

（Nishi Kuyakusho）

（Nishi-ku Yuto 1-31-1）

南区役所

南区江之岛町 600-1

（Minami Kuyakusho）

（Minami-ku Enoshima-cho 600-1）

北区役所

北区细江町气贺 305

（Kita Kuyakusyo）

（Kita-ku Hosoe-cho Kiga 305）

滨北区役所

滨北区贵布祢 3000

（Hamakita Kuyakusho）

（Hamakita-ku Kibune 3000）

天龙区役所

天龙区二俣町二俣 481

（Tenryu Kuyakusyo）

（Tenryu-ku Futamata-cho Futamata 481）

424-0111

597-1111

425-1111

523-1111

587-3111

926-1111

※开放时间 8：30 至 17：15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

咨询处

内容

电话

多文化共生中心

生活咨询

458-2170

滨松市教育委员会 教育综合支援中心

外国孩童的教育咨询

457-2429

Hellowork 滨松外国人职业咨询处

工作咨询、工作介绍、帮助找工 457-5157

（滨松国际交流协会：HICE）

作
滨松劳动基准监督署

关于劳动问题的咨询

456-8148

滨松市生活中心

生活消费咨询

457-2205

DV 咨询支援中心

关于家庭暴力的咨询

412-0360

法律之窗滨松

法律咨询

050-3383-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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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设施名称等

地址

电话

医院

（急救）夜间急救室

中区伝马町 311-2 滨松市医师会馆 1 楼

455-0099

（Naka-ku Tenma-cho 311-2, Hamamatsu-shi
Ishi Kaikan 1F）
（急救）天龙假日急救诊 天龙区二俣町二俣 530-18

922-0075

疗所

（Tenryu-ku Futamata-cho Futamata 530-18）

（急救）牙齿健康中心

中区鸭江 2-11-2

假日急救牙科诊疗

（Naka-ku Kamoe 2-11-2）

滨松医疗中心

中区富塚町 328

453-6129
453-7111

（Naka-ku Tomitsuka-cho 328）
滨松红十字医院

滨北区小林 1088-1

401-1111

（Hamakita-ku Kobayashi 1088-1）
远州医院

中区中央 1-1-1

453-1111

（Naka-ku Chuo 1-1-1）
圣隶滨松医院

中区住吉 2-12-12

474-2222

（Naka-ku Sumiyoshi 2-12-12）
圣隶三方原医院

北区三方原町 3453

439-1300

（Kita-ku Mikatahara-cho 3453）
滨松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东区半田山 1-20-1

435-2111

（Higashi-ku Handayama 1-20-1）
滨松劳灾医院

东区将监町 25

462-1211

（Higashi-ku Shogen-cho 25）
警察

滨松中央警察署

中区住吉 5-28-1

475-0110

（Naka-ku Sumiyoshi 5-28-1）
滨松东警察署

中区相生町 14-10

460-0110

（Naka-ku Aioi-cho 14-10）
滨松西警察署

西区大人见町 3452-1

484-0110

（Nishi-ku Ohitomi-cho 3452-1)
滨北警察署

滨北区小松 3218

585-0110

（Hamakita-ku Komatsu 3218）
细江警察署

北区细江町气贺 4640

522-0110

（Kita-ku Hoshoe-cho Kiga 4640）
天龙警察署

天龙区二俣町阿藏 8-3

926-0110

（Tenryu-ku Futamata-cho Akura 8-3）
西部驾驶执照中心

滨北区小松 3220
（Hamakita-ku Komatsu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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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2000

ウェルカムパック

领域

设施名称等

地址

学校

教育委员会教育总务科 中区中央 1-2-1 E-Stage 滨松办公楼 6 楼

电话

（市立中小学入学手

（Naka-ku Chuo 1-2-1, E-Stage Hamamatsu

续）

Office Tower 6F）

教育委员会指导科（教 中区中央 1-2-1 E-Stage 滨松办公楼 7 楼
育综合支援中心）

中国語版

457-2406

457-2429

（Naka-ku Chuo 1-2-1, E-Stage Hamamatsu
Office Tower 7F）

Escola Alegria de

东区半田山 2-24-3

Saber （EAS）滨松

（Higashi-ku Handayama 2-24-3）

Escola Alcance

中区富塚町 3002-3

540-2022
543-6280

（Naka-ku Tomitsuka-cho 3002-3）

Mundo de Alegría 学校 西区雄踏町宇布见 9611-1

482-7666

（Nishi-ku Yuto-cho Ubumi 9611-1）
垃圾

联络垃圾受理中心

―

453-2288

税金

滨松市元目分厅舍

中区元目町 120-1

457-2141

（市税）

（Naka-ku Genmoku-cho 120-1）

滨松东税务署

中区砂山町 1183

458-1111

（Naka-ku Sunayama-cho 1183）
滨松西税务署

中区中央 1-12-4 滨松合同厅舍

555-7111

（Naka-ku Chuo 1-12-4, Hamamatsu
Godo-chosha）
劳动

Hellowork 滨松 外国人 中区浅田町 50-2
职业咨询处

（Naka-ku Asada-cho 50-2）

滨松劳动基准监督署

中区中央 1-12-4 滨松合同厅舍 8 楼

457-5157
456-8148

（Naka-ku Chuo 1-12-4, Hamamatsu
Godo-chosha 8F）
保健福祉 滨松市保健所

中区鸭江 2-11-2

453-6111

（Naka-ku Kamoe 2-11-2）
滨松市儿童咨询处

中区中央 1-12-1 4 楼

457-2703

（Naka-ku Chuo 1-12-1, 4F）
成长发育咨询支援中心 中区锻冶町 100-1 ZAZA CITY 滨松 中央馆 5 459-2721
（RUPIRO）

楼
（Naka-ku Kaji-machi 100-1, Zaza City
Hamamatsu Chuo-kan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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ウェルカムパック

领域

设施名称等

其它

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 中区中央 1-12-4 滨松合同厅舍 1 楼
局滨松办事处

地址

中国語版

电话
458-6496

（Naka-ku Chuo 1-12-4, Hamamatsu
Godo-chosha 1F）

静冈地方法务局滨松支 中区中央 1-12-4 滨松合同厅舍
局

454-1396

（Naka-ku Chuo 1-12-4, Hamamatsu
Godo-chosha）

滨松东年金事务所

东区天龙川町 188

421-0192

（Higashi-ku Tenryugawa-cho 188）
滨松西年金事务所

中区高町 302-1

456-8511

（Naka-ku Taka-machi 302-1）
静冈县住宅供给公社西 中区中央 1-12-1 静冈县滨松综合厅舍 9 楼 455-0025
部支所

（Naka-ku Chuo 1-12-4, Hamamatsu
Godo-chosha 9F）

滨松市多文化共生中心 中区早马町 2-1 CREATE 滨松 4 楼（Naka-ku 458-2170
Hayauma-cho 2-1, CREATE Hamamatsu 4F）
滨松市外国人学习支援 西区雄踏町宇布见 9611-1
中心（U-ToC）

（Nishi-ku Yuto-cho Ubumi 9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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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