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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急事态 

1-1   示意[危险]的日语单词 

「アブナイ」是表示状态危险的词。当你面临危险时，也许你会听到「アブナイ」这句话。例如：

差一点被汽车刮到或有东西掉落等你的处境危险时，会有人提醒你危险。听到「アブナイ」时，请一

定要警惕。 

 

1-2   发生紧急事态时 

 

 ・警察 110（交通事故，被盗，犯罪等） 

 ・消防  119（火警，急病等） 

 

事发之后即刻打电话。 

  事过时间较长的情况或咨询/问询等请拨打 9110。 

 

1-2-1   打电话 

・ 手机/PHS/固定电话时 

拨打「110」或「119」（不需要拨区号） 

・ 使用公用电话时 

电话机上如有「紧急用按钮」时，请先按紧急用按钮。 

拨打「110」或「119」（不需要按区号） 

不用投币或插电话卡。 

 

1-2-2   说明状况 

 

・要用日语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地点，姓名。 

・不会日语的情况下，请把电话交给附近的日本人。 

 

附近没有日本人的情况下，请用英语（慢慢地，清楚地）说。 

 

例 1：被盗（110） 

被偷了！地点是○○○。我的名字是○○○。电话号是○○○。 

Dorobo desu ! Basho wa ○○○ desu. Watashi no namae wa ○○○ d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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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wa bango wa ○○○ desu. 

 

例 2：交通事故（110） 

肇事了！地点是○○○（附近有○○○）我的名字是○○○。电话号是○○○。 

Jiko desu！Basho wa ○○○ desu (chikaku ni ○○○ ga arimasu). 

Watashi no namae wa ○○○ desu. Denwa bango wa ○○○ desu. 

 

例 3：火灾（119） 

着火了！地点是○○○。○○○正在燃烧。我的名字是○○○。电话号是○○○。 

Kaji desu！Basho wa ○○○ desu. ○○○ ga moete imasu. Watashi no namae wa ○○○ desu. 

Denwa bango wa    desu. 

 

例 4：突发性疾病（119） 

有突发病人（有受重伤者）！地点是○○○。我的名字是○○○。电话号是○○○。 

Kyubyo desu (Okega desu)！Basho wa ○○○ desu. Watashi no namae wa ○○○ desu. 

Denwa bango wa ○○○ desu. 

 

1-3   灾害 

1-3-1   地震 

1-3-1-a   保护自身的方法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请掌握保护自身的方法。 

【感到摇晃了，请马上…】 

・请躲到桌子底下。 

・请远离冰箱，橱柜，书柜，衣柜等容易倾倒的物品。 

    ・不要慌张走出房屋。 

 

【在寝室时】 

用枕头或坐垫保护身体。 

【在厕所，浴室时】 

打开窗户和门（=确保逃生的通道） 

【在楼房・集体住宅时】 

打开窗户和门（=确保逃生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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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交车时】 

坐在座位上时 →身体向前倾。紧紧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 

站立时→紧握吊环或下蹲抓住座椅腿，地震平息后也不要慌忙向车外，请听从司机的指示。 

【在开车时】 

慢慢减速行驶，把车停在道路的左侧。（=不要妨碍消防车和急救车） 

【坐电车时】 

地震发生时，电车会自动停车。 

站着的人→紧紧握住吊环。 

坐着的人→脚下用力，上身前倾。（=防止摔倒。） 

有可能的话用包等保护头部。（=注意从网架上掉东西。） 

【在电梯里时】 

把所有楼层的按钮都按一遍，在 近的楼层下电梯。如果电梯的门不开，请用紧急电话联系。 

【在商店里时】 

      请远离商品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 

【摇晃平息以后･･･】 

・关闭火源。（火炉、炉灶、煤气总开关、浴室的热水器等。） 

・注意海啸。（在海岸附近时，立刻逃离海岸或逃往高处。） 

・注意余震。（余震：大地震发生之后发生的小地震。） 

・和附近的人合作。（发生火灾时，大声告知周围的人，要互相帮助。） 

・如在电车，公交车，商店里时，请不要私自到外面。请听从司机和工作人员的指示。 

・避难时请使用楼梯。（不要使用电梯） 

・关于地震请获取正确的信息。 

 

紧急时的信息来源：第 14 页的 1-3-5 紧急时的信息和通讯 

 

 

 

 

 

 

避难时日本人用的谐音「おかしも」 

お…押
お

さない 不推搡 

か…かけない 不乱跑 

し…静
しず

かに 保持安静 

も…戻
もど

ろない 不回到原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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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b 「震级」和「里氏震级」 
 

・里氏震级 =表示地震的规模 

・震级 =表示实际摇晃的程度   

 

东日本大地震（2011 年 3 月 11 日）是里氏 9.0 级的地震。 

地震级别各地不同。 

（例） 

宫城县 栗原市 筑馆        7 级地震 

茨城县 日立市 助川小学  6 级强地震 

茨城县 水户市 中央   6 级弱地震   

东京都 荒川区 东尾久 5 级强地震 

※「强」= ～稍微厉害  

 「弱」= ～稍微差一点 

 

1-3-1-c   海啸 

    在海底发生地震，由于海水的上下波动引发海啸。即使只有 30cm 高的海啸也很危险。在海边时

感觉有地震，请尽快远离海岸，逃往高处。 

 

1-3-2   台风 

      台风发生在夏秋季。随之而来的强风暴雨容易发生灾害。台风接近时，尽可能地避免外出，请

在安全之地注意气象信息。 

 

避难劝告／避难指示命令的准备。 

・院子和阳台上的东西搬进屋内。 

・窗户玻璃有被风刮碎的危险，如有挡雨窗，请关好挡雨窗。 

・有停电／停电话／停煤气的时候，请准备好手电筒／急救药／应急食品／便携式收音机等。 

・清扫排水口和排雨管，保持排水通畅。 

・住在低处或容易浸水地区的人，请将家具及家电等尽可能地放到高处。 

・确认附近的避难所和避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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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劝告、避难指示…消防车和市政宣传车，巡回住宅街道广播通知避难。 

 

避难劝告：「请尽可能早点避难」 

避难指示：「已面临危险，请即刻避难」 

 

1-3-3   洪水 

    洪水是受台风和暴雨的影响河水水位上升而造成的。留意台风和暴雨的信息，就可以推测是否发

洪水。但是近几年出现「游击暴雨」（=局部地区突降暴雨），应多加注意。 

 

1-3-3-a   防洪准备 

・经常打扫雨水管、侧沟、排水沟、排水集管，保持排水通畅。 

・留意广播/电视/网站的气象信息和避难信息。 

气象厅  网址（英语） http://www.jma.go.jp/jma/indexe.html 

NHK 国际 网址（18 种语言） http://www3.nhk.or.jp/nhkworld/index.html 

 

・有发洪水的危险性时，将家具及贵重物品等移到高处。 

・需要沙土袋者，请联系地域安全课（TEL 029-232-9152）或土木补修办事处（TEL 029-241-2221） 

 

 

沙土袋=结实的袋子里装有沙土的土木资财。沙土袋摞起来可以防御水和

泥石流。 

 

 

         图 1-1 沙土袋 

 

・有市政和消防人员巡回住宅区呼吁避难时，请听从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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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b   避难时 

・关闭煤气的总开关。 

・拉开总电闸。 

・鞋 

穿运动鞋。光脚或穿长靴有危险! 

・不要单独一个人避难。 

避难时应穿运动起来方便的服装，2 人以上同行避难。帮助儿童/老人一同避难（背、使用充气

袋、婴儿浴盆可以当救命板来用）。 

・行走地势高处的道路 

低处的道路被水淹没后很危险，请尽可能地走高处的道路。 

・不勉强 

水深超过自己的膝盖或水流象河水时，非常危险。请避往自家的 2 楼或附近的牢固且高的建筑

物上面。在水中行走时，请用棍棒等确保脚下的安全。 

・不开车 

「浸水后打不开车门」「浸水后发动机不启动」等非常危险。此外还会影响激动车辆的通行，

所以请步行避难。 

 

1-3-3-c 同时应注意其他地区的天气 

水户市内有很多河流，水户市内是晴天，但是如果在河的上流下大雨就有可能引起水灾。 

表 1-1 流经水户市内的主要河流 

河川名 ＜上流＞    ⇒  ⇒  ⇒  ⇒    ＜下流＞ 

那珂川 枥木县（那须山岳） ⇒ 水户市 ⇒ 太平洋 

藤井川 茨城＆枥木县界线 ⇒水户市（饭富町） ⇒那珂川⇒ 太平洋 

樱川 笠间市 ⇒水户市（千波湖） ⇒那珂川⇒ 太平洋 

涸沼川 笠间市⇒ 涸沼 ⇒水户市（备前崛） ⇒大洗  ⇒那珂川⇒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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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d   「水户市洪水警告地图」（日文版）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有洪水可能性的地区。 

・水户市 北部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0284/000335/p006174_d/fil/006.pdf 

・水户市 南部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0284/000335/p006174_d/fil/007.pdf 

 

1-3-4   原子能 

茨城县有原子能设施。要想做好紧急事态时的应急准备，掌握正确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1-3-4-a   茨城县内的原子能设施 
(1)以研究为主的原子炉设施 

【东海村】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大洗町】大洗研究开发中心（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 

【东海村】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 原子能专业 研究设施 

(2)原子能发电设施 

【东海村】东海发电所（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 

【东海村】东海第二发电所（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 

(3)已用过燃料的后处理设施 

【东海村】核燃料循环工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  

(4)核燃料的制造设施 

【东海村／那珂市】三菱原子燃料 株式会社 

【东海村】原子燃料工业 株式会社 

【东海村】核燃料循环工学研究所（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 

(5)已研究和技术开发为主的 设施 

【东海村】Nuclea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东海村】东海保障措施中心（核物质管理中心） 

【大洗町】日本核燃料开发 株式会社 

【东海村】株式会社 JCO 

【东海村】技术中心（住友金属矿山 株式会社） 

【东海村】日本照射服务（株式会社） 

【东海村】药物动态研究所（积水医学 株式会社） 

【那珂市】那珂能源开发研究所（三菱材料 株式会社） 



13 

【那珂市】那珂核融合研究所（日本原子力研究开发机构） 

【大洗町】量子能源材料科学国际研究中心（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 

【大洗町】科技研究所（日挥 株式会社） 

【常陆那珂市】放射线防护研究中心（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 

 

1-3-4-b 放射线 

自然界里也存在放射线（=自然放射线）。少量的自然放射线并不危险。放射线还应用于我

们的日常生活，如医院的 X 光线检查和温泉问。 

 

1-3-4-c   原子力灾害 

是指在原子核能基地严密管理的放射性物质，因事故大量泄漏到外部。众所周知，一次性受

到大量的强力放射线或长期受到一定量的放射线，对身体都有负面影响。 

受到辐射的叫做[被曝]。即使被曝五官是没有感觉的。（使用放射线检测仪才能知道放射线

的种类和线量）所以原子力灾害发生后，获取官方和媒体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3-4-d   获取正确的知识和信息 

    一旦发生灾害，会有各种传言。听信错误的信息是非常危险的。请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官方

和媒体获取正确的知识和信息。 

→ 紧急情况下的信息源：14 页的 1-3-5 紧急情况下的信息・通讯 

「被曝对人体的影响」（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HP） 

英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english/new/disaster/hibari_en.pdf 

汉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chinese/new/disaster/hibari_ch.pdf 

葡萄牙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portugal/new/disaster/hibari_po.pdf 

泰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thai/new/disaster/hibari_th.pdf 

西班牙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spain/new/desastres/hibari_sp.pdf 

韩国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korea/new/disaster/hibari_kr.pdf 

印尼语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indonesia/new/disaster/hibari_in.pdf 

 

1-3-4-e   水户市发出的指示种类 

(1)室内待避 

进入室内，注意防止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进入室内。 

①门窗全部关好 

②关闭换气扇和空调 

③洗脸洗手 

④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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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穿过的衣服要装入塑料袋子里放到离人远的地方。 

 

(2) 避难劝告，避难指示 

消防车和市政宣传车等巡回街道广播，督促市民避难。 

・难劝告的含义：「尽可能早点避难」 

・避难指示的含义：「面临危险，马上避难」 

 

①拔掉电器插头 

②关掉煤气开关 

③锁好窗户 

④只带必须物品 

⑤把宠物带到屋子里准备好食物和水 

⑥戴上帽子/口罩/外套到避难所避难 

※ 要步行避难，不要使用汽车 

 

1-3-5   紧急情况时的信息・通讯 

1-3-5-a   获取信息 

灾害时信息很难传达。不要信谣言和传言，获取准确的信息很重要。 

 

表 1-2 紧急情况时的信息来源 

媒体 广播电台 等 频率、频道 播放地区・语言 等 

广播 茨城广播电台 AM 1197 kHz 茨城县 （日语） 

FM ぱるるん FM 76.2 MHz 水户（日语） 

NHK 广播 

第二广播电台 

AM 693 kHz 全国 

有英语、汉语、韩国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的新闻广播。 

（各语言的播放时间・星期各不同） 

因特网 水 户 市

Twitter 

kouhou_mito 水户（日语） 

NHK World http://www3.nhk

.or.jp/nhkworld

/japanese/top/ 

18 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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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b   灾害用留言拨号  171 

http://www.ntt-east.co.jp/saigai/voice171/ 

   灾情发生后，灾区的电话线路忙很难打通时，请拨打[灾害时专用留言电话 171]。可以录音

留言还可以听取留言录音。 

 

(1)录音留言（每一步骤都有语音提示） 

拨打「171」电话 

 ↓ 

按「1」号键 

※不继续时按「#」 

 ↓ 

拨打自己家电话号 

 ↓ 

按「1」「#」字键 

 ↓ 

听到“噼”的声音以后请留言（30 秒以内） 

 ↓ 

按「9」「#」字键 

 ↓ 

确认录音留言 

※重新留言请按「8」「#」字键 

 ↓ 

 结束 

 

 

(2)听取留言（每一步骤都有语音提示） 

拨打「171」 

 ↓ 

按「2」键 

※不继续时按「#」 

 ↓ 

拨打自己家电话号 

 ↓ 

按「1」「#」字键 

 

 ↓ 

听取留言 

※再听一遍请按「8」「#」 

※听下一个留言请按「9」「#」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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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电话号是… 

灾区内的人：自家的电话号码或灾区内的对方的电话号码 

灾区外的人：拨打在灾区内的对方的电话号码 

 

1-3-5-c   灾害专用留言版  Web171 

可以用 pc 和智能手机。（一般手机不适用。） 

可以用日语、英语、汉语（简体字）、韩国语登录。 

http://www.ntt-east.co.jp/saigai/web171/ 

 

(1)日语版 

使用者登录 

登陆画面 https://www.web171.jp/web171app/normalTop.do?japanese 

 ↓ 

点击「使用者登录・更新・删除」 

 ↓ 

点击「新建使用者登录」 

 ↓ 

输入姓名，电话号，邮件地址，密码 

※请不要忘记密码 

 ↓ 

点击「下一页」 

 ↓ 

输入留言方的联系方式 

※可以登录 10 封邮件和一件电话录音 

 ↓ 

点击「下一页」 

 ↓ 

输入的信息无误请点击「登录」 

如要修改请点击「返回」 

 ↓ 

结束用户登录 

 

留言 

链接 https://www.web171.jp/ 

 ↓ 

输入想留言的电话号码 

※只输入电话号数字 

 ↓ 

点击「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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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名字 

安全状况栏打勾 

留言板字数限定在 100 字以内 

以邮件形式发送时请在方块上打勾 

 

 ↓ 

点击「登录」 

 

留言确认 

链接到 https://www.web171.jp/  

 ↓ 

输入想听取留言的电话号码 

※只输入电话号数字 

 ↓ 

点击「确认」 

 

(2)英语、汉语、韩国语版 

用户登录 

英语   https://www.web171.jp/web171app/normalTop.do?english 

韩国语 https://www.web171.jp/web171app/normalTop.do?korean 

汉语 https://www.web171.jp/web171app/normalTop.do?chinese 

 

 

※关于用户登录和留言，请阅读以下说明 

英语 http://www.ntt-east.co.jp/saigai/web171/web171manual_eng.pdf 

韩国语 http://www.ntt-east.co.jp/saigai/web171/web171manual_kor.pdf 

汉语 http://www.ntt-east.co.jp/saigai/web171/web171manual_chn.pdf 

 

灾害留言版也可以用手机上网查看。（详细请看各个电话公司的使用指南） 

 

1-3-6 防灾准备 

1-3-6-a   确认安全场所 

看清家里 安全的地方和单位的非常出口的地方。 

1-3-6-b 确认避难所的位置 

事先了解自家/公司/学校附近的避难所的地点。 

灾害时有可能家人分散联系不上，要事先商定好到哪个避难所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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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c 汽车的燃油不用光 

汽车除了用于避难时的移动工具外，避难所满员时还可作为过夜场所来使用。汽车内的收音

机，冷暖空调都需要很多汽油，所以请在汽油快剩下一半时就去加满。 

1-3-6-d   要重视邻里间的交往 

    在你困难时，有没有能来帮你的邻居？灾害时，大家要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平常邻里之

间互相来往处好关系。 

1-3-6-e   准备生活所需物品 

    会断电/断水/断煤气，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事先将生活必需品装入大包里备用。（ 好是

双肩包，双手用起来方便。） 

 

表 1-3 生活必需品列表 

手电筒 预备电池 

收音机 预备电池 

应急食品 

（至少 3 天量） 

饼干罐头等，不需火的食品 

水（一人一天 3L 的量为标准） 

奶粉・离乳食 

贵重品 

现金（可以在公用电话里使用的 10 日元硬币） 

印章、存折（存款/储蓄） 

健康保险证、母子手册 

护照 

在留卡 

药 急救用品（创可贴和消毒液）、常服药 

笔记 
紧急联系电话 

可勾通语言的人或相关机关的电话号码 

服装类 内衣，袜子，外套，手巾等 

其他 

纸尿裤，生理用品，洗漱用具 

看护用品 

卫生纸 

手提电话充电器 

剪刀，方便筷子 

眼镜 

安全帽或者保护头部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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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方便的东西】 

   刀，罐头起子，暖宝，湿纸巾，袋子，保鲜膜，胶带，绳索，蜡烛，打火机，防寒用毛毯（保

温垫），非常用简易厕所（携带厕所），简易炉子。

水戸芸術館の塔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7   避

首先，请看

参照下表

表 1-4 各地

 

 

 

 

 

 

 

 

 

 

 

 

 

 

 

 

 

 

 

 

 

 

 

 

 

 

 

 

 

 
 
 

地区 

□1 三丸 

□2 五轩 

□3 新庄 

□4 城东 

□5 浜田 

□6 常磐 

□7 绿冈 

□8 寿 

□9 上大野

□10 柳河 

□11 渡里 

□12 吉田 

□13 酒门 

□14 石川 

□15 饭富 

□16 国田 

□17 河和田

□18 上中妻

□19 见川 

□20 千波 

□21 梅之丘

□22 双叶台

避难所地图 

看24页的地区

（表 1-4 各

地区避难所一览

○25三

○28五

○30新

○64城

○62浜

○33常

○49绿

○51寿

野 ○67上

○23柳

○22柳

○23渡

○68吉

○71酒

○37石

○3 饭

○4 国

田 ○41河

妻 ○14上

○47见

○58千

丘 ○44梅

台 ○17双

区一览表 1-5

地区避难所一

览 

三丸小学

五轩小学

新庄小学

城东小学

浜田小学

常磐小学

绿冈小学

寿小学・○5

上大野小学

柳河小学

柳河市民中

渡里小学

吉田小学

酒门小学

石川小学

饭富小学

国田小学

河和田小学

上中妻小学

见川小学

千波小学

梅之丘小学

双叶台小学

5 ，明确自己

一览）确认各地

・○24第二中

・○24第二中

・○31第一中

・○61第三中

・○61第三中

・○31第一中

・○48绿冈中

○55笠原中学

学・○61第三

・○24第二中

中心吉 

・○19第五中

・○70第四中

・○70第四中

・○18石川中

・○1 饭富中

・○5 国田中

学・○40赤塚

学・○40赤塚

・○46见川中

・○60千波中

学校・○46见

学校・○16双

己所住地区。然

地区的避难所

避

中学・○26

中学・○27

中学・○29

中学・○65

中学・○63

中学・○32

中学・○50

学・○52寿

三中学・

中学（○31

中学・○20

中学・○69

中学・○72

中学・○36

中学・○2

中学・○6

塚中学・

塚中学○13

中学・○45

中学・○59

见川中学

双叶台中

20 

然后， 

所。 

避难所 

三丸市民

五轩市民

新庄市民

城东市民

竹隈市民

常磐市民

绿冈市民

市民中心

○66上大野

第一中学

渡里市民

吉田市民

酒门市民

石川市民

饭富市民

国田市民

○42樱川市

上中妻市

见川市民

千波市民

校・○43见

学校・○15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心 

野市民中心

学校）・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市民中心 

市民中心 

民中心 

民中心 

见和市民中

○双叶台市

心 

中心 

市民中心 
220 

地

□23 笠原

□24 赤冢

□25 吉泽

□26 堀原

□27 下大

□28 稻荷

□29 稻荷

□30 大场

□31 鲤渊

□32 妻里

□33 内原

□34 山根
 

地区 

原 

冢 

泽 

原 

大野 

荷第一

荷第二

场 

渊 

里 

原 

根 

3

3
うちは

○57笠原小

○38赤冢小

○54吉泽小

○35堀原小

○76下大野

○79稻荷第

○73稻荷第

○81大场小

○12鲤渊小

○8 妻里小

○10内原小

○17双叶台

1

31

2

33

34

はら

小学・○55笠

小学・○40赤

小学・○70第

小学・○19第

野小学・○77

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77

小学・○77常

小学校・○9

小学・○9 内

小学・○9 内

台小学・○16

14

15

17

18

22

24

あかつか

笠原中学・

赤冢中学・

第四中学・

第五中学・

○7常澄中学

○77常澄中

○7常澄中学

常澄中学・

内原中学

内原中学・

内原中学・

○6双叶台中

３６ 

７ 

８ 

11

4

16

19 

21

2

26
 

避难所 

・○56笠原市

・○39赤冢市

・○53吉泽市

・○34堀原市

学・○75下大

中学・○78稻

学・○74稻荷

・○80大场市

学・○11内原

・○11内原中

・○11内原中

中学・○7 山

１ 
２ 

３ 

10 

12 

20 

23 

25 

みと

21 

市民中心 

市民中心 

市民中心 

市民中心 

大野市民中

稻荷第一第

荷第二市民

市民中心 

原中央公民

中央公民馆

中央公民馆

山根市民中

※这是表示

※避难所的

４ 

５ 

13 29 

中心 

第一市民中

民中心 

民馆 

馆 

馆 

中心 

示位置的地图

的详细场所请

９ 

28

30 

中心 

图 
请看下一页 

27
つねず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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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指定避难所 MAP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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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请确认自己所住地区。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あ 青柳町 あおやぎちょう 柳河地区 

赤尾関町 あかおせきちょう 内原地区 

赤塚 1 丁目 あかつか 1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 

赤塚 2 丁目 あかつか 2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 

秋成町 あきなりちょう 大场地区 

圷大野 あくつおおの 上大野地区 

曙町 あけぼのちょう 常磐地区 

朝日町 あさひちょう 浜田地区 

愛宕町 あたごちょう 常磐地区 

木葉下町 あぼっけちょう 山根地区 

有賀町 ありがちょう 内原地区 

い 飯島町 いいじまちょう 上中妻地区 

飯富町 いいとみちょう 饭富地区 

石川 1 丁目 いしかわ 1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堀原地区 

石川 2 丁目 いしかわ 2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 

石川 3 丁目 いしかわ 3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 

石川 4 丁目 いしかわ 4 ちょうめ 石川地区 

石川町 いしかわちょう 石川地区 

泉町 1 丁目 いずみ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泉町 2 丁目 いずみ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泉町 3 丁目 いずみちょう 3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岩根町 いわねちょう 饭富地区 

う 牛伏町 うしぶしちょう 内原地区 

内原町 うちはらちょう 内原地区 

お 大串町 おおくしちょう 下大野地区、稻荷第一地区 

大足町 おおだらちょう 内原地区 

大塚町 おおつかちょう 上中妻地区 

大場町 おおばちょう 大场地区 

大町 1 丁目 おおまち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大町 2 丁目 おおまち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大町 3 丁目 おおまち 3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小原町 おばらちょう 内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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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か 加倉井町 かくらいちょう 上中妻地区 

笠原町 かさはらちょう 寿地区、笠原地区 

金谷町 かなやちょう 上中妻地区 

金町 1 丁目 かねまち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金町 2 丁目 かねまち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金町 3 丁目 かねまち 3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上河内町 かみがちちょう 柳河地区 

上国井町 かみくにいちょう 国田地区 

上水戸 1 丁目 かみみと 1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上水戸 2 丁目 かみみと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上水戸 3 丁目 かみみと 3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上水戸 4 丁目 かみみと 4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萱場町 かやばちょう 河和田地区 

川又町 かわまたちょう 下大野地区 

瓦谷 かわらや 浜田地区 

河和田 1 丁目 かわわだ 1 ちょうめ 河和田地区 

河和田 2 丁目 かわわだ 2 ちょうめ 赤塚地区 

河和田 3 丁目 かわわだ 3 ちょうめ 赤塚地区 

河和田町 かわわだちょう 河和田地区 

き 北見町 きたみちょう 三丸地区 

く 栗崎町 くりさきちょう 稻荷第二地区 

黒磯町 くろいそちょう 内原地区 

け けやき台 1 丁目 けやきだい 1 ちょうめ 酒门地区 

けやき台 2 丁目 けやきだい 2 ちょうめ 酒门地区 

けやき台 3 丁目 けやきだい 3 ちょうめ 酒门地区 

こ 小泉町 こいずみちょう 下大野地区 

鯉淵町 こいぶちちょう 内原地区 

五軒町 1 丁目 ごけん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五軒町 2 丁目 ごけん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五軒町 3 丁目 ごけんちょう 3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小林町 こばやしちょう 内原地区 

小吹町 こぶきちょう 绿冈地区 

五平町 ごへいちょう 内原地区 

紺屋町 こんやちょう 浜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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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さ 栄町 1 丁目 さかえ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栄町 2 丁目 さかえ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酒門町 さかどちょう 浜田地区、酒门地区、吉泽地区 

柵町 1 丁目 さくまち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柵町 2 丁目 さくまち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城东地区 

柵町 3 丁目 さくまち 3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桜川 1 丁目 さくらがわ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桜川 2 丁目 さくらがわ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三の丸 1 丁目 さんのまる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三の丸 2 丁目 さんのまる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三の丸 3 丁目 さんのまる 3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し 塩崎町 しおざきちょう 下大野地区 

渋井町 しぶいちょう 浜田地区 

島田町 しまだちょう 稻荷第一地区 

下大野町 しもおおのちょう 大野地区 

下入野町 しもいりのちょう 大场地区 

下野町 しものちょう 内原地区 

下国井町 しもくにいちょう 国田地区 

下梅香 しもばいこう 三丸地区 

自由が丘 じゆうがおか 常磐地区 

城東 1 丁目 じょうとう 1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城東 2 丁目 じょうとう 2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城東 3 丁目 じょうとう 3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城東 4 丁目 じょうとう 4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城東 5 丁目 じょうとう 5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城南 1 丁目 じょうなん 1 ちょうめ 千波地区 

城南 2 丁目 じょうなん 2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城南 3 丁目 じょうなん 3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白梅 1 丁目 しらうめ 1 ちょうめ 千波地区 

白梅 2 丁目 しらうめ 2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千波地区 

白梅 3 丁目 しらうめ 3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白梅 4 丁目 しらうめ 4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新荘 1 丁目 しんそう 1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新荘 2 丁目 しんそう 2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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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新荘 3 丁目 しんそう 3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新原 1 丁目 しんはら 1 ちょうめ 堀原地区 

新原 2 丁目 しんはら 2 ちょうめ 堀原地区 

す 水府町 すいふちょう 三丸地区 

末広町 1 丁目 すえひろ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末広町 2 丁目 すえひろ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末広町 3 丁目 すえひろちょう 3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常磐地区 

杉崎町 すぎさきちょう 内原地区 

住吉町 すみよしちょう 吉田地区、吉泽地区 

せ 千波町 せんばちょう 绿冈地区、千波地区 

た 大工町 1 丁目 だいくまち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大工町 2 丁目 だいくまち 2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大工町 3 丁目 だいくまち 3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常磐地区 

高田町 たかだちょう 内原地区 

田島町 たじまちょう 内原地区 

田野町 たのちょう 渡里地区 

田谷町 たやちょう 国田地区 

ち ちとせ 1 丁目 ちとせ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常磐地区 

ちとせ 2 丁目 ちとせ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渡里地区 

中央 1 丁目 ちゅうおう 1 ちょうめ 千波地区 

中央 2 丁目 ちゅうおう 2 ちょうめ 千波地区 

つ 筑地町 ついじちょう 内原地区 

て 天王町 てんのうちょう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と 東野町 とうのちょう 寿地区、笠原地区、吉泽地区 

東前 2 丁目 とうまえ 2 ちょうめ 稻荷第一地区 

東前 3 丁目 とうまえ 3 ちょうめ 稻荷第一地区 

東前町 とうまえちょう 稻荷第一地区、稻荷第二地区 

常磐町 ときわちょう 五轩地区 

常磐町 1 丁目 ときわ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常磐町 2 丁目 ときわ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な 中大野 なかおおの 上大野地区 

中河内町 なかがちちょう 柳河地区 

中原町 なかはらちょう 内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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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中丸町 なかまるちょう 双叶台地区 

成沢町 なるさわちょう 饭富地区 

に 西大野 にしおおの 上大野地区 

西原 1 丁目 にしはら 1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西原 2 丁目 にしはら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西原 3 丁目 にしはら 3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ね 根本 1 丁目 ねもと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根本 2 丁目 ねもと 2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根本 3 丁目 ねもと 3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根本 4 丁目 ねもと 4 ちょうめ 五轩地区 

は 梅香 1 丁目 ばいこう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梅香 2 丁目 ばいこう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袴塚 1 丁目 はかまつか 1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袴塚 2 丁目 はかまつか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袴塚 3 丁目 はかまつか 3 ちょうめ 堀原地区 

八幡町 はちまんちょう 五轩地区、新庄地区 

浜田 1 丁目 はまだ 1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浜田 2 丁目 はまだ 2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浜田地区 

浜田町 はまだちょう 滨田地区 

ひ 東赤塚 ひがしあかつか 石川地区 

東大野 ひがしおおの 上大野地区 

 東桜川 ひがしさくらがわ 城东地区、浜田地区 

東台 1 丁目 ひがしだい 1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浜田地区 

東台 2 丁目 ひがしだい 2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東原 1 丁目 ひがしはら 1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常磐地区 

東原 2 丁目 ひがしはら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東原 3 丁目 ひがしはら 3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備前町 びぜんまち 五轩地区 

姫子 1 丁目 ひめご 1 ちょうめ 梅之丘地区 

姫子 2 丁目 ひめご 2 ちょうめ 梅之丘地区 

開江町 ひらくえちょう 山根地区 

平須町 ひらすちょう 寿地区 

平戸町 ひらとちょう 下大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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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ふ 藤井町 ふじいちょう 饭富地区 

藤が原 1 丁目 ふじがはら 1 ちょうめ 饭富地区 

藤が原 2 丁目 ふじがはら 2 ちょうめ 饭富地区 

藤が原 3 丁目 ふじがはら 3 ちょうめ 饭富地区 

藤柄町 ふじがらちょう 浜田地区 

双葉台 1 丁目 ふたばだい 1 ちょうめ 双叶台地区 

双葉台 2 丁目 ふたばだい 2 ちょうめ 双叶台地区 

双葉台 3 丁目 ふたばだい 3 ちょうめ 双叶台地区 

双葉台 4 丁目 ふたばだい 4 ちょうめ 双叶台地区 

双葉台 5 丁目 ふたばだい 5 ちょうめ 双叶台地区 

文京 1 丁目 ぶんきょう 1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渡里地区 

文京 2 丁目 ぶんきょう 2 ちょうめ 渡里地区 

ほ 堀町 ほりちょう 渡里地区、石川地区、堀原地区 

本町 1 丁目 ほん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本町 2 丁目 ほん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本町 3 丁目 ほんちょう 3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浜田地区 

ま 全隈町 またぐまちょう 山根地区 

松が丘 1 丁目 まつがおか 1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松が丘 2 丁目 まつがおか 2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松本町 まつもとちょう 新庄地区、常磐地区 

み 見川 1 丁目 みがわ 1 ちょうめ 见川地区 

見川 2 丁目 みがわ 2 ちょうめ 见川地区 

見川 3 丁目 みがわ 3 ちょうめ 见川地区 

見川 4 丁目 みがわ 4 ちょうめ 见川地区 

見川 5 丁目 みがわ 5 ちょうめ 见川地区 

見川町 みがわちょう 绿冈地区 

緑町 1 丁目 みどり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緑町 2 丁目 みどり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常磐地区 

緑町 3 丁目 みどりちょう 3 ちょうめ 常磐地区 

南町 1 丁目 みなみまち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南町 2 丁目 みなみまち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南町 3 丁目 みなみまち 3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五轩地区 

宮内町 みやうちちょう 浜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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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地区一览 续） 

 地址 读音 所属地区 

宮町 1 丁目 みやまち 1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宮町 2 丁目 みやまち 2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宮町 3 丁目 みやまち 3 ちょうめ 三丸地区 

三湯町 みゆちょう 内原地区 

見和 1 丁目 みわ 1 ちょうめ 梅之丘地区 

見和 2 丁目 みわ 2 ちょうめ 梅之丘地区 

見和 3 丁目 みわ 3 ちょうめ 梅之丘地区 

も 元石川町 もといしかわちょう 酒门地区、大场地区 

元台町 もとだいまち 浜田地区 

元山町 1 丁目 もとやまちょう 1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元山町 2 丁目 もとやまちょう 2 ちょうめ 新庄地区 

 
元吉田町 もとよしだちょう 

浜田地区、吉田地区、酒门地区 

千波地区、吉泽地区 

森戸町 もりとちょう 大场地区 

や 谷田町 やだちょう 浜田地区 

谷津町 やつちょう 山根地区 

柳河町 やなかわちょう 柳河地区 

柳町 1 丁目 やなぎまち 1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柳町 2 丁目 やなぎまち 2 ちょうめ 浜田地区 

ゆ 百合が丘町 ゆりがおかちょう 稻荷第二地区 

よ 吉沢町 よしざわちょう 
浜田地区、 

吉泽地区 

吉田 よしだ 浜田地区 

吉沼町 よしぬまちょう 上大野地区 

 
米沢町 よねざわちょう 

千波地区、 

吉泽地区 

ろ 六反田町 ろくたんだちょう 稻荷第二地区 

わ 若宮 1 丁目 わかみや 1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若宮 2 丁目 わかみや 2 ちょうめ 城东地区 

若宮町 わかみやちょう 城东地区 

渡里町 わたりちょう 渡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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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户的都市交流 

友好城市：敦贺市（福井县） 

商誉城市：彦根市（滋贺县），高松市（香川县） 

国际亲善友好城市：啊纳海姆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友好交流城市：重庆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2-4   水户市的景点 
2-4-1 � 偕乐园（水户市见川 1-1251 TEL:029-244-5454 FAX:029-244-5866） 

    偕乐园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以梅园驰名于全国。是于天保 13 年（1842 年）由水户藩第九

代藩主德川齐昭建造而成的。偕乐园的园名是为了表明藩主与藩民一同享受的意思而命名的。13 公

顷的庭园内有 100 多种 3000 多株的梅子树，迎春开放。初夏有雾岛杜鹃花，秋天有宫城野萩的花，

争芳夺艳。 

 

2-4-2 弘道馆公园（水户市三丸 1-6-29 TEL:029-231-4725 FAX:029-227-7584） 

    是天保 12 年（1841）年，水户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建造的藩校。藩校是江户时代为了教育

武士子弟而建造的学校，在当时是国内 大规模的藩校。除了基本的武艺以外，还增加了医学/药

剂学/天文学/兰学等广泛的学科，成为文武双全的综合性大学。 

 

2-4-3 � 德川博物馆（水户市见川 1-1215-1 TEL:029-241-2721  FAX 029-243-0761） 

 博物馆的保藏品主要是德川家康的遗留下来的物品，还有家康之子德川赖房和德川光国等历代

藩主及其家属的家宝等约 3 万件。是唯一能够看到[大名家]尤其是[水户德川家]的整套历史资料的

博物馆。 

 

2-4-4 � 千波湖 

    相连于偕乐园的东南方，湖面呈葫芦形，湖堤路一周有 3.1 公里。夜间有灯光喷水，湖边设有

咖啡厅，湖堤路的近 700 棵樱花树迎春开放是散步运动场所的 佳选择。是市民们非常喜欢的休闲

之地。 

 

2-4-5 � 水户艺术馆（水户市五轩町 1-6-8  TEL: 029-227-8111 / FAX 029-227-8110） 

    有音乐演奏大厅、剧场、现代美术长廊等。是纪念水户市成立 100 周年之际建成的。螺旋形的

[象征塔]（高达 100 米），从塔上可以看到水户市的全景。 

 

2-4-6 � 水户市植物公园（水户市小吹町 504 TEL:029-243-9311  FAX:029-241-1211） 

    是西洋式庭园，一年四季都可以观赏到美丽的花草。园里有阳台花园、植物观赏大温室、假山、

草坪园、湿生花园、热带果园、咖啡厅等。观赏大温室的暖气利用的是清洁工厂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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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 水户市森林公园（水户市木叶下町 588-1 TEL/FAX:029-252-7500） 

    园里有山羊和兔子的喂养区、大型游具、巨大的恐龙的复制品。还有羊奶酪销售馆，销售的奶

酪是采用森林里喂养的羊的奶而制成的。 

 

2-4-8 � 水户市立博物馆（水户市大町 3-3-20  TEL:029-226-6521  FAX:029-226-6549） 

    是自然、历史、民俗、美术 4 部门集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浅显易懂地介绍水户的历史和文

化。 

2-4-9 � 茨城县立历史馆（水户市绿町 2-1-15 TEL:029 -225-4425 FAX:029-228-4277） 

    收藏着茨城县的美术工艺品以及县的相关历史资料等。占地内有移建复原的江户时代农家和明

治时代的洋式校舍。此外，广阔的庭院里种满草木，秋天路两旁的银杏树特别壮观。 

 

2-4-10 � 茨城县近代美术馆（水户市千波湖町东久保 666-1 TEL:029-243-5111  FAX:029-243-9992） 

    位于绿色环绕的千波湖畔，常年展出横山大观等茨城作家为主的作品以及多数近代/现代的海

内外的美术作品。企划展上，还进行画廊讲座和音乐演奏会。 

 

2-4-11 � 七洞公园 

    七洞公园是美丽的英式庭园，巧妙地利用了山林之中的 5 个池塘。池塘边还留有古坟时代的遗

迹，可以漫步园内小径。美丽的景观，曾被用为电影拍摄基地。 

偕楽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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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节日・活动 

名称 期间 内容 

梅花节 2 月下旬～3 月 可以观赏近 3000 株梅子树。 

有古筝演奏会、茶会、还有灯光布景、放焰火等，

可以尽情享受[夜梅节]。 

地点：偕乐园 

樱花节 3 月下旬～4 月上

旬 

观赏樱花的活动。[赏花]是日本独特的风俗习惯之

一。 

地点：偕乐园、千波湖、护城河等市内各处 

杜鹃花节 4 月下旬～5 月中

旬 

可以观赏美丽的杜鹃花。 

水户黄门漫游一行和梅花使节合影留念，参加品茶

会 

地点：偕乐园、千波湖、森林公园 

绣球花节 6 月中旬～7 月上

旬 

近 6000 株的绣球花竞相开放。 

有品茶会、集印等活动。 

地点：保和苑 

水户黄门节 8 月的第一个星期

五，六，日 

有 4000 多发的焰火大会、山车展示、抬神轿、水户

黄门游行、市民表演等。 

地点：千波湖、水户车站周围 

萩花节 9 月上旬～下旬 150 多处的萩点 着秋天的风景。 

有古筝和尺八的演奏会、夜晚还有沿路点燃的烛光

灯装饰。 

地点：偕乐园 

菊花展 10 月下旬～11 月

中旬 

展示盆养、盆栽、悬崖、千轮花、切花等，销售小

菊、小盆栽等。 

地点：县三丸厅舍广场 

水户艺术塔和

魔幻星光 

12 月上旬～1 月中

旬 

水户艺术馆的塔及建筑、水户站北广场的时钟塔的

夜光布景、圣诞音乐会、辞旧迎新活动等。 

地点：水户艺术馆等 

（参考：水户观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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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施 

      有关设施情况请咨询 157 页 4-10 咨询窗口。 

表 2-2 行政部门 

设 施 地址 电话 

水户市役所 中央 1-4-1 029-224-1111 

水户市役所三丸临时厅舍 三丸 1-5-48 029-224-1111 

内原办事处 内原町 1395-1 029-259-2211 

赤塚办事处 大塚町 1851-5 029-251-3211 

常澄办事处 大串町 2134 029-269-2111 

 

表 2-3 生活・住所 

设施 地址 电话 

水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備前町 6-59 029-221-1800 

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千波町后川 745 029-241-1611 

外国人咨询中心 千波町后川 745 

（茨城县国际交流学会内） 

029-244-3811 

护照中心 三丸 1-5-38 三丸厅舍 1 楼 029-232-0250 

入国管理局水户办事处 城南 2-9-12 029-300-3601 

水户观光协会 三丸 1-5-38 三丸厅舍 1 楼 029-224-0441 

清洁工厂 小吹町 820-2 029-243-6811 

税务所 北见町 1-17 029-231-4211 

水户市水道部 中央 2-7-33 水户市第一大楼

4 楼 

029-231-4115 

水户劳动标准监督所 宫町 1-8-31 029-226-2237 

公共职业介绍所 水府町 1573‐1 029-231-6221 

斋场 堀町 2106-2 029-251-2559 

    此外，还有图书馆、体育设施、交流中心等活动设施。请参阅 36 页以后的表 2-4 图书馆，表 2-5

体育设施（水户市的公共设施），表 2-6 体育设施（茨城县的公共设施），表 2-7 文化活动设施（水

户市的公共设施），表 2-8 文化活动设施（茨城县的公共设施及其他设施）。使用时需要提前申请或

交使用费等，详情请直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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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图书馆 

设施 地址 电话 

茨城县立图书馆 三丸 1-5-38 029-221-5569 

水户市立中央图书馆 大町 3-3-20 029-226-3951 

水户市立东部图书馆  元吉田町 1973-27 029-248-4051 

水户市立西部图书馆  堀町 2311-1 029-255-5651 

水户市立见和图书馆 见和 2-500-2 029-350-2051 

水户市立常澄图书馆 大串町 2134 029-269-1751 

水户市立内原图书馆 内原町 1497-16 029-291-6451 

 

表 2-5 体育设施（水户市的公共设施） 

设施 地址 电话 

综合运动公园 见川町 2256 029-243-0111 

青柳公园 水府町 864-6 029-225-6931 

小吹运动公园 小吹町 820-2 029-241-9121 

千波湖公园网球场 千波町 2509-1 029-225-3081 

常澄健康管理 

健身中心 

盐崎町 1200 029-269-4779 

常澄运动场 大场町 468-1 029-269-4779 

ks 电器广场水户 （市立竞技

场） 

小吹町 2058-1 029-241-8484 

市立足球・橄榄球场 

（双场） 

河和田町 3438-1 029-257-6690 

内原健身公园 内原町 1384-2 029-259-6889 

大冢池公园棒球场 大冢町 1827-1 体育振兴协会 

（029-243-0111） 田野市民运动场 田野町 1307 

东野市民运动场 东野町 318-1 

柳河市民运动场 中河内町地内（河川地带）

城东市民运动场 若宫町地内（河川地带） 

Chitose 市民运动场 chitose2 丁目地内（河川

地带） 

上中妻市民运动场 大冢町 1185-3 

元石川市民运动场 元石川町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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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体育设施（水户市的公共设施）续） 

设施 地址 电话 

元吉田市民运动场 元吉田町 1973-27  

若宫市民运动场 若宫町 1103 

石川市民运动场 堀町 2311-1 

河和田市民运动场 河和田町 3438-3 

上大野市民运动场 吉沼町 640-1 

鲤渊市民运动场 鲤渊町 4632-1 

中妻市民运动场 牛伏町 114-2 内原健身公园 

（029-259-6889） 内原市民运动场 内原町 1398-1 

大串贝冢交流公园网球场及游

泳池 

盐崎町 1064-1 常澄健康管理健身中心 

（029-269-4779） 

设施的详情及使用申请： 

体育振兴协会 http://www13.ocn.ne.jp/~maas/ （仅限日本语） 

 

表 2-6 体育设施（茨城县的公共设施） 

设施 地址 电话 

堀原运动公园 

（茨城县武道馆） 

新原 2-11-1 029-251-8444 

东町运动公园 绿町 2-3-10 029-221-0737 

 

表 2-7 文化活动设施（水户市的公共设施） 

设施 地址 电话 

三丸市民中心 

※休馆到 2015 年 3 月 31 号 

三丸 1-6-60 029-224-6600 

五轩市民中心 

（水户文化交流广场内） 

※休馆到 2015 年 3 月 31 号 

五轩町 1-2-12 029-226-4156 

新庄市民中心 新庄 2-11-2 029-221-7851 

城东市民中心 城东 3-1-47 029-221-9974 

竹隈市民中心 柳町 2-5-8 029-231-2045 

常磐市民中心 西原 1-3-12 029-233-7005 

绿冈市民中心 见川町 2563 029-243-1020 

寿市民中心 平须町 1636 029-24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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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文化活动设施（水户市的公共设施）续） 

设施 地址 电话 

上大野市民中心 吉沼町 1765-3 029-221-4994 

柳河市民中心 柳河町 673-1 029-231-6559 

渡里市民中心 堀町 466-7 029-221-3873 

吉田市民中心 元吉田町 1736-5 029-247-2316 

酒门市民中心 酒门町 1374-6 029-248-0024   

石川市民中心 石川 2-4243 029-252-2989 

饭富市民中心 饭富町 4449-8 029-229-7002 

国田市民中心 下国井町 1212-4 029-239-6568 

樱川市民中心 河和田町 2894-4 029-251-0359 

上中妻市民中心 大冢町 1157-1 029-251-9402 

山根市民中心 全隈町 78-1 029-252-0966 

见川市民中心 见川 2-179-1 029-243-6733 

千波市民中心 千波町 1396-4 029-243-3174 

见和市民中心 见和 2-250-4 029-253-1273 

双叶台市民中心 双叶台 2-1-5 029-251-3991 

笠原市民中心 笠原町 358-5 029-243-3769 

赤塚市民中心 河和田 3-2329-3 029-252-4090 

吉沢市民中心 吉沢町 243-3 029-247-1989 

堀原市民中心 新原 1-9-16 029-252-2750 

下大野市民中心 下大野町 6094-1 029-269-1288 

稻荷第一市民中心 大串町 961-1 029-269-2213 

稻荷第二市民中心 栗崎町 1695-4 029-269-1031 

大场市民中心 大场町 2283-1 029-269-1006 

内原中央公民馆 内原町 1395-6 029-259-4044 

内原中央公民馆中妻分馆 大足町 1417-1 029-259-4044 

水户艺术馆 五轩町 1-6-8 029-227-8111 

水户市少年 自然之家 全隈町 80-1 029-25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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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文化活动设施（茨城县的公共设施・其他设施） 

 

 

 

 

 

 

 

 

 

 

 

 

 

 

 

 

 

 

 

 

 

 

 

设施 地址 电话 

茨城县 

水户生涯学习中心 

三丸 1-5-38 

茨城县三丸厅舍 3 楼 

029-228-1313 

茨城县立 县民文化中心 千波町东久保 697 029-241-1166 

茨城县立 青少年会馆 绿町 1-1-18 029-226-1388 

茨城县 综合福祉会馆 千波町 1918 029-244-4545 

茨城县 产业会馆 樱川 2-2-35 029-227-7121 

常阳艺文中心 三丸 1-5-18 029-231-6611 

水戸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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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 

3-1   找医院 

3-1-1   通过急救医疗信息控制中心找（24 小时） 

(1)TEL（日语应答）029-241-4199 

告诉对方 描述「名字／住址／电话号码／症状」 

 ↓ 

打听「能够对症下药的 近的医院（牙科除外） 

 ↓ 

「自己给医院打电话」确认能否去就诊 

 ↓ 

确认之后去医院 

 

(2)互联网 

日语网站 http://www.qq.pref.ibaraki.jp/ 

英语网站 http://www.qq.pref.ibaraki.jp/WP2501/RP250101BL.do 

 

选择「地点・时间・诊疗项目・（语言
※
）」找医院 

 ↓ 

显示「医院的清单」（结果） 

 ↓ 

给医院打电话确认能否去就诊。 

 ↓ 

   确认之后去医院 

 

※在英语网页上进行语言选择。 

※请查阅 42 页表 3-3 可以使用外语的医疗机关。 

 

3-1-2   事态严重发生时 

     受重伤或突发疾病时，请拨打电话 119 呼叫救护车。 

※在医院需要翻译的人，请咨询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可以帮您找[医疗翻译助手]。联系电话请参

阅 157 页的 4-10 咨询窗口。 

※去医院时，请携带健康保险证/现金/（拥有者：就诊卡、预约票）。 

※在日本找医院时，基本上是自己选择诊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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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诊疗科 

经常去的诊疗科 身体部位 症状・疾病（例） 

内科 内脏全部 感冒、腹痛、拉肚子/便秘等  

整形外科 骨头、肌肉、关节、筋 刀伤、骨折、扭伤等  

皮肤科 皮肤 皮肤疼/痒/肿胀等  

耳鼻（咽喉）科 耳、鼻、（喉） 花粉症、鼻炎、喉咙耳朵痛等 

牙科 牙 牙疼、镶牙、矫正等  

眼科 眼睛 眼睛疼/痒、隐形眼镜等  

精神科、神经科 心理 压力、抑郁、恐慌障碍等 

妇产科 妇科 经期紊乱、怀孕、生育等  

儿科 小儿身体全部 

・到 13 岁左右 

・牙齿请到牙科 

小孩感冒、腹痛、拉肚子/便秘等  

小儿外科 小儿身体 

・到 13 岁左右 

小儿外伤 

 

3-2   节假日和夜间的疾病 

3-2-1 节假日和夜间的急诊所 

地址：水户市笠原町 993-13（水户保健中心 2 楼） 

TEL：029-243-8825（齿科专用 029-243-8840） 
 

表 3-2 节假日夜间急诊所 

区分 休息日 夜间 

诊疗项目 儿科・内科・外科・牙科 儿科・内科 

应诊日 星期日、节假日、12 月 30 日到 1 月 3 日 每天 

接待时间 9am-12pm / 1pm-3:30pm 

（1 月 1 日 1pm-3:30pm） 

7:30pm-10:30pm 

注意 ・仅限受伤/疾病的急救处理 

・儿科只有内科（受伤时请在、40 页 3-1-1 急救医疗情报控制中心（24 小

时受理）、寻找医院） 

・须带健康保险证（如没有保险证需要全额支付医疗费） 

・接受圈福医疗补助者请携带医疗福祉费受给者证 

・当天支付医疗费 

※受理时间以外诊疗所里没有工作人员※ 

※ 地图和交通指南请参看 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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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儿童急救电话咨询（日语） 

小孩突然得病不知道怎么办是可以打电话咨询。 

 

3-2-2-a   受理时间 

平日：6:30pm～0:30am 

休息日：9am～5pm、6:30pm～0:30am 

 

3-2-2-b   利用方法 

・自己拨打电话「029-254-9900」。 

※手机和按键式电话也可以接通「#8000」。 

・医院方会问小孩的名字和症状。 

    ・会告诉你是否应该马上去医院或是再观察一段时间。 

 

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医疗机关的外语水平： （Lv1）精通 （Lv2） 一般（Lv3） 懂一点 

※这里主要介绍 Lv1 水平精通的医疗机构，此外也有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院。 

※具体请查寻[茨城县医疗信息系统]的网站。 

（可以在英文网站查寻） URL：http://www.qq.pref.ibaraki.jp/WP2501/RP250101BL.do 

◆英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水户协同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00 

星期日、节假

日、第 2・第

4・第 5 星期

六、12/29～

1/3 

  

宫町 3-2-7 外科 

TEL：029-231-2371 整形外科 

  风湿科 

  泌尿科 

  眼科 

  理疗科 

  麻醉科 

  呼吸器科 

  消化器科 

  神经内科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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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水户协同医院 

（续） 

  脑神经外科 

   

  皮肤科 

  妇产科 

  耳鼻咽喉科 

  放射线科 

  牙科口腔外科 

  循环器科 

  急救科 

Lv1 健康之杜 

水户市 内科 

08:30-12:30 

15:00-18:00 

星期日、星期

三、节假日、

8/13～8/16、

12/29～1/3 

  

千波町 1250 外科 

TEL：029-305-6655 风湿科 

  理疗科 

  放射线科 

  神经科 

  肠胃科 

  肛门科 

Lv1 水户南丘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2:15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元吉天町 1057-1 肠胃内科 

  神经内科 

TEL：029-248-0373 循环器内科 

  放射线科 

  儿科 

Lv1 
石井外科内科

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45 

13: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1～

1/3 

  

千波町 1386 外科 

TEL：029-243-0121 小儿科 

  肠胃科 

  麻醉科 

  小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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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相川内科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2:00 

12:00-16:30 

星期日、节假

日、12/29～

1/3 

  

千波町 212 循环器科 

TEL：029-243-2311 神经内科 

  消化器内科 

  放射线科 

  泌尿器科 

Lv1 水府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00 

12:00-15:0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12/29～1/3 

  

赤冢 1-1 儿科 

TEL：029-309-5000 放射线科 

  外科 

  整形外科 

Lv1 笠原中央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9:00-12:30 

15:00-18: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1～

1/3 

  
笠原町 565-7 儿科 

TEL：029-244-6011 过敏科 

  肠胃科 

Lv1 
小沢眼科内科

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5、12/29～

1/3 

  几泽町 246-6 眼科 

TEL：029-246-2111   

Lv1 龟田内科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9:00-12:30 

14:30-18:00 

星期日、星期

四、节假日、

8/12～8/17、

12/29～1/3 

  北见町 8-2 

TEL：029-221-2311

Lv1 松本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9:00-12:00 

15:00-17:00 

星期日、节假

日、12/29～

1/4 

  大冢町 1879-6 

TEL：029-309-6655

Lv1 平野儿科医院 

水户市中丸町扎场

333-1 
儿科 

09:30-12:30 

15:00-17:30 

星期日、星期

三、节假日、

8/13～8/15、

12/30～1/3 

  

TEL：029-253-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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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植野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8:30-11:30 

13:30-17:00 

星期日、节假

日、12/31～

1/3 

  五轩町 2-3-7 

TEL：029-221-2513

Lv1 
山本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8:30-12:00 

13: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29～

1/3 

  见和 1-299-6 

TEL：029-252-1276

Lv1 花泽耳鼻喉科  

水户市 

耳鼻喉科 

08:00- 

  12:00 

13:30- 

  17: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6 

  
河和田町 2894-8 

TEL：029-254-8730

Lv1 
林整形外科医

院 

水户市 

整形外科 
08:00-12:00 

14:00-18: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0～

1/3 

  浜田 2-11-11 

TEL：029-225-5255

Lv1 多福诊疗所  

水户市 精神科 

09:00-12:00 

14:00-18:00 

星期一、星期

四、星期五、

星期六、节假

日、12/29～

1/3 

需预约 

酒门町 4637-2 神经科 

TEL：029-291-6211   

Lv1 饭野牙科医院 

水户市 牙科 
09:00-12:30 

14:00-18:30 

星期日、星期

四、12/30～

1/3 

  金町 3-1-25 牙科口腔外科 

TEL：029-221-6783 小儿牙科 

Lv1 岩间牙科医院  

水户市 一般牙科 

09:00-12:20 

14:30-18:5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0～

1/3 

  城南 1-2-38 矫正牙科 

TEL：029-225-4484 小儿牙科 

Lv1 冈牙科医院 

水户市 

牙科 
09:00-11:30 

14:00-19: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6、 

12/30～1/3 

  柳町 1-14-3 

TEL：029-227-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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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和谐齿科诊疗

所  

水户市 

牙科 
10:00-13:00 

15:00-20:00 

星期日、8/13

～8/16、12/29

～1/4 

  
泉町 1-2-25 

泉町 1 楼 

TEL：029-232-3737

Lv2 西宫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4 

心 疗 内

科 需 预

约 

新庄 2-9-9 外科 

TEL：029-224-5555 理疗科 

  呼吸科 

  消化器科 

  心疗内科 

Lv2 广濑诊所 

水户市 心疗内科 
09:00-13:00 

14:00-18:00 

18:00-20:00 

星期日、星期

一、1/1～1/3
需预约 见川町 2352-3 内科 

TEL：029-244-1212 精神科 

◆汉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1 
小沢眼科内科

医院  

水户市 眼科 

08:30-11:30 

13: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5、12/29～

1/3 

  吉沢町 246-6 内科 

TEL：029-246-2111   

Lv1 国井町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4:00-17:30 

星期四、节假

日、4/28～

5/10、8/10～

8/22、12/25～

1/7 

  

下国井町 1550-14 眼科 

TEL：029-239-6763   

Lv2 兼子内科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9:00-12:30 

14:30-18:00 

星期三、星期

五下午、节假

日、5/3～5/5、

8/12～8/15、

12/30～1/3 

  

上水户 1-7-25 过敏科 

  儿科 

TEL：029-222-5511 放射线科 

  呼吸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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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兼子内科诊所 

（续） 

  消化器科 

     循环器科 

Lv2 花泽耳鼻喉科 

水户市 

耳鼻喉科 
08:00-12:00 

13:30-17: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6 

  
河和田町 2894-8 

  

TEL：029-254-8730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见川町 2131-1560 

  

TEL：029-240-3300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外科 

眼科 

肠胃外科 

肛门外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韩国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爱和牙科医院 

水户市 牙科 

09:30-18:30 

星期日下午、

节假日、

12/30～1/4 

  笠原町 1029-2 小儿牙科 

TEL：029-305-1115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见川町 

2131-1560 

TEL：029-240-3300

内科 

外科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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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续）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皆川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2:20 

14:00-16:45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6、12/30～

1/4 

  

笠原町 995-102 外科 

TEL：029-243-5521 消化器内科 

  皮肤科 

  过敏科 

  放射线科 

  肛门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菲律宾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饭野牙科医院  

水户市 牙科 
09:00-12:30 

14:00-18:30 

星期日、星期

四、12/30～

1/3 

  金町 3-1-25 牙科口腔外科 

TEL：029-221-6783 小儿牙科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见川町 2131-1560 

TEL：029-240-3300

 

内科 

外科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49 

（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泰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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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印尼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西班牙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相川内科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2:00 

12:00-16:30 

星期日、节假

日、12/29～

1/3 

  

千波町 212 循环器内科 

TEL：029-243-2311 神经内科 

  消化器内科 

  放射线科 

  泌尿器科 

Lv2 川上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30-17: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0～

1/3 

  
河和田町 神经内科 

高野坪 862   

TEL：029-255-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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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水户市 外科 

见川町 2131-1560 眼科 

TEL：029-240-3300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医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德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川上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30-17: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0～

1/3 

  
河和田町 神经内科 

高野坪 862   

TEL：029-255-3791   

Lv2 高桥内科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9:00-12:00 

14:00-17:00 

星期日、星期

四、12/30～

1/3 

  袴塚 3-3-48 

TEL：029-221-7734

Lv2 内科石川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4 

  
绿町 1-8-21 

TEL：029-23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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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皆川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2:20 

14:00-16:45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6、12/30～

1/4 

  

笠原町 995-102 外科 

TEL：029-243-5521 消化器内科 

  皮肤科 

  过敏科 

  放射线科 

  肛门科 

Lv3 内藤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6:0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5、12/30～

1/3 

  
文京 2-2-34 精神科 

TEL：029-225-9040 神经科 

  心疗内科 

Lv3 青木诊所 

水户市 内科 
09:00-12:15 

15:00-18:30 

星期六、星期

日、节假日 
  石川 3-4121-15 泌尿器科 

TEL：029-255-1971 皮肤科 

Lv3 
小沢眼科内科

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5、12/29～

1/3 

  吉沢町 246-6 眼科 

TEL：029-246-2111   

Lv3 
小松崎妇产科

医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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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法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2 
岩间东华堂诊

所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30-18:0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泉町 3-1-30 消化器科 

TEL：029-300-7110 皮肤科 

Lv2 
井口皮肤科成

形外科  

水户市 

酒门町下千束

1571-1 

皮肤科 08:30-11:30 

15:00-18:0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TEL：029-297-8863 成形外科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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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俄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沢眼科内科

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30-11:30 

13: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4、

8/15、12/29～

1/3 

  吉沢町 246-6 眼科 

TEL：029-246-2111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意大利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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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可以用外语应诊的医疗机关 -- 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葡萄牙语◆ 

水平 医院名 地址/电话号码 诊疗科 受理时间 休诊日 备注 

Lv3 大桥医院  

水户市 内科 

08:00-11:3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12/30～

1/3 

  

见川町 2131-1560 外科 

TEL：029-240-3300 眼科 

  肠胃外科 

  肠胃内科 

  肛门外科 

  肛门内科 

Lv3 小松崎妇产科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3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29～

1/3 

  本町 1-6-20 

TEL：029-221-2645

Lv3 
铃木妇产科医

院 

水户市 

妇产科 
09:00-12:00 

14:00-17:30 

星期日、节假

日、8/13～

8/15、12/31～

1/3 

  东台 1-10-19 

TEL：029-221-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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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怀孕／分娩 

3-3-1   怀孕后 

(1)递交「怀孕申报书」 

经妇产科医院检查确定怀孕，就会给一份「怀孕申报书」。 

请务必将「怀孕申报书」递交到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并领取①～③ 

 

① 母子健康手册（分娩后也继续使用，请保管好。） 

② 「孕妇一般健康检查」的就诊券（14 次券） 

③ 「乳婴一般健康检查」的就诊券（2 次券） 

 

(2)圈福（孕妇医疗福祉费支付制度）的申请 

圈福是市政府补助部分医疗费的制度。加入健康保险的孕妇，就有资格申请补助（但是受收入限

制）。首先，需要到市役所办理申请手续。 

 

 

 

 

 

3-3-2   怀孕期间 

(1)孕妇一般健康检查（=孕妇体检） 

    为了观察孕妇和孕儿的健康状况，请定期接受孕妇体检。因孕妇体检费不能用公共医疗保险，

所以很贵。市政府补助 14 次的孕妇体检费用。 

(2)孕妇牙齿的健康检查（免费） 

    怀孕期间和分娩后是 容易生蛀牙和牙周病的时期。身体状况稳定后，请去接受牙齿的健康

检查。地点是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保健中心）。请提前电话预约（TEL 029-243-7311）。 

(3)你好宝贝学习班 

    为了让爸爸妈妈安心迎接新生婴儿，免费开办有关分娩育儿知识讲座。针对对象是怀第一胎

的孕妇。地点是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保健中心）。请电话咨询开办日期后，提前预约（TEL 

029-243-7311）。 

 

(4)分娩费用 

分娩时不可仪使用公共医疗保险，所以需要的费用约 35～50 万日元。 

※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 

  从自己或丈夫的健康保险公司，针对一个孩子支付 42 万日元。一次性补助金直接汇给医院。

水户市役所 “国保年金课”（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16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1 楼 

（也可到赤冢派出所／常澄派出所／内原派出所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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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没有现金也可以放心分娩） 

金额有时会变动。 

 

3-3-3   分娩后 

    各种手续，请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各人需办理的手续有所不同，请在分娩前确认好。 

 

(1)递交「出生申报书」（出生后 1 天以内） 

   到市役所递交[出生申报书]。 

 

①母双方都是外国国籍的情况 

递交处：父母的居住地或婴儿出生地的市役所 

②母单方为日本人的情况 

递交处：可以选择市役所 →日本人配偶者所在地／原籍/婴儿的出生地 

 

※所需资料=出生申报书、出生证明、印章、母子健康手册、健康保险证、在留卡和护照 

※新生儿申报外国国籍时，请领取[出生申报书受理证明]（有料）发行。 

 

 

 

 

(2)儿童补贴的申请 

针对抚养初中三年级以下儿童的人发放儿童补贴。如不及时办理申请手续，领取金额会减少，所

以婴儿出生后请尽快去申请。 

 

 

 

 

 

(3)圈福的（儿童医疗福利费领取者证）申请 

   圈福是市政补贴一部分医疗费的制度。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儿童可以享受医疗费的补贴（但是

有收入限制）。请到市役所要首先申请。 

 

 

 

 

水户市政办公厅 …“市民课”（144 页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1 楼 

水户市政办公厅“儿童课”（145 页儿童课） 

TEL：029-232-917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2 楼 

（赤冢派出所／常澄派出所／内原派出所也可办理申请手

水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16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1 楼 

（赤冢派出所／常澄派出所／内原派出所也可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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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加入儿童健康保险（自出生之日起 14 天以内） 

监护人加入公司的健康保险或共济组合的情况 

→ 在公司里申请 

监护人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情况 

→ 到水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申请 

 

 

 

 

 

  非日本国籍者的情况要办理以下手续。 

・到入国管理局申领在留资格（65 页 4-1-1 入国管理局）。（自出生之日起 30 天内） 

・向婴儿所属国驻日大使馆/领事馆递交[出生申报书]领取护照。详情请咨询各国大使馆。 

 

3-3-4   新生儿的健康 

(1)健康检查 

    检查婴儿是否健康，发育是否正常。还可以咨询育儿知识及问题。请定期接受检查确认孩子

的成长状况，务必带上母子健康手册。 

 

表 3-4 健康检查 

时期 名称 地点 通知 

1 个月 ―― 出生医院等 ―― 

3 到 6 个月
※
 乳婴一般健康检查 附近的医疗机关 自己申请 

7 个月 7 个月婴儿健康检查 保健中心 市里通知 

9 到 11 个月
※
 婴儿一般健康检查 附近的医疗机关 自己申请 

1 岁半 1 岁儿童健康检查 保健中心 市里通知 

2 岁 2 岁儿童健康检查 保健中心 市里通知 

3 岁 3 岁儿童健康检查 保健中心 市里通知 

※3 到 6 个月、9 到 11 个月的健康检查 

→带上领取母子手册时一起拿到的[乳婴一般健康检查]的就诊券。（可免费接受检查） 

 

(2)预防疫苗 

    接受疫苗提高抗病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婴儿染上疾病会有生命危险。预防疫苗有两种。 

①定期疫苗（免费） 是日本政府提倡接种的疫苗。 

  指定疫苗传染病名：四种混合（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脊髓灰质炎），

BCG，风麻疹混合，小儿肺炎球菌感染，hib 感染症，日本脑炎 

水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16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1 楼 

（赤冢派出所／常澄派出所／内原派出所也可办理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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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任意疫苗（有料） 有意者才接受，费用自理。 

任意疫苗传染病名：流行性腮腺炎，水痘，病毒性流感等 

 

※定期疫苗在指定年龄段期间可以免费接种。请咨询常去医院有计划地接受疫苗。 

※婴儿出生后一个月左右，可收到[预防疫苗券] 

※今后可能会有变动，请确认 新信息。 

 

3-3-5   母子育儿教室 

咨询：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1)母婴教室 

生育第一胎子女的母子教室。可以得到育儿信息和进行育儿交流。针对对象是 3～4 月的母婴。 

 

(2)离乳食教室 

讲解离乳食的喂养、制作方法以及营养知识，还可以品尝离乳食。针对对象是 5 个月以内的母婴。 

 

3-3-6   育儿咨询 

咨询：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1)新生儿探访 

第一胎子女出生后 40 天内，助产士到家里探访，进行育儿咨询以及检测婴儿的成长情况。 

(2)婴儿探访 

针对有 4 个月以内婴儿的家庭，各地区有经验的妈妈来家探访进行育儿咨询。（接受过新生儿探

访家庭除外） 

(3)育儿咨询 

有关育儿的不安以及烦恼，可以向保健士进行咨询。乳婴的身体检测、营养咨询、齿科咨询等。 

 

 

咨询：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水戸市植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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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医疗保险 

日本有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加了保险后，到医院接受伤病治疗以及手术时，只需支付 30%的费用。

居住在日本的人（包括外国藉居民）有规定要加入公共医疗保险。 

此外，还有保险公司销售的民营的医疗保险。 

 

3-4-1   公共医疗保险 

加入公共医疗保险后，就可以领到保险卡。到医疗机关就诊时，请带上保险卡。公共医疗保险

有以下几种类型。 

 

(1)健康保险 

表 3-5 健康保险 

对 象 

在公司/企业工作的人 

・根据雇用条件及年龄等情况，也有不能加入的情况。 

・公司/企业不给办理健康保险时，请加入(2)国民健康保险。 

医疗费的个人承担部

分 

30% 

保险金 
通常是从工资或奖金里扣缴。 

・根据个人的工资金额算出，公司和个人各承担一半。 

手续、咨询 公司/企业的办公人员 

 

 

(2)国民健康保险 

表 3-6 国民健康保险 

对象 尚未加入(1)健康保险和 (3)超高龄者医疗保险的人 

医疗费的个人负担 10～30%（根据年龄等条件而定） 

保险金 

凭寄到家里的纳税通知单，可在银行和便利店支付。 

・依据上一年的收入以及家庭人口计算，分 8 次支付。 

・也可以通过银行自动付款。 

手续、咨询 

水户市役所“保险年金课”（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526 

地址：水户市三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舎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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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高龄者医疗保险 

表 3-7 超高龄者医疗保险 

对象 

75 岁以上者 

（有一定障碍者为 65 岁以上） 

・到了以上年龄，将退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加入超

高龄者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费的个人负担 10% 

保险金 

通常是从年金里扣缴。 

・依据上一年的收入计算，分 6 次支付。 

・凭寄到家里的纳税通知单，分 8 次支付。（也可以通过银

行自动付款。） 

手续、咨询 

水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528 

地址：水户市三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舎 1 楼 

 

※医疗福祉费支付制度 

针对加入以下(1)～(3)保险的人，有医疗费补助的[医疗福祉费支付制度]（通称[圈福]） 

・孕产妇（56 页 3-3-1 怀孕后） 

・乳婴、儿童（初中 3 年级以下）（57 页 3-3-3 分娩后） 

・母子家庭、父子家庭 

・严重身心障碍者等 

 

 

 

 

3-4-2   民营医疗保险 

    民营医疗保险不同于公共医疗保险，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医疗费不是保险对象。仅限住院或手术

时，支付规定天数规定金额的补偿金。补偿内容和补偿金额各保险公司不尽相同。此外，民营医疗

保险也有癌症保险等针对特定疾病的保险。 

详情咨询…水户市役所 [国保年金课] （144 页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527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舎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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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健康检查 

表 3-8 健康检查的内容等 

名称 内容 对象 

健
けん

康
こう

診
しん

査
さ

刷新健康检查 

 

・问诊・身体测量・血压测量

・验尿・血液检查・脂肪检查

・贫血检查等 

18-39 岁 

肺癌检查 

 

・胸部 X 光透视 40 岁以上 

结核检查 

 

・胸部透视 年度内满 65 岁以上者 

肝炎病毒检查 

 

・血液检查 年度内满 40 岁者 

40 岁以上者在过去 11 年期

间尚未接受检查者 

前列腺癌检查 

 

・血液检查 50 岁以上男性 

大肠癌检查 

 

・便血反映检查 40 岁以上者 

胃癌检查 

 

・钡液检查 

・胃镜检查等 

40 岁以上者 

乳癌检查 ・超声波检查等 30-65 岁者 

子宫癌检查 ・细胞诊断 20 岁以上者 

骨质疏松症检查 ・超声波检查 18 岁以上女性 

 

(1)就诊券 

每年 5 月 1 日为准登记在水户的居民（68 页 4-1-2-a 居民基础台账/居民票），6 月份将收到

就诊券（水户市癌检查等就诊券）没有收到时，请电话咨询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2)就诊地点 

①保健中心和市民中心（集体就诊） 

有规定日期。请提前确认地点和日期。有的需要预约。 

咨询：保健中心（64 页 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②附近的医院（个人就诊） 

一定要事先跟医院确认。 

 

※去就诊时必须携带就诊券和健康保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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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诊察/检查一年内（4 月至次年 3 月）只能各接受一次。 

※就诊时需要翻译人员者，请咨询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可以帮您找[医疗翻译助手] 

外国人咨询中心（茨城县国际交流中心）→ 157 页 4-10 咨询窗  

 

3-6   病毒性流感 

在日本 12 月至 3 月份流行。 

 

3-6-1 感染 

通过病毒携带者的喷嚏和咳嗖传染。另外还会通过很多人的触摸物如门把手和电器开关等传

染。 

 

3-6-2   预防措施 

 

・外出回来后，一定要洗手、漱口 

・戴口罩 

・保持室内的湿度（使用加湿气） 

・摄取充分的营养和保证充足的睡眠 

・尽量避免去人多嘈杂的地方 

・打预防针 

 

※打的预防疫苗约 2 周后见效。所以，请在开始流行之前（10 月～11 月）打预防针。 

※打预防针是有料的。各医院的收费标准不同。 

※水户市（10 月）发给儿童（1 岁至 12 岁）和高龄者（65 岁以上）预防针疫苗券。有预防针疫苗

券，费用就便宜。详情请阅读疫苗券上的记载内容。 

 

 

 

 

 

 

 

 

 

 

 

アナハイム通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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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水户市保健中心 

地址：水户市笠原町 993-13 

TEL：029-243-7311 

地图 3-1 水户市保健中心 

 

 

 

 

 

 

 

 

 

 

 

 

 

 

 

 

※出租车 ·· 从水户车站约 15 分钟的车程 

※公交车 ·· 水户车站北出口广场公交车 6 号发车点乘坐[水户医疗中心]方面的公交车。 

 →在[水户医疗中心]下车 

 或 

 公交车 8 号发车点乘坐[千波循环 经由払沢]或[千波循环 经由本乡] 

 →到[医疗中心]下车 

 

 

 

 

 

 

 

 

 
巨人像「ダイダラボ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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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长期的逗留者，将发给「在留卡」 

 

・在留资格为短期滞在或者外交，公用等以外的人 

・在留资格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的人。 

・特别永住者以外的人。 

「在留卡」 

・如果在留卡上没有写明居住地或者地址的话，请务必和水户市役所得市民课联系。 

   水戸市役所“市民课”→144 页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办公楼 

・外国人有义务随身携带在留卡。 

 

4   生活 

4-1 行政 

4-1-1   入国管理局 

抵达日本的外国人在机场或者港口接受入国审查。如果被允许进入日本的话，将在护照上盖有相关

的入境图章。该图章里会显示其在留资格和期限等信息。 

 

 

 

 

 

 

 

 

   

 

 

 

 

 

 

表 4-1 入国管理局的手续 

手续 内容 

在留期间更新 超过在留期限而还想继续逗留在日本的人 

在留资格变更 想把在留资格予以变更的人 

资格外活动许可 想进行在留资格以外的活动的人 

再入国许可 一般来说是对于想到国外旅游，然后再以同一目的返回日本的居

住地时。 

※从出国之后一年之内再次返回日本时，不需要办理该手续。（但

是短期滞在或者是在留期间只有 3 个月以内的人不可以办理该

手续。） 

在留资格取得 在日本出生时，或者因为丧失日本国籍等使之成为了外国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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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手续 具体内容 

永住许可 想在日本永住时 

其他 ・发生姓名／性别／国籍／地区的变更等事宜时 

→例如结婚等事宜 

 

・所属机关（公司或者学校等）发生变更时 

・所属机构的名称或者地址发生变更时 

・和所属机构的合同期满或者需要更新其合同时 

※是指其签证能够允许其在日本工作/学习的人 

・离婚/配偶者死亡时 

→作为配偶者在日本居住的人 

・在留卡丢失，被盗，损坏或者有严重污损时 

 

 

表 4-2 入国管理局一览 

名称 所在地 电话号码 

东京入国管理局 〒108-8255 东京都港区江南 5-5-30 03-5796-7111 

(水户办事处） 〒310-0803 茨城县水户市城南 2-9-12 

第 3 プリンスビル 1 楼 

029-300-3601 

(成田空港支局) 〒282-0004 千叶县成田市古込字古込 1-1 

成田国际空港第 2 候机楼 6 楼 

0476-34-2222 

(羽田空港支局) 〒144-0041 东京都大田区羽田空港 2-6-4 

羽田空港 CIQ 栋 

03-5708-3202 

 

 

 

 

 

  



67 

地图 4-1 东京入国管理局 

 

 

 

 

 

 

 

 

 

 

 

 

 

 

地图 4-2 东京入国管理局水户办事处 

 

 

 

(1)有关入国/在留等问题的咨询： 

  信息中心 

平时：8:30am-5:15pm （休息日：周六，周日，国定节假日，年末和年初的假日） 

TEL：0570-013904 （IP、PHS、国外／03-5796-7112） 

对应语种：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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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在留管理制度的说明（入国管理局主页） 

日语：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index.html 

英语：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en/index.html 

中文（简体）：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zh-CN/index.html 

中文（繁体）：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zh-TW/index.html 

韩语：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ko/index.html 

西班牙语：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es/index.html 

葡萄牙语：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pt/index.html 

 

(3)关于在留卡（入国管理局 HP）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index.html 

（日语、英语、中国语、韩国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菲律宾语、法语、德

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老挝语、马来西亚语、蒙语语、波斯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西班

牙语、泰语、西藏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 

 

4-1-2   市役所 

4-1-2-a   住民基础帐表/住民票 

当您的有关信息被登记到住民基本台帐时，就和日本人一样可以申请住民票。住民票上印有你的

姓名住所以及家庭成员的构成等信息。当您需要有关的证明（住民票的复印件）时，可以携带在

留卡或者护照到市役所的市民课申请。 

 

以下的人将被登记在住民基本台帐里。 

・中长期在留者（65页 4-1-1 入国管理局）  

・特别永住者 

・临时庇护许可者（根据入管法有关规定临时被允许进入日本受保护的人。） 

・被允许临时滞留在日本的人。（根据难民认定法的规定，被临时允许滞留在日本的人。） 

・因为出生而滞留在日本的婴儿。（自出生之日起 60 天之内的婴儿。） 

・因丧失国籍而滞留在日本的人。（失去日本国籍后 60 天以内的人） 

 

※「外国人登录制度」已于 2012 年废止。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144 页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厅舍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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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b   图章以及「图章登录」 

图章是替代签名时所使用的印章。当您按下了图章之后，就意味着您已经同意了所盖章纸面上的

内容。所以在日本有很多需要您盖章的场面。 

 

(1)图章的种类 

実印 当您需要购买房屋或者车辆等高额的物品时，需要使用该类图章。在市所所登记的图

章属于该类印章。 

银行章 在银行开账户是所使用的印章。 

一般图章 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印章。（比如在接受邮递快件或者公司里的一般手续时所使用的

印章。） 

 

当您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图章分开来使用时，可以有效的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当然，只用一种

图章也可以达到以上三种目的。 

 

(2)图章的登录 

・携带着图章到市役所去登录自己的图章。然后就可以拿到图章登录证（卡片）。 

 ・当您拿着图章登录卡到市役所去时，就可以申请发行图章证明书。在日本，当您要购买车辆

或者其他高额的买卖合同时，是需要这种图章证明的。 

 

①条件 

・能在住民基本台帐里记录的人（68 页 4-1-2-a 住民基础帐表/住民票） 

・年龄为 15 岁以上 

・图章必须能够印在 8～25mm 的正方形的框内。（橡皮图章不能登录） 

 

②所需要的有关材料 

・在留卡（或者有效的外国人登录证）、或者是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护照 

 

 

 

 

※如果您想制作图章，可以到专门的商店去。或者在互联网上的地图搜索网站上输入「水戸 印

鑑」就可以发现许多制作图章的商店和地址。价格多少有些差异。另外，在大型的杂货店也

可以制作图章。 

 

水户市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 三之丸临时办公楼 1 楼 



70 

4-1-2-c   健康保险 

在日本，如果被登记到住民基本台帐后就必须加入国家的医疗保险。该医疗保险制度是为了保证

国民在生病或者受伤时能够获得治疗并可以减轻医疗费的负担。该制度是由大家缴纳保险金后共

同维持的一种保险制度。（68 页 4-1-2-a 住民基础帐表/住民票） 

 

4-1-2-d 年金 

年金主要有以下三种。 

(1)20歳
さい

に なったら当您年满 20 岁时，就有必要加入国民年金 

(2)当您开始工作时，就会变更成厚生年金或者是共济年金。 

（厚生年金是指在公司等单位工作的人加入的年金。） 

（共济年金是指公务员以及私立学校的教员所加入的年金。） 

但是，如果你所在的公司等单位没有相应的厚生年金的话，那么你必须继续加入国民年金。 

打零工或者是临时工的话，也必须继续加入国民年金。 

 

(3)支付内容 

表 4-3 「国民年金」（基础年金） 

老龄基础年金 
对缴纳 25 年以上保险金的人，从 65 岁开始支付

年金。 

伤残基础年金 对因事故或者生病而造成伤残者所支付的年金。 

遗族基础年金 
对因事故或者生病而死亡的人的家属所支付的年

金。 

※如果 25 年内的缴费在 60 岁时没有完了时，可以退出国民年金。 

（例如：376 岁时来到日本的人） 

※和日本缔结了「社会保障协议」国家的人在日本缴纳的保险金将算入本国的年金内。 

（德国・英国・韩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捷克・西班牙・

爱尔兰・巴西・瑞士・匈牙利／截至 2014 为止） 

 

表 4-4 「厚生年金」 

老龄厚生年金 从 65 岁开始加上基础年金后支付 

伤残厚生年金 
如果因为事故或者生病而造成身体伤残时，其加

入者可以在加上基础年金后支付。 

遗族厚生年金 
因事故或者生病而死亡者的家属在加上基础年金

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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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共济年金」 

退职共济年金 从 65 岁开始加上基础年金后支付 

伤残共济年金 
如果因为事故或者生病而造成身体伤残时，其加

入者可以在加上基础年金后支付。 

遗族共济年金 
因事故或者生病而死亡者的家属在加上基础年金

后支付。 

 

(4)国民年/厚生年金的 「暂时退出金」 

在日本滞留期间支付了 6 个月以上的年金的人 

→在离开日本之后 2 年之内，可以通过办理有关手续要求支付暂时退出金。有关详情和具体手

续，请参照日本年金机构的网页。 

http://www.nenkin.go.jp/n/www/service/detail.jsp?id=3745 

（该网页有英语，中文，菲律宾他加禄语、印尼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泰语、越

南语） 

 

 

 

 

4-1-2-e   结婚 

(1) 如果要结婚的话，必须遵守婚姻双方国家的法律。所以请事先确认对方国家的婚姻法。 

日本的婚姻法：男性 18 岁以上，女性 16 岁以上。19 岁以下的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婚姻

的双方必须是独身。（没有和别人结婚） 

女性如果是再婚的话，必须是在离婚之后 6 个月以上。（外国人和日本人一样） 

・近亲者不能结婚 

 

(2)办理手续的场所以及需要的各类资料由于国籍的不同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请务必事先到市役

所了解有关的信息。 

需要的资料（例） 

・婚姻申请表，图章 

・（日本人）户籍誊本、住民票复印件 

・（外国人）婚姻条件具备证明书、出生证明书…请向本国的驻日大使馆/领事馆咨询。 

・（外国人）在留卡以及护照等 

 

 

水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 

TEL：029-232-9529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之丸临时厅舍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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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有关资料准备齐之后，向市役所提出。 

(4)外国人按照自己国家的婚姻法办理。有关手续请向本国驻日大使馆/领事馆咨询。 

※如果想把在留资格变更为「日本人配偶者等」时，请向如果管理局咨询有关的手续。 

（→65 页 4-1-1 入国管理局） 

 

 

 

 

4-1-2-f   离婚 

离婚时，也必须按照双方国家的有关法律来办理。另外，对于在何地办理，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等，

请务必向当地的市役所咨询。 

(1)需要的有关材料（例）：日本的有关手续（市役所） 

・离婚申请书 

・（日本人）户籍誊本、住民票复印件等 

・（外国人）在留卡、护照等 

 

(2)需要的有关材料（例）：本国的手续（在日大使馆/领事馆） 

・离婚申请书受理证明书･･･向市役所要求发行该书面材料。 

 

(3)为了防止单方面的离婚企图�

� � 如果向水户市役所提出不受理申请书，就可以防止对方单方面的离婚企图。（6 个月之内有效） 

 

(4)如果夫妇之间就离婚问题不能达成协议时： 

可以用「调停离婚」「审判离婚」「法庭判决离婚」等办法来解决。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法律

知识，所以可以到有关部门去商谈。 

外国人商谈中心（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157 页 4-10 商谈窗口） 

 

4-1-2-g   出生/死亡 

(1)当您的孩子出生时，必须办理以下的手续。 

・在 14 天之内向市役所提出「出生登记」的手续。 

需要提供的材料：出生登记书/出生证明书/图章母子健康手册/健康保险证/在留卡或者护照�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舍 

楼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水户市 2-9156 

地址：三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舍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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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孩子不是日本国籍时，必须在 30 天内项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理资格。（签证） 

 ・ 有关本国的各类手续请向本国驻日本的大使馆/领事馆咨询。 

※详细内容请参照 57 页 3-3-3 如果您分娩了 

 

(2)如果您的家庭成员不幸去世了，必须办理以下的手续。 

・7 天之内向市役所提出「死亡报告」。 

 需要提供的材料：死亡报告书/死亡诊断书/图章/在留卡或者护照 

・如果死者是外国国籍的人，必须在 7 天之内向入国管理局交还其在留卡。 

・对外国国籍的人其本国的有关手续，请咨询本国在日本的大使馆/领事馆。 

 

 

 

 

4-1-2-h   学校 

对想进入或者中途编入小学/中学的人，必须在市役所办理有关的手续。 

对想进入或者编入高中的人，请向茨城县高中教育课咨询。 

※详情请参照 136 页的 4-4-3 教育  

 

4-1-3   税金 

市民需要缴纳的税金主要有以下 4 种。 

(1)所得税 (2)住民税 (3)消费税 (4)汽车税/轻汽车税 

 

4-1-3-a 所得税（交往国库的税金） 

所得税是指您个人所获得的各类收入包括因为工作而获得的酬劳等各类收入。所得税就是从这些

收入中扣去的税金。 

(1)对象 

在日本居住的而且有收入所得的人都必须缴纳所得税。 

 

(2)金额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水户市 2-9156 

地址：三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舍 1 楼 

A：您一年中所获取的收入（每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所得税 ＝（A – B）× 税率 

税率：5%～45%…根据收入的金额有所

不同 

（税率･･･2015 年現在） 

B：不需要纳税的部分） 需要纳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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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税方法 

一般来说，如果您是在公司工作的职员，您的公司会按照日本的有关法律，从您的工资里扣除您应

该缴纳的所得税。每年的 后一个月，公司会对您应该缴纳的所得税进行调整。当发现征收的所得

税过高时，将会退还给您。但是如果发现征收金额过低时，也会增加其金额。（纳税对象者：在日

本有住址并且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人。） 

 

 

 

 

 

 

 

 

 

 

(4)所得税的扣除额 

您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缴纳税金的。 

以下费用可以从收入金额中扣除应缴纳税金的部分。 

   例如： ①用于支付生命保险或者地震保险之类的费用。  

 ②用于支付社会保险的金额（包括健康保险，介护保险，年金保险） 

③配偶者一年的收入在 38 万日元以下。 

④要抚养配偶者或者其他家属成员的。  

⑤高额的医疗费用等 

 

但是，必须提供发票或者扣除证明书。扣除证明书会在 1 年的 后的阶段（10 月份之后）邮寄

到家中。当您在年末调整时或者确定申告时，需要提供这些这些材料。所以当您收到这些材料

是请妥善保管好。 

 

如果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其他的收入的话，那

么请在第二年的 2 月～3 月之间，到当地税务

局办理确定申告。（收入的部分包括在国外的

收入。）日语称之为： 

↓ 

「確
かく

定
てい

申
しん

告
こく

」 

时期：第二年的 2 月～3 月 

方法：到办理该手续的场所去申请办理。具体

地方请向税务署咨询。 

如果你的工资是从公司领取的话，那么公

司的财务部门会在每年的 12 月底，对你的

全年收入的税收部分进行调整。在日语中

称之为： 

↓ 

「年
ねん

末
まつ

調
ちょう

整
せい

」 

时期：每年的 12 月份 

方法：由公司的有关部分发出专门的资料，

水户税务所 

TEL：029-231-4211（自动录音） 

→ #1 电话商谈中心 

→ #1 所得税 

地址：水户市北见町 1-17 

（从水户车站步行大约 15 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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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4-3 水户税务署 

 

 

 

 

 

 

 

 

 

 

 

 

 

4-1-3-b   住民税（是指缴纳到都道府县或者市町村的税金） 

(1)对象 

从 1 月 1 日那天起，其外国人登录证明书或者在留卡的地址是在水户市的人。 

(2)金额 

根据前一年的报酬收入决定其缴纳金额。 

(3)缴纳方法 

该年的 6 月份会寄给您一年的纳税通知书。 

（1 年的支付金额分 4 次支付，当然也可以 1 次性全部支付完毕。） 

凭纳税通知书可以到银行或者便利店去支付税金。请注意要在支付期限之前付清税金，不然的话

将会被要求支付滞纳金。 

 

(4)也可以通过自己在银行开设的账号里自动的扣除税金。如果需要从账号上自动扣除的话，请到

银行柜台取办理有关的手续。届时需要携带纳税通知书，银行的存折和在银行登录过的图章。 

 

(5)如果离开日本时，请和市民税课联系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因为要决定如何支付市，县民

税) 

 

※如果您是在公司工作的职员或者是被雇佣的工作人员，您的雇主将会在您的工资中扣除有关的

税金。所以您没有必要去银行办理有关的手续。 

 

 

 

水户市役所“市民税课 

TEL：029-232-9138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 三之丸临时厅舍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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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c   消费税 

消费税是在购买商品时所支付的税金，日本的消费税是 8%（截至到 2015 年） 

 

(1) 商品价格的表示方式有以下两种： 

(2) （例）商品价格 100 日元＋消费税 8 日元 

①包含消费税的价格 108 日元（含税） 

②不包括消费税的价格：100 日元（不含税） 

  100 日元＋税 

    100 日元（本体价格） 

 

4-1-3-d   汽车税/轻汽车税 

该税是持有汽车/轻汽车的人必须支付的税金。请确认一下您所使用的汽车或者小，摩托的持有

者。使用者是谁？在车检证上印有这一栏目。每年的 4 月 1 日该持有者必须缴纳这一税金。届时，

有关的纳税通知书会通过邮寄方式给您寄来。您可以 在银行或者便利店支付该税金。请注意缴

纳期限为每年的 5 月底。 

 

表 4-6 汽车纳税通知 

车主 使用者 纳税通知书送达地址 

本人 不具名 您的住址 

办理分期付款的店 本人 送达您的居住地 

他人 本人 送达车主的居住地 

他人 不具名 送达车主的居住地 

 

请注意，如果过了支付期限，会被要求支付延迟金，所以请尽可能不要过期支付。  

 

关于汽车税（包括卡车以及车牌照为白色的汽车） 

TEL：029-221-6768／县税务事物所 

关于轻汽车税（摩托车，车牌照为黄色的小车等） 

TEL：029-232-9138／水户市役所「市民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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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类手续�

4-2-1   房屋/住宅 

在日本如果您想要借房子的话，一般都需要到不动产公司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您可以同过互联

网来寻找不动产的公司。 

 

4-2-1-a   借住宅时 

(1)想要借住宅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每月的租金 

・押金（押金是指在签约时事先付给房东的钱。解约时会还给您，但是请注意:因为房东要修理

房间里被损坏的东西以及清扫房间等，所以会从押金里扣除这些金额。） 

・礼金（礼金是指在签约时付给房东的钱。和押金不一样，这笔钱在解约时不会归还给您。） 

・管理费/共益费（是指修理垃圾堆放地以及其他公共部分的费用。） 

・离电车车站或者巴士车站的距离 

・如果你有私家车的话，还有考虑是否有停车场以及其费用等问题。 

・如果您有宠物的话，要询问房东是否允许饲养宠物。 

・如果您有演奏乐器的爱好，需要了解房东是否允许演奏乐器。 

・如果您和其他人一起居住，请事先了解该房屋是否允许其他人一起同居。 

・窗户的朝向 

东面：日出的阳光能够照射进来。 

西面：夕阳照射进来 

南面：阳光照射的时间 长 

北面：几乎一整天没有阳光照射进来。 

※租借房屋时请注意房东严禁住户擅自在房间的墙壁上敲钉子，喷涂油漆或者擅自改变房间的

格局。 

※请注意：只有在合同中记载的人才可以入住，其他人不得入住。 

※有关住宅的使用方法和修理方法等，请事先和房东以及不动产公司确认。 

※通常一般的租赁房屋是不带家具的，您必须自己购买家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2)签约时，一般需要的费用是：5～6 个月的房租。 

押金：预先交给房东的钱。（一般的行情是 1～3 个月的房租） 

礼金：交给房东的钱。（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 

中介费：交给不动动公司的手续费。（相当于 1 个月的房租） 

事先预交房租：在搬入住房之前预先缴纳的房租。（一般是 1～2 个月的房租） 

另外还有火灾保险费等费用。（约 2 万日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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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留卡，住民票的复印件，收入证明，图章等。 

（住民票的复印件请参照住民基本台账/住民票的章节。） 

※签约期间一般为 2 年。 

・如果要续签合同时，有可能会被要求支付更新料。（相当于 1～2 个月的房租。）另外，房

租也有可能会涨价。 

・如果要解约时，请在搬家前的 1 个月通知房东/管理公司。 

 

(3)连带保证人 

日本有连带保证人的制度。这是为了防止客户不付房租时，该保证人必须支付的一种保护房东

的制度。通常是由租房者的父母或者亲戚来担任连带保证人。但是，如果没有亲属在日本时，

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寻找连带保证人。 

 

4-2-1-b   公营住宅 

如果寻找住宅时有困难，可以申请县营/市营的公共住宅。但是请注意，在申请时有一定的条件(比

如在留资格/月收入/是否有同居者等。)申请之后，需要经过审查，如果申请的人很多，需要抽

签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能够入住。 

(1)县营住宅 

定期募集：每年 4 次（4 月、7 月、10 月、1 月） 

临时募集：当有空房时，会临时募集入住客户。 

有关详情，请和茨城县住宅管理中心联系（TEL：029-226-3350） 

(2)市营住宅 

一年之中都可以申请。详情请和市役所得住宅课联系。（TEL：029-232-9200） 

(3)通过互联网寻找房屋 

可以通过以下的互联网网站查询，找到自己喜欢的房屋。 

http://www.ur-net.go.jp/sumai/ 

 

4-2-1-c   房间 

(1)房间的种类 

和室＝铺有榻榻米的房间 

洋室＝铺有地毯或者是地板的房间 

 

(2)房间的大小 

日本的房间大小是以榻榻米的帖为单位来计算的。 

1 个榻榻米/1 帖=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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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6 帖＝9.9 ㎡、7 帖＝11.55 ㎡、8 帖＝13.2 ㎡。 

(3)房间的构成 

L=客厅（Living room） 

D=饭厅（Dining space） 

K＝厨房（Kitchen） 

 

例如：1LDK、 1K、 3DK、 1LDK 等表示房间的构成。数字部分表示房间数。 

1LDK = 1 间房间＋客厅・饭厅・厨房 

1K = 1 间房间＋厨房 

3DK = 3 间房间＋厨房・饭厅 

 

4-2-1-d   搬家�

(1)搬家公司 

各个搬家公司的费用有所不同。所以在搬家前可以和多家搬家公司接洽，比较一下费用。另外，

各家公司都有不同的额外服务，在和这些公司接洽时，也可以综合考虑。如果搬家时物品不是

很多时，也可以考虑租借卡车的方法。 

(2)搬家时的垃圾 

以下的物品在搬家时不能丢置在堆放垃圾的场所。 

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衣物干燥机、电脑等。 

※有关扔垃圾的具体方法，请参照如何仍垃圾的章节。 

 

(3)有关手续（搬家之前） 

电气､煤气､自来水：请往搬家前旧的住宅和新的住宅所管辖的营业所打电话告知搬家的事宜。

（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搬家的日期等）。 

 

 

 

 

 

 

 

 

 

 

固定电话：请给 NTT（TEL 116 或者 0120-116000）拨打电话联系。 

邮件：在邮局填写搬家通知。邮局会把邮件自动转送到新的地址。请注意，该服务的有效时间

为 1 年。 

到市役所取办理转出的有关手续。（如搬入日本的其他市町村，或者离开日本等。）市役所会

水户市 

电气…东京电力茨城客服中心、周一～周六 9am-5pm 

TEL：0120-995-331（免费电话） 

   029-387-5056（如果不能使用免费电话时的付费电话） 

煤气…东部瓦斯茨城分社、8:30am-5pm 

TEL：029-231-2241 

自来水…水户市水道部客户中心、周一～周五 8:30am-5:15pm 

TEL：029-231-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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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完该手续之后，发出转出证明书。�

�

 

(4)有关手续（搬家之后） 

到当地的市役所办理转入的手续。该手续必须在搬入新居的 14 天之内办理完毕。 

※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可能会需要在留卡/护照/户籍誊本等资料。 

※另外请不要忘记办理手机/互联网/信用卡/银行卡/驾照的住址变更手续。 

 

4-2-2   自来水 

4-2-2-a   开始使用时 

(1) 当您搬到新的家开始使用自来水时，必须填写申请使用自来水的申请书。(可以在新的住宅里的

大门手把上或者信箱里找到该申请书。)�

如果您找不到该申请书或者无法使用自来水时，请和以下部门联系。 

 

 

 

 

 

 

 

4-2-2-b   自来水的水费 

自来水的水费是基础费用加使用部分的费用。每 2 个月会有专人来抄表后给您有关的单据。同时，

还会加上下水道的使用费用。 

 

(1)费用的支付方法 

・自动支付。（通过银行或者信用卡转账。） 

・用水费单据在银行或者便利店直接用现金支付。 

 

4-2-2-c   漏水 

如果遇到漏水的情况，请和水户市水道部给水课漏水防止系联系。（TEL: 029-231-4112）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三丸临时厅舍 1 楼 

水户市役所“市民课” 

TEL：029-232-9156 

地址：水户市三丸 1-5-48、三丸临时办公楼 1 楼 

水户市水道部料金课 客服中心 

TEL: 029-231-4111 

周一至周五 8:30am-6pm 

每月的第 1・第 3・5 的周六 8:30am-1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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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是住在公营住宅时： 

县营住宅请和茨城县住宅管理中心联系（TEL: 029-226-3300） 

市营住宅请和市役所住宅课联系（TEL: 029-244-2914） 

 

4-2-2-d   冬季时要注意防止水管结冰 

当气温低于摄氏零度以下时，（0℃以下）自来水的水管会冻结，造成水管破裂等问题。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水管的保温，比方说用保温材料将水管包起来。用于包裹水管的保温材料有

很多，可以使用发泡塑料，毛毯以及纸板箱等。 

特别是以下的情况要特别注意。 

・自来水管裸露在外面 

・自来水管以及水表处在朝北以及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特别寒冷的夜晚 

如果水管发生破损时，请和水户市水道部给水课打电话联系。（Tel 029-231-4112） 

 

 

 

 

 

 

 

 

经水户市同意予以转载�

图 4-1 自来水管道以及水表的保护 

4-2-2-e   停止使用时 

如果您要搬家时，需要停止使用自来水，请事先和以下部门办理停止使用的手续。 

・在停止使用之日请有关工作人员来自己的家里办理停用手续。 

・让有关人员将费用清算账单寄到自己新的地址。  

・使用银行账户的自动转账方式付清有关费用。（这种方式只限办理过银行自动转账手续的人） 

 

4-2-3  电气 

4-2-3-a   使用开始 

在搬入新的住宅时开始使用电气的时候，需要办理以下的有关手续。 

水户市水道部料金课顾客受理中心 
TEL: 029-231-4111 

周一～周五 8:30am-6pm 

第 1・第 3・第 5 的周六 8:30am-12pm 

不冻水龙头�

发泡塑料�

阀门� 水表�
用发泡塑料将 其包好并

用胶带粘好。�

发泡塑料�

纸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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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新家是装有电气热水系统等节能装置时，请事先和东京电力联系，因为这需要该公司

的有关人员在场帮助操作。 

①将电器总开关从切 OFF 切换到入/ON。 

① 将漏电开关从切/OFF 切换到入/ON。 

② 将配线用开关从切/OFF 切换到入/ON 

如果把这些开关切换完毕之后仍然不能使用电气时请喝东京电力的有关部门联系。 

 

 

 

 

 

 

 

 

 

 

 

 

 

 

经东京电力的同意予以转载            

 

分电盘（通常设置在比较高的地方） 

 

(1)如果电气可以使用了， 

・请填写好「电气使用开始手续书」。（一般该手续书会放置在房间内，邮箱内或者大门的附

近。 

・填写好该手续书之后，用专用信封投寄。 

・如果没有找到该手续书，请喝以下部门联系。 

 

 

 

 

 

(3)电气的容量�

(4)这是指家庭中能够用电的总容量。在安培断路器上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 

 

 

东京电力 茨城顾客中心 

TEL: 0120-995-331 或者 9-387-5056 
FAX: 0120-995-399 

周一～周六 9am-5pm 

① ② ③ 

东京电力 茨城顾客中心 

TEL: 0120-995-331 或者 9-387-5056 
FAX: 0120-995-399 

周一～周六 9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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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颜色和电气容量 

颜色 红色 粉色 黄色 绿色 灰色 咖啡色 紫色 

容量 10A 15A 20A 30A 40A 50A 60A 

（东京电力的情况） 

 

表 4-8 一般的电气用品的容量 

 

 

 

 

 

 

 

 

 

 

水户市内的电源为 100V/ 50Hz。请使用符合该规格的电气用品。（日本西部地区为 100V / 60Hz） 

 

4-2-3-b   费用的支付 

费用是「基础金额＋使用量」。每个月都会有抄表员来抄表，然后根据表上的数字来确定您的使

用量，然后给您使用费的账单。其费用的支付方法有以下两种。 

・自动转账付费。（通过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账户） 

・由东京电力公司直接提交账单，用该账单在银行或者便利店用现金直接支付。 

※请注意，基础金额根据您签约时的电流安培数不同而有所不同。 

 

4-2-3-c   停止使用时 

如果有要搬家等情况发生而需要停止使用电气时，请务必事先和以下部门联系。 

有关电费的清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在断电时请有关工作人员来到自家清算。 

・要求将账单寄到自己新的地址。 

・自动转账（只限已经和银行签约使用自动转账方式的客户） 

 

空调（热风） 接通电源时：20A、正常运转时：6.6A 

空调（冷风） 接通电源时：14A、正常运转时：5.8A 

微波炉 15A 

电熨斗 14A 

电饭煲（5.5合
ごう

） 13A 

电吹风 12A 

吸尘器 强：10A、弱：2A 

冰箱（450L） 2.5A 

电视机（液晶 42 英寸） 2.1A 

东京电力 茨城顾客中心 

TEL: 0120-995-331 或者 9-387-5056 
FAX: 0120-995-399 

周一～周六 9am-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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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煤气 

4-2-4-a   煤气的种类 

日本家庭使用的煤气主要有以下两种。  

(1)城市煤气 

该种煤气是通过地下埋设的管道输送到每个家庭的。 

(2) 液化煤气（LP 天然气） 

液化煤气由专门的公司将液化气罐送货上门。 

※您可以自己决定选择哪家公司。 

※请注意，城市煤气和液化煤气所使用的煤气灶是不能通用的，所以在搬家的时候务必事先确认。 

※城市煤气有 13 个不同的种类。水户市地区所使用的是编号为 13A 的牌子。如果您事先购买煤

气灶和其他浴室用品时一定要注意其产品必须是适合 13A 的。否则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 

 

 

 

 

 

 

 

 

 

图 4-2 这是水户市能够使用的煤气标识 

4-2-4-b   开始使用 

在新的家庭开始使用煤气时 

①城市煤气 

・刚开始使用时，必须由专业人员操作有关的开关，（自己不能擅自操作）。请在煤气开通的

一周之前和有关部门联系。开通的当天，户主自己本人也必须在场确认。 

・在煤气开通的当天，请把煤气灶等需要使用煤气的所有器具事先都准备好，以便工作人员给

予连接。 

 

 

 

 

②液化煤气 

・有的住宅已经事先决定了使用哪一家的液化煤气，所以在决定住宅之后，请和不动产或者房

东联系了解有关公司的情况。 

东部瓦斯 茨城分社 

TEL: 029-23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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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c   费用的支付 

(1)城市煤气 

费用是「基础金额＋使用量」。每个月都会有抄表员来抄表，然后根据表上的数字来确定您的

使用量，然后给您使用费的账单。其费用的支付方法有以下两种。 

・自动转账付费。（通过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账户） 

・由东部瓦斯公司直接提交账单，用该账单在银行或者便利店用现金直接支付。 

(2)液化煤气（LP 煤气） 

根据不同的公司，其费用多少有些差别，但是一般都是「基础金额＋使用量」。有关具体情

况请直接和提供液化煤气的公司联系确认。 

 

4-2-4-d   安全使用煤气的小常识 

・如果使用煤气炉或者煤气取暖器时，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 

・煤气总开关只在使用时打开。 

（如果不使用煤气时，或者外出以及就寝时，请将煤气总开关关闭。） 

・如果发现煤气灶或者其他煤气用品以及换气扇有故障时，立即停止使用。 

・要设置好报警器。 

※根据有关法律条款，煤气公司会定期来检查有关的煤气器具。届时，煤气公司会发给您通知告

诉您具体的日期以及检察的有关项目。 

 

4-2-4-e   如果发生煤气漏泄 

如果发生煤气漏泄会闻到一股煤气特有的臭味。 

・这时请立即打开窗户。 

由于城市煤气比空气轻，所以会自然地被排放出去。 

液化煤气比空气重，所以请使用扫帚向外清扫，使该气体往外排出。 

・将煤气总开关立即关闭。 

・请不要使用打火机，火柴或者抽烟。（会发生煤气爆炸） 

・也不要去打开各类电器开关。（会发生煤气爆炸） 

・尽快给煤气公司打电话报警。 

 

4-2-4-f   停止使用 

如果要拆卸下有关器具时，必须由专业人员拆卸。（自己不能擅自拆卸。）请在一周之前和有关

部门联系并预约具体的时间。具体拆卸时本人也必须在场。 

①城市煤气 

东部瓦斯 茨城分社 TEL: 029-23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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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液化煤气 

请和签约公司联系。 

 

4-2-5   电话，电报，互联网 

4-2-5-a   电话 

(1)电话是由以下的部分构成�

市外局号   市内局号   签约者号码 

□□   － ○○○○ － △△△△ 

□□□  － ○○○  － △△△△ 

□□□□ － ○○   － △△△△ 

 

水户市的市外局号为「029」 

例如：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的电话号码为：029-221-1800 

    

 

 

(2)手机，PHS、IP 电话的号码是从「090」「080」「070」「050」开始的号码。 

①手机 090－○○○○－△△△△、080－○○○○－△△△△、 

070－○○○○－△△△△  

②PHS   070－○○○○－△△△△ 

③IP 电话  050－○○○○－△△△△ 

 

(3)打国内电话的方法 

①固定电话（市内）→ 固定电话（市内） 

○○○・△△△△と 直接拨号／（例如）「221-1800」 

 

②固定电话（市外）→固定电话（市内） 

手机・PHS・IP 电话 → 固定电话（市内・市外） 

029・○○○・△△△△拨号/（例如）「029-221-1800」 

 

③固定电话（市内）→固定电话（市外） 

固定电话（市内・市外）→手机・PHS・IP 电话 

□□□・○○○・△△△△拨号 

 

 

029   －  221   －  1800 
市外局号     市内局号     签约者号码 

① 

市内 

② 

市外→市内 

携帯等→固定 

③ 

市内→市外 

固定→携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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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际际的拨打方法�

电话公司的识别号码－ 010 － 国家号码－市外局号－电话号码  

 

例如往美国的纽约拨打电话： 

XXX － 010 －   1   －    212     －     123－4567   

 

 

  

 

 

 

(5)公共电话 

在车站以及其他公共设施里，有绿色或者是灰色的公共电话。 

若想使用公共电话，请投入 10 日元或者 100 日元的硬币即可使用。 

也可以使用电话卡。（但是，只能使用日本国内发行的电话卡。国外的电话卡不能使用。） 

※有些公共电话不能拨打国际长途。 

 

 

 

 

 

(6)手机 

可在手机销售商店或者是大型电气商店购买手机并签约。具体的有关情况请向有关商店咨询。 

 

 

 

 

 

(7)设置固定电话 

・在 NTT 的窗口申请。或者可以给 116 打电话申请。 

※申请时，需要确认本人的身份证件。 

（驾照，健康保修卡，护照，在留卡等） 

※申请设置电话时，其初期费用为 38,880 日元/合同料 864 日元/。另外还有施工费用。除此之

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签约方法。具体内容可以向有关方面咨询。 

 

对方的电话号码 美国的国家号码 

对方国家的市外局号 电话公司的识别号码 
NTT ･･･0033 
KDDI･･･001 
软银公司･･･0041 

公用电话的使用方法 

①拿起听筒 

 ②投入硬币或者插入电话卡 

 ③按下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签约时需要的有关材料 

・能够确认是本人的身份证件：驾照／健康保险证／住民基本台账卡／在留卡等 

・本人的图章 

・信用卡／银行卡／银行存折（这几种当中的一个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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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话费的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有以下三种 

① 银行或者便利店 

电话公司每月会寄来话费的账单，可以凭账单到银行或者便利店去支付话费。 

② 银行账户转账 

通过银行账户每月自动转账。但是，必须在电话公司事先申请。（申请时，需要本人在银行

开账号时使用的图章。） 

③ 信用卡支付 

每月通过信用卡自动扣除。但是，必须在电话公司事先申请。 

 

4-2-5-b   FAX/传真 

(1)在自己家里安装传真机 

在和电话公司签约时，可以使用固定电话的线路连接传真机。 

(2)在便利店里发送传真。 

利用便利店里设置的传真机发送。但是，不能接收传真。 

(3)利用互联网发送/接受传真。�

 

4-2-5-c   电报 

电报是在结婚仪式或者葬礼上传递有关信息的的方法。 

(1)国内电报 

①可以用电话申请发送电报 

・拨打「115」，其发生的费用会在每月的话费中显示，您可以和话费一起支付其费用。 

・電
でん

拨打「0120-759-560」，其费用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如果用公用际际或者软银公司的电话申请发电报时，请拨打「0120－759－560」，其费用

可用信用卡支付。 

 

②通过互联网申请 

・可以直接在 NTT 的「D-MAIL」网页上申请。（只限日语）  

http://www.ntt-east.co.jp/dmail/index.html 

 

(2)国际电报 

通过 KDDI 申请。 

① 拨打「0120-44-5124」后直接申请。 

② 用 FAX/传真申请 

・利用 FAX 号码 0120-11-5931，发送「国际电报申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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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报申请书｣可以从下面的网址下载。(英文，日文) 

http://media3.kddi.com/extlib/files/personal/kokusai/service/denpo/pdf/application.pdf 

・对方工作人员会告知受理号码和有关费用，如果您觉得费用可以接受，就让对方工作人员

发送电报。③利用互联网申请（日语） 

http://www.kddi.com/phone/international/telegram/ 

 

 

4-2-5-d   使用互联网 

(1)可以到网吧去使用互联网。 

在网吧，可以使用付费的电脑。（各个网吧的费用有所不同，请事先了解。） 

(2)可以到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去，那里有互联网可供使用，费用为 3-分钟 100 日元。 

(3)可以用手机或者智能手机连接互联网。 

如果用手机或者智能手机连接互联网时，请确认其签约的内容和费用。根据有关合同内容，其

费用会有所不同。 

(4)在家里连线上网。 

在家里连线上网时，必须和有关公司签订合同。 

(5)互联网线路 

请事先和房东或者不动产公司确认租借的房屋是否有互联网的线路。 

以下是公寓住宅的情况。 

 

表 4-9 互联网线路的种类 

光纤 可以签约的地方 

公寓住宅 

・如果线路已经拉到建筑物内，则不必再施工 

・如果线路还没有拉到建筑物内，则需要施工。

光纤 光纤还没有设置的地方 

公寓 

・大型公寓不能单独签约 

・小型公寓有可能可以单独签约。 

ADSL 有电话线时，可以和固定电话

的合同一起签约 

 不必施工 

ADSL 有电话线，但是没有签固定电

话的合同 

 需要施工 

CATV 

（有线线线） 

已经装有线线线的公寓 不必施工 

CATV 

（有线线线） 

没有装有线线线的公寓 个人无法签约 

※如果要签约并有施工时，请事先和房东打招呼，获得许可之后，方能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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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利用时期以及施工或者具体公司的情况，请和有关部门事先联系。 

 

(6)和互联网运营商签约 

物联网除了线路之外，还必须和运营商签约。 

※请注意，根据线路的不同，有可能和部分运营商不能签约。 

※某些房东会事先把互联网的线路接通，使住户入住之后立即能够使用互联网。请各种事先了

解有关情况。 

 

4-2-6   电视，报纸 

4-2-6-a   电视 

(1)地上波数字电视 

这是由电视台将数字信号经由传送天线发出，再由家中的电视机接受信号后播出。 

① 电视机的频道设置如下图所示。 

表 4-10 电视台的频道 

电视台 NHKG NHKE 日 本 电 视

台 

朝 日 电 视

台 

TBS 东京电视台 富士电视

台 

チャンネル Ch 1 Ch 2 Ch 4 Ch 5 Ch 6 Ch 7 Ch 8 

收费种类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② 天线 

・在一般的住宅里都会设置有电视天线。 

・如果是单独的住宅，有可能需要自己设置电视天线。如有需要，请和器商店联系。 

③ 关于 NHK 的 

NHK 是公共广播系统。但是，如果你家里有电视天线的话，就必须向 NHK 缴纳收看费，这

是日本的法律所规定的。 

NHK 的网页 http://pid.nhk.or.jp/jushinryo/ 

（通过右上角的 Select Language，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 

 

(2)卫星电视（简称「BS」） 

是指通过人造卫星传播信号的电视节目。通过 BS 的天线接收信号观看。 

① 观看 

通过选择不同的频道可以观看各类节目。 

② 天线 

・租借的房屋可能会没有安装电视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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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住宅请委托电气商店安装电视天线。 

③关于 NHK 的 

NHK 是公共广播系统。但是，如果你家里有电视天线的话，就必须向 NHK 缴纳收看费，这是

日本的法律所规定的。 

NHK 的网页 http://pid.nhk.or.jp/jushinryo/ 

（通过右上角的 Select Language，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 

 

(3)需要的器材 

如果想收看电视节目时，需要以下的器材。 

・天线（请注意:地上数字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天线是不一样的。） 

・电视信号接受器 

※一般的电视机里都装有电视信号接收器。 

※如果需要收看卫星台电视节目时，需要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或者使用带有卫星电视

信号接收器的电视机。 

 

4-2-6-b  报纸 

如果想订阅报纸的话，可以和有关报纸发行商的代理店联系。 

(1)日语报纸 

①全国版的报纸 

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 

②地区报纸 

茨城新闻、东京新闻 

③签约方法 

・可以从互联网的主页上寻找有关的信息。 

・也可以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向报纸的代理店申请有关订阅手续。（可以向邻居询问有关信息。） 

 

(2)英文报纸 

 ①英文报纸有以下几种。 

The Japan News 

The Japan Times／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The Asahi Shim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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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订阅方法 

・从互联网上寻找该报纸的主页后申请。 

 

※有关其他语种的报纸可以在以下地点阅览。 

・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4-2-7   垃圾・资源回收 

4-2-7-a   垃圾的回收 

市政府的垃圾回收车会定期的将各家庭的垃圾回收。请大家一定要按照预定的日期将垃圾投放到

预定的地点。 

(1)垃圾回收日 

根据所居住的地点不同，垃圾的回收日期也会有所不同，请向水户市役所或者邻居询问有关信

息。 

 

 

 

(2)垃圾堆放地点 

在各公寓住宅或者集体住宅地，都会有规定的垃圾堆放地点。请向周围邻居询问具体信息。 

 

4-2-7-b   垃圾的种类 

(1)垃圾分为以下几种。 

①可燃垃圾 ②不可燃垃圾 ③资源回收垃圾  

※内原地区的垃圾分类有所不同。详情请参照内原地区的垃圾回收方法。 

 

①可燃垃圾／②不可燃垃圾 

必须使用专用的垃圾袋装垃圾，然后将该垃圾袋放置到垃圾堆放地点。如果垃圾的体积过大

不能放入垃圾袋/不燃垃圾箱时，必须购买专门的垃圾处理券（根据尺寸不同分为蓝色或者橙

色的纸）贴在体积大的垃圾上再放置到垃圾堆放地点。 

垃圾袋/垃圾处理券可以在各超市，便利店以及家用品中心等商店购买。 

请注意，因为各市村町的垃圾袋有所不同，居住在水户市的居民必须使用水户市发行的垃圾

袋和垃圾处理券。 

水户市的可燃垃圾袋是黄色的。不可燃垃圾袋是淡蓝色的。（上面印有可燃垃圾用/不可燃

垃圾用的汉字） 

 

水户市役所垃圾对策课 

TEL 029-232-9114, FAX 029-232-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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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资源回收垃圾 

・杂志､报纸､书､废纸､纸板箱等纸张类的垃圾可用绳子捆好后放到垃圾堆放地点。 

・铁罐､玻璃瓶：必须用水洗干净之后将瓶盖卸下后放到垃圾堆放地点。 

※化妆品/药瓶属于不燃垃圾 

※塑料瓶不回收。请把塑料瓶洗干净之后送到各个超市所设置的专用回收点去。 

 

(2)有关垃圾回收的详细信息请参照以下的网页。 

英语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290/000339/001764/001807/p006438_d/fil/009.pdf 

韩国语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290/000339/001764/001807/p006438_d/fil/010.pdf 

中国语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290/000339/001764/001807/p006438_d/fil/011.pdf 

 

(3)电气制品/(4)旧电脑 

旧的电视机、空调、冰箱、洗衣机和旧电脑等电气制品不能回收。请不要放在垃圾堆放地点。 

这些东西的处理方法请参照水户市国际交流协会发行的文化信息杂志“2012.08&09”，或者参

照以下的 URL。 

http://www.mitoic.or.jp/jp/ass/shiryo/cpm.php 

※该网页有日文以及英文两种说明。 

※如果使用智能手机观看的话，请事先下载有关软件。 

 

(5)有关内原地区的垃圾回收 

※内原地区的垃圾回收方式和水户市区有些不同。 

（内原地区＝赤尾関町、有賀町、牛伏町、内原町、大足町、小原町、黒磯町、鯉渕町、小林町、

五平町、下野町、杉崎町、高田町、田島町、築地町、中原町、三野輪町、三湯町） 

 

①可燃垃圾 

请装入专用的垃圾袋（黄色），在早晨 8 点以前放在垃圾堆放地点。 

如果不能放入垃圾袋里的请按下面的方法处理。 

① 向内原出张所申请要求处理。 

② 在内原出张所购买大垃圾的处理券（蓝色）。 

③ 在处理券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并将处理券贴在需要处理的垃圾上。 

④ 在指定日期的 8am 之前，将该垃圾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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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燃垃圾 

在不燃垃圾处理券上（蓝色）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贴在垃圾上，放入专用的不燃垃圾放置

箱内，在回收日的 8am 之前放到垃圾场里。 

不燃垃圾处理券在各超市，便利店和杂货店都有出售。�

不燃垃圾放置箱在内原出张所内可以购买。该箱子可以反复使用。 

 

③资源垃圾(可回收垃圾) 

请放在专用的箱子内在回收日的 8am 之前放置在垃圾场内。 

可回收垃圾专用箱在内原出张所内有售，该箱子可以反复使用。�

杂志､报纸､书､废纸､纸板箱等纸张类的垃圾可用绳子捆好后放到垃圾堆放地点。 

・铁罐､玻璃瓶：必须用水洗干净之后将瓶盖卸下后放到垃圾堆放地点。 

※化妆品/药瓶属于不燃垃圾 

 

 

 

 

4-2-8   町内会・自治会 

这是为了邻居们友好相处而组成的一个任意组织。它有各种活动。入会时需要缴纳会费。主要的活

动内容如下。 

 ・清扫住家附近的道路和公园 

 ・周围环境的美化（种植花坛等） 

 ・设置防范照明灯 

 ・各类防灾活动 

 ・地区的各种活动以及交流等 

 ・给各家发送各类信息和通知日文称之为：回覧板 

 

(1)加入町内会／自治会 

①请到自己所居住地区的市民中心询问有关信息。 

（有关市民中心的详情，请参考水户市公共设施的章节） 

・填写申请表 

・市民中心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告诉町内会／自治会会长的姓名 

②可以直接向町内会/自治会的 会長申请加入。 

(2)会費 

会費 1 月大约 300 日元左右。 

支付方法:可以和房租一起支付，也可以 1 年的会费一次性支付。有关详情请向町内会的人咨询。 

内原出張所“总务科” 

TEL  029-259-7119 

住所 水戸市内原町 1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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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宠物 

如果想要养宠物，请一定要注意有关事项。 

(1)住宅 

在日本，很多集体住宅不允许饲养宠物。所以如果想要饲养宠物时，一定要事先向房东了解有关

的规定，以避免发生矛盾。 

 

(2)饲养宠物的规则�

带狗散步时，必须及时处理好狗的粪便。不要让猫在邻居家的领地拉屎拉尿。注意不要让宠物的

叫声影响邻居的生活和休息。 

 

(3)尽可能给自己的宠物做好避孕措施。�

 

(4)宠物狗的有关手续① 

出生 91 天之后的宠物狗必须到市町村去办理「登録」手续。 

例如在宠物店购买的小狗，也必须去办理「登録的手续。 

（办完登録手续之后，会收到印记。请把印记挂在狗脖子的链条上。如果狗跑丢失了，发现者会

通过这个印记找到狗的主人。） 

 

表 4-11 狗的登録 

什么时候 手续的种类 手续的期限 

・开始饲养未登録的狗 

 

「登録」 

（3,000 日元） 

在狗出生 90 天之后的 30 天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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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宠物狗的有关手续② 

表 4-12 狗的登録変更 

什么时候 手续的种类 手续的期限 

・登録完毕的狗 

从其他市町村搬到水戸市

来时 

「登録事項 

変更」 

从饲养开始/搬家之日起 30 天以内 

（需要印记和本年度的预防注射完毕票） 

 

・狗死亡时 「死亡届出」 在狗死亡之日起的 30 天以内 

（需要印记和本年度的预防注射完毕票） 

 

(6)办理有关手续的地点 

保健中心（地址：笠原町 993-13 TEL：243-7311） 

常澄保健中心（地址：大場町 472-1 TEL：269-5285） 

内原保健中心（地址：内原町 1384-2 TEL：259-6411） 

 

(7)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毎年 1 次） 

出生后 91 天 以上的狗必须注射预防「狂犬病」的疫苗。每年必须注射 1 次。 

※接受过疫苗注射的狗，会收到“注射済票”。请将此票贴在狗的脖子链上。上面印有「平成○

○年度」的汉字。每年该纸张的颜色有所不同。 

 

(8)水户市有关部门会通过邮寄明信片的方式将「注射済票交付願」邮寄到拥有宠物狗的家庭。请凭

该明信片到注射疫苗的场所去。 

①集合注射 

在明信片上写明了日期以及地点。 

费用是 3,000 日元（平成 26 年度时的金额）。 

※因为会有很多的狗前来，所以请把自己的狗用狗链拴好，以防狗兴奋时，伤到别的狗或者其

他人。 

②个别注射 

市内的动物医院 1 年四级都可以注射疫苗。费用每个医院有所不同。 

※如果印记或者注射完毕票遗失/破损的话，需要申请再发行。费用为 1,600 日元 

 

4-2-10   邮局・宅配便 

4-2-10-a   邮局 

邮局可以办理邮寄业务/存款业务/保险业务。 

(1)邮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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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种信件的邮寄。日本国内的邮件大约需要 1～3 天左右。 

邮件的种类有多种，例如： 

・信件、明信片 

・Letter Pack（有专用的信封）等。 

  其他的种类请向邮局工作人员咨询。 

※如果希望加急邮递的话，请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询问加急的方法。（需要另外追加费用。） 

 

②往国外邮寄邮件 

种类 

・信件、明信片 

・小型包裹。重量在 2kg 以内 

・国际 ePacket。重量在 2kg 以内 

・印刷品。重量在 5kg 以内（寄往冰岛和加拿大的，必须在 2kg 以内） 

・国际包裹。重量在 30kg 以内 

 

※根据邮件种类的不同，包裹的尺寸要求也不一样。请在邮寄前向邮局的工作人员咨询有关信

息。 

 

③国际邮件的邮递方式 

船运 ····· 需要 1～3 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邮费 便宜。 

SAL ····· 需要 6～13 天左右的时间。但是比航空邮寄的费用便宜。请在邮件上注明「SAL」。 

航空 ····· 需要 3～6 天左右的时间。请在邮件上用蓝色的笔写上「PAR AVION」「AIR MAIL」。 

EMS  ·· 需要 2～4 天左右的时间 

※根据邮件的种类，其邮寄手段也会有所不同。 

① 一般的挂号邮件 

・如果邮件受损或者没有能够送达，会得到赔偿。但是其赔偿金额有上限。 

・在邮局对工作人员说需要寄挂号信。日文是：「書留で お願いします」。 

② 简易挂号邮件 

・能够确认邮件是否送达。 

・如果邮件没有送达或者受损，会得到赔偿。但是赔偿金额有上限。 

・在邮局对工作人员说要寄简易挂号信。日文是：「簡易書留でお願いします」 

③ 现金挂号邮件 

・邮寄现金时可以使用该邮寄方式。但是只限邮寄日元。 

・如果没有送达，可以获得赔偿。但是赔偿金额有上限。 

・需要在邮局购买专用的信封。（21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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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加急邮寄的话，请向邮局的工作人员说明。（需要支付加急费）。 

 

 

 

 

 

 

(2)银行业务（「邮政银行） 

①存款・ATM 

可以开设账户，存入或者取出现金。也可以通过账户转账或者存定期/活期的金额。 

②兑换外汇 

水户中央邮局可以兑换或者买卖以下的外币。 

美金、人民币、加拿大元、英镑、韩币、澳大利亚元、瑞士法郎、欧元 

・兑换时只限纸币的兑换。硬币不能兑换。 

・根据场合，有时可能需要 2 到 5 天的时间。 

 

③外汇支票 

在水户中央邮局可以兑换以下币种的外汇支票。 

美金、加拿大元、英镑、澳币、欧元、日元 

（但是只限 American Express 发行的外汇支票。） 

 

④海外汇款 

向海外汇款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向海外的住址汇款 

①支付希望汇款的金额和汇款手续费 

②对方会收到外汇汇款证明书 

③凭外汇汇款证明书兑换成现金 

（但是如果是汇往美国时，你自己必须邮寄外汇汇款证明书。） 

・向对方账户汇款 

①支付希望汇款的金额和汇款 

②对方将从账户中收到所汇的钱款 

・通过账户转账 

①从自己的账户中转账到对方的账户。 

 

国际挂号信（不包括船运邮件） 

・在送达对方的过程中，有部分地段可以追踪其邮寄的状态。 

・如果邮件发生损坏或者没有送达对方，可以要求赔偿。但是其金额有上线。 

・在邮局，请对工作人员说：「国際書留で 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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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国外向日本汇款时，有关手续请参照以下的 URL。 

（日語）http://www.jp-bank.japanpost.jp/kojin/tukau/kaigai/sokin/kj_tk_kg_sk_gaikoku.html 

（英語）http://www.jp-bank.japanpost.jp/en/djp/en_djp_index.html 

 

(3)保险业务 

邮局办有各种类型的保险业务。有关详细情况，请向各邮局的工作人员咨询。 

 

表 4-13 各邮局的营业时间  

（地图 4-4 水戸中央邮局，地图 4-5 赤塚邮局，地图 4-6 内原邮局） 

 水户中央邮

局 

赤塚邮局 内原邮局 其他邮局 简易邮局 

周一～周五 9am～7pm 9am～7pm 10am ～

6pm 

9am～5pm 9am～4pm 

周六 9am～5pm 休息 10am ～

6pm 

休息  

周日・节假

日 

9am ～

0:30pm 

休息 10am ～

6pm 

休息  

 

表 4-14 邮局的悠悠窗口营业时间 

→该窗口可以在日常营业时间之外利用 

 水户中央邮局 

悠悠窗口 

赤塚邮局 

悠悠窗口 

周一～周五 7pm～9am 8am～8pm 

周六 5pm～9am 8am～8pm 

周日・节假

日 

0:30pm～9am 9am～3pm 

 

表 4-15 银行的营业时间 

 水户中央邮局 

（窗口／ATM） 

赤塚邮局 

（窗口／ATM） 

内原邮局 

（窗口／ATM） 

周一～周五 9am ～ 6pm ／ 7am ～

11pm 

9am ～ 4pm ／ 8:45am ～

7pm 

10am ～ 5pm ／ 10am ～

10pm 

周六 不营业 ／9am～9pm 不营业／9am～5pm   不营业／10am～9pm 

周日 不营业 ／9am～9pm 不营业／9am～5pm   不营业／10am～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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営業時間（保険） 

水戸中央邮局、周一～周五、9am～6pm 

内原邮局、周一～周五、10am～5pm 

其他邮局、月～金、9am～4pm 

 

4-2-10-b   宅配便 

可以把要寄送的货物送到附近的便利店去，或者让宅配便公司的人到家里来拿取需要寄送的货物。 

 

水戸中央邮局的地址：水戸市 三之丸 1-4-29 

地图 4-4 水戸中央邮局 

 

赤塚邮局 

地址：水戸市 赤塚 2-212 

地图 4-5 赤塚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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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原邮局 

地址：水戸市 中原町西 135（AEON Mall 水戸内原 2 楼） 

地图 4-6 内原邮局 

 

 

4-2-11   銀行 

(1)银行账户的种类 

①普通账户 

・这是 一般的银行账户。可以随时存入或者支取账户内的钱。 

 

②每月定期储蓄账户 

・这是一种在一定的时期内，将钱存入账户里的储蓄方式。 

（例如每月存入 2 万日元到该账户。） 

・该储蓄方式必须在到期之后才能将钱取出。 

・该储蓄的利息比一般的储蓄稍微高一些。 

 

③定期储蓄账户 

・将一笔钱全部存入的储蓄方式。（例如：20 万日元存一年。） 

・原则上来说，该储蓄必须在到期之后才能将钱取出。 

・利息比一般的储蓄稍微高一些。 

 

(2)开设普通账户之后，可以享受一下的服务。 

①利用银行卡自由的存入或者提取现金。 

②各种转账服务 

・例如工作单位将工资打入账户，或者奖学金打入账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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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税金退还之后转入账户。 

③各种从账户中转账付费的服务 

・从账户中自动转账支付各类账单。（例如电费、煤气费、自来水费、电话费等）以及各类税

金的支付等。 

・从账户中自动扣除房租。 

・从账户中自动扣除信用卡费用等。 

④向国外/国内的账户转账或者寄钱等。 

 

(3)外汇兑换以及外汇支票的兑换 

各大银行的主要店铺都有该项服务。（但是，能够兑换的币种不同的银行有所不同。） 

能够兑换外币的银行：常陽銀行本店、筑波銀行本店、東京三菱 UFJ 銀行、みずほ銀行 

 

(4)怎样开设账户 

到银行的窗口填写必要的申请书。 

所需的有关材料 

・能够确认本人的证件。（在留卡/护照/驾照等） 

・图章/签名 

※如果在留卡里住宅一栏是空白的话，则需要到市役所办理有关的手续。 

详细情况请参照65页的4-1-1的入国管理局的章节 

※有些银行不承认签名的有效性。 

 

(5)银行卡 

开设账户时，请顺便制作银行卡。这样对今后从自动取款机里取款/存款非常有利。 

・自动取款机(ATM)在各银行，便利店，车站，机场，高速公路的休息区以及各大购物中心都有

设置。 

 

(6)银行的营业时间 

通常，各大银行从周一～周五的 9am-3pm开门营业。周六，周日和国定节假日休息。 

※ATM的营业时间比较长。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银行有所不同。另外，周末、周日和节假日会收

取一定金额的手续费。 

 

4-2-12   警察・派出所 

(1)水户市内有｢警察本部｣、｢警察署和 16 个派出所。 

① 茨城県警察本部 

地址：水戸市笠原町 978 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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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29-301-0110 

 

② 水戸警察署 

如果需要获取车库证明或者更新驾照的话，需要到水户警察署去办理。 

地址：水戸市三之丸 1 丁目 5 番 21 号 

TEL：029-233-0110 

 

地图 4-7 水戸警察署 

 

 

(2)警察的派出所 

如果发生了被盗以及其他和犯罪有关的麻烦事，可以和附近的警察派出所的警察联系。另外，如

果拾到遗失物或者迷路了，也可以和警察联系。如果感到有生命危险或者紧急情况发生时，请参

照前面的“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怎么办”章节。 

・各个警察的派出所里 24 小时都有警察常驻，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请随时和他们

联系。 

请事先确认自己住家附近的警察派出所所在位置，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利用。 

 

 

 

 

 

 

 

 
千波湖と偕楽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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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派出所的地址 

名称 电话号码 地址 负责地区 

 内原地区派出所 029-259-0110  水户市内原町 55 

赤尾関町、木葉下町、有賀町、牛伏町、

内原町、大足町、小原町、加倉井町、

黒磯町、鯉淵町、小林町、五平町、下

野町、杉崎町、高田町、田島町、筑地

町、中原町、開江町、全隈町、三野輪

町、三湯町、谷津町 

 赤塚站前派出所 029-253-0110  水户市河和田 1 丁目 1830-7 

赤塚一丁目・二丁目、飯島町、大塚町、

金谷町、河和田一丁目～三丁目、中丸

町、姫子二丁目 

石川町派出所 029-254-0110  水户市石川 3 丁目 4122-11 

石川町、石川一丁目～四丁目、自由が

丘、新原一丁目・二丁目、田野町、西

原一丁目～三丁目、東赤塚、東原一丁

目～三丁目、姫子一丁目、堀町（※）、

松が丘一丁目・二丁目 

县厅前派出所 029-241-0110  水户市笠原町 1978-1 

笠原町（※）、小吹町、千波町（※）、

東野町、平須町、見川町（※）、吉沢

町、米沢町 

 酒门派出所 029-247-3374  水户市酒门町 3283-4 

栗崎町、けやき台一丁目～三丁目、酒

門町、住吉町、元石川町、元吉田町

（※）、谷田町、百合が丘町、六反田

町 

 未广町派出所 029-231-2830  水户市未广町 2 丁目 3-3 

曙町、愛宕町、上水戸一丁目～四丁目、

末広町一丁目～三丁目、ちとせ一丁

目・二丁目、袴塚一丁目～三丁目、八

幡町、文京一丁目・二丁目、堀町（※）、

松本町、渡里町 

 千波町派出所 029-241-1529  水户市千波町 2357-6 

笠原町（※）、千波町（※）、 

見川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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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派出所的地址 续） 

名称 电话号码 地址 负责地区 

 大工町派出所 029-221-5498  水户市大工町 1 丁目无番地 

泉町一丁目～三丁目、金町一丁目～三

丁目、五軒町一丁目～三丁目、栄町一

丁目・二丁目、新荘一丁目～三丁目、

大工町一丁目～三丁目、天王町、常磐

町、常磐町一丁目・二丁目、根本町二

丁目～四丁目、緑町一丁目～三丁目、

元山町一丁目・二丁目 

东台派出所 029-224-4338  水户市东台 1 丁目 5-36 

圷大野、朝日町、瓦谷、紺屋町、渋井

町、城東一丁目～五丁目、中大野、西

大野、浜田一丁目・二丁目、浜田町、

東大野、東桜川、東台一丁目・二丁目、

藤柄町、本町一丁目～三丁目、柳町一

丁目・二丁目、吉田、吉沼町、若宮一

丁目・二丁目、若宮町 

 见川派出所 029-252-0110  水户市见川 5 丁目 1307-8 

萱場町、河和田町、見川一丁目～五丁

目、見川町（※）、見和一丁目～三丁

目 

 水户车站北口派出所 029-224-4638  水户市宫町 1 丁目 1-1 

青柳町、大町一丁目～三丁目、北見町、

三の丸一丁目～三丁目、水府町、根本

町一丁目、梅香一丁目・二丁目、備前

町、南町一丁目～三丁目、宮町一丁目

（※）、宮町二丁目・三丁目、柳河町

 水户车站南口派出所 029-225-8951  水户市樱川 1 丁目 2-3 

柵町一丁目～三丁目、桜川一丁目・二

丁目、城南一丁目～三丁目、白梅一丁

目～四丁目、千波町（※）、中央一丁

目・二丁目、宮内町、宮町一丁目（※）、

元台町、元吉田町（※） 

 饭富所在地 029-229-7054  水户市饭富町 4449-9 

飯富町、岩根町、成沢町、藤井町、藤

が原一丁目～三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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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派出所的地址 续） 

名称 电话号码 地址 负责地区 

 大串所在地 029-269-2118  水户市大串町 475－1 

秋成町、大串町、大場町、川又町、小

泉町、塩崎町、島田町、下入野町、下

大野町、東前町、東前二丁目・三丁目、

平戸町、森戸町 

 国井所在地 029-239-7411  水户市下国井町 1553-4 
上河内町、上国井町、下国井町、田谷

町、中河内町 

 双叶台所在地 029-254-4480  水户市双叶台 4 丁目 1-12 双葉台一丁目～五丁目 

 

4-3 交通手段 

4-3-1   汽车 

4-3-1-a   基本规则 

以下的场合，如有违反的话，会被受到惩罚。 

・酒后驾驾 

・无驾照驾车。 

・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 

・开车时不系安全带。即便是搭乘者也必须系好安全带。如果有不满 6 岁的儿童，必须使用儿

童专用安全座椅。 

 

4-3-1-b   外国人在日本驾车时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 

① 本国的驾照＋翻译文本 ＋护照 

②  本国的驾照＋国际驾照 

③  日本的驾照 

 

① 本国的驾照＋翻译文本 ＋护照 

以下国家/地区的有效驾照，可以凭翻译文本和护照在日本驾驶。 

瑞士、斯洛文尼亚、德国、法国、比利时、摩纳哥、台湾 

（2014 年 12 月現在） 

※从来到日本的那天起，一年之内可以用上述方法驾驶。但是，如果本人的驾照超过了有效期限，

则不能驾驶。（在住民基本台账上登记过的外国人，即使是临时出国，但是不满 3 个月又回到

日本的，不能被认为是再次来到日本。） 

※如果想要在日本驾驶超过 1 年以上，请到驾照中心换取日本的驾照。 

※各类资料的翻译，可以通过 JAF 或者各种国家的驻日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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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JAF 的详细资料： 

英语 http://www.jaf.or.jp/inter/translation/pdf/pdf_info_english.pdf 

法语 http://www.jaf.or.jp/e/image/french.pdf 

中文     http://www.jaf.or.jp/e/image/c-taiwan.pdf 

 

JAF（翻译，申请请）： 

英语      http://www.jaf.or.jp/inter/translation/pdf/pdf_apli_english.pdf 

法语 http://www.jaf.or.jp/inter/translation/pdf/pdf_apli_french.pdf 

中文    http://www.jaf.or.jp/inter/translation/pdf/pdf_apli_c-taiwan.pdf 

※翻译是需要付费的。 

※有时需要 2 周左右的时间。 

茨城县 JAF 的办公地点：（周一至周五 9am-5:30pm） 

TEL／029-244-2660 地址：水户市千波町 2475-7 

 

地图 4-8 JAF 茨城支部 

 

② 本国驾照＋国际驾照 

“如果持有日内瓦条约加盟国的有效驾照并在本国获取国际驾照的话，可以在日本驾车。 

 

“日内瓦条约加盟国的有关信息可以从以下网址中获得。（警視庁 HP） 



108 

日语 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menkyo/menkyo/kokugai/kokugai04.htm 

英語 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foreign/traffic/geneva.htm 

 

※从到达日本的 1 年之内可以在日本驾车。但是，如果国际驾照的有效期过期的话，则不能再日

本驾驶。（请注意，在住民基本台账登录的外国人临时出国之后不满 3 个月再回到日本时，不

能重新算是再次来到日本。） 

※如果想长期在日本驾驶车辆，请把驾照换成日本的驾照。有关手续请参照如何更换日本驾照的

章节。 

 

③ 日本的驾照 

除了以上的有关例子之外，如果想要长期在日本驾驶车辆，请把驾照换成日本的驾照。 

4-3-1-c   更换日本的驾照手续 

 英語 http://www.pref.ibaraki.jp/kenkei/a03_license/exam/pdf/change_201306.pdf 

(1)条件 

・持有本国的有效驾照。 

・在获取驾照的国家，从获得驾照之日起滞留 3 个月以上。 

・申请时在茨城县居住。 

・持有有效的签证。 

(2)有关手续 

申请 → 笔试 → 测试（适合性检查）  →  路考  

・笔试可以用以下语种进行。 

日语/英语/中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波斯语/泰语/菲律宾语 

・在考试和审查时会有用日语的对话，所以如果本人日语没有信心时，请带上会日语的朋友一

起前往。 

・持有以下国家和地区驾照，不必参加笔试和路考。（至 2014 年 5 月） 

冰岛、爱尔兰、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韩国、希腊、瑞士、

瑞典、西班牙、捷克、丹麦、德国、新西兰、挪威、芬兰、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卢森

堡斯洛文尼亚、摩纳哥、台湾（25 国 1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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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地点 

表 4-17 办理日本驾照更换的地点 

受理场所 茨城县警察 驾照中心 

地址：東茨城郡 茨城町 長岡 3783-3 

交通：在水户车站北口乘坐前往「運転免許センター」的公交车，大约 30

到 40 分钟在终点站下车。 

电话 029-293-8811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9am～10am、在驾照中心申请 

需 要 的 材

料 

・住民票（有登陆国籍的证件） 

・需要本国的有效驾照（如果有旧的驾照，也请一同带来。） 

※如果驾照上没有记载何时获得驾照日期的话，则需要有关的证明资料来

证明其何时获取驾照的日期。 

・本国驾照的翻译件 

（详情请参照有关在日本驾驶车辆时的注意事项章节） 

※护照也需要有出入国时间的记载。如果没有的话，则需要有关证明材料。

・照片 2 张（长 3cm×宽 2.4cm、不戴帽、无背景、在提交日 6 个月内拍摄

的） 

・在留卡或者是有效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如果有｢国际驾照｣的话，也请一起带来。 

※如果要申请 50cc 以上的摩托驾照时，请带好安全头盔/手套/长袖衣服/长

裤/鞋 

手续费 根据驾照的种类，手续费有所不同。 

如果想通过日本的驾驶学校获取日本的驾照，则需要一定的日语水平学习实际驾驶和理论知识。

费用大概要 30 万日元左右。 

 

表 4-18 水户市内的驾驶学校 

驾校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茨城县自动车学校 水戸市 東野町 260 029-247-6131 

昭和自动车驾校 水戸市 千波町 1987 029-241-0300 

水户第一自动车学校 水戸市 姫子 1-846-2 029-25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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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d   如果你在日本获得驾照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家庭地址有所变动，则必须到驾照中心或

者水户市警察署去办理有关地址变更的手续。在办理该手续时，要带好在留卡以及驾照。

以及能够确认新地址的材料。 

 

4-3-1-e   日本驾照的有效期限 

在获取驾照的当天起，到本人第三次生日的一个月前后是日本驾照的期限。在这之后，需要更新。

在更新日期到来之前，您会收到通知（明信片）。更新将根据您的驾驶记录分为 3 年和 5 年两种。

当您收到通知后，必须携带该通知（明信片）和驾照，到驾照中心或者水户警察署去办理有关手

续。 

 

4-3-1-f   保险 

汽车保险以及摩托车的保险有以下 2 钟。 

①强制保险 

从法律的角度上必须强制加入的保险。这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对方人员受伤时可以

用该保险赔偿有关的费用。但是，强制保险不能够赔保自己的受伤以及双方的车辆损失。 

②任意保险 

由个人任意加入。保险的种类繁多，可以在买车时和汽车/摩托车销售商店的工作人员商谈有关

事宜。 

 

4-3-1-g   停车证明/车库证明 

如果你想购买汽车时，必须提交车库证明。 

① 必须确保停车的场所。其条件为： 

・离家 2km 之内 

・停车场的出口处必须有一定的宽度。 

・必须保证让车停得下。 

② 有关车库证明可以通过水户警察署获取。由于需要的证明材料比较多，所以请直接和水户警

察署联系有关获取车库证明的方法。 

 

4-3-1-h   车检 

汽车或者摩托车必须定期接受车检。新车购买之后，3 年后必须接受车检。随后，每 2 年需要进

行 1 次车检。具体的情况，请在购买车辆/摩托车时，向店方有关人员咨询。另外，加油站，汽

车用品专卖店等地方也可以接受车检。 

※车检为法律所规定的项目，如果不接受车检，将会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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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摩托车/自行车 

(1)摩托车 

在日本，发动机容量小于 125cc 以及超过 125cc 的摩托车，需要驾照。 

①获取驾照的方法… 

・持有国际驾照（拥有本国有效驾照的人） 

・将驾照换成日本驾照（拥有本国有效驾照的人） 

・在日本获取驾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照茨城县警察和驾照中心等章节。 

 

②驾驶的基本要点 

・必须带好安全帽 

・酒后不得驾驶 

・不得无证驾驶 

・不得边驾驶边打手机 

・必须沿着车道的左端行驶 

 

③停车场 

水户车站和赤塚车站有停放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专用停车场。 

 

 (2)自行车 

①防盗登记 

自行车的拥有者有义务做好防盗登记。如果做好防盗登记，万一自行车被盗，如果被发现之后，

可以被归还给本人。所以对防盗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请各位在购买自行车的商店里办理有关手

续。（登记费用：每台 500 日元） 

 

②自行车的驾驶要点 

・要在车道的路侧带行驶。尽可能靠车道的左侧行驶。 

・如果车道狭窄，感觉到危险时，可以在行人步行的走道上行驾，但是必须减速。行人步行的

道路是以行人为优先的，所以如果发现行人很多时，必须下车推着自行车。 

・酒后不能骑车。 

・不能边骑车边打手机。 

・不能一手撑伞一边骑车。 

・夜晚必须点亮车灯。 

・一辆自行车只能允许一个人骑。�

※但是，用以下的方法可以带小孩一起乘坐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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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以上人＋不满 4 岁的小孩 1 人（用带子将小孩固定在背上）（图 4-3） 

・16 岁以上的人＋不满 6 岁的小孩 1 人（使用幼儿座椅）（图 4-4） 

・16 岁以上的人＋不满 6 岁的小孩 2 人（使用可同时乘坐幼儿 2 人的自行车）（图 4-5） 

・小孩乘坐自行车时必须带好安全帽 

・自行车停放时一定要上锁。�

 

図 4-3 用绳子固定（该图经过鸟取县警察本部的许可予以转载） 

 
 

図 4-4 幼儿用座位 

 

 

图 4-5 可载两名儿童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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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行车停车车（水户车站/赤塚车站） 

可以停放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50c 以下）。 

※50cc 以上的摩托车不能停放在自行车的停车场里。 

 

表 4-19 水户市自行车停车场 

停车场名称 电话号码 

水戸车站 北口／地下 029-228-3220 

水戸车站南口／東棟・西棟 029-224-5140 

赤塚车站 南口 029-252-8381 

赤塚车站 北口 029-255-4108 

時間：6am-11pm 

料金（1 日）：自行车 150 円、小型摩托（50cc 以下） 200 円（小时以内免费） 

 

表 4-20 长时间使用时 

期间 
自行车 小型摩托车 

一般 学生 一般 学生 

1 个月 3,000 日元 1,500 日元 4,500 日元 2,250 日元 

3 个月 7,500 日元 3,750 日元 11,250 日元 5,625 日元 

6 个月 15,000 日元 7,500 日元 22,500 日元 11,250 日元 

1 年 30,000 日元 15,000 日元 45,000 日元 22,500 日元 

※如果想长期使用时，请申请自行车定期使用许可。请填写好使用许可申请书后，交到管理事务

所。申请书的格式可从以下的 URL 处下载。 

http://www.city.mito.lg.jp/000271/000273/000284/000335/p000912_d/fil/1.pdf 

※请务必将车停在规定的停车场内。如果停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收缴。 

 

 

 

 

 

 

 

 

 

 

弘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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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租赁自行车 

表 4-21 租赁场所 

貸出場所 営業期間 時間 料金 

水戸车站 南口 

東棟自行车停车车 

TEL 029-224-5140

・周六､周日､节假日 

・1 月 1 日～3 日 

2 月 20 日～3 月 31 日 

毎日営業 

（年末年初休息） 

9am-4pm 

（请在 4pm

之前归还）

 

中学生以上：500 円

小学生：300 円 

（小学生骑车时必须

有大人陪同） 
千波湖 西停车车 

TEL 029-241-1251

・毎日 

（年末休息） 

※从水戸车站南口租借的自行车可以还到千波湖 西停车车里。 

 

4-3-3  电车 

(1)乗車方法 

①买票。 

在决定好目的地之后，通过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买票。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动售票机或者目的

地比较远，则可以通过车站的售票窗口「みどりの窓口」购买。 

②检票。 

将车票插入自动检票机后，通过闸口。不要忘了拿取通过自动检票机的车票。如果是有人检票

时，则将车票交给工作人员检票。 

※如果只是想到站台上送客时（并不是乘坐电车），请购买「入場券」。大人 140 日元、小孩 70 日

元。 

 

(2)水戸附近的电车种类 

表 4-22 电车和车票种类 

 

(3)乘坐特急列车时，需要特急券。 

特急券有 2 种 

①指定席＝座位是指定的。（对号入座） 

②自由席＝没有指定的座位。先到先坐。但是如果座位都被坐满时，则只能站立。自由席价格比较

便宜。 

 停靠站 需要的车票 

普通列車 全部的车站 乗車券 

快速列車 一部分的车站 乗車券 

特急列車 主要的大站 乗車券＋特急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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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铁道公司，有些不需要特急券。 

 

(4)头等车厢 

顾名思义，是一种比较豪华舒适的车厢。座位宽大，还有各种特別的服务。水戸近郊的 JR 常磐線 普

通列車/快速列車/特急列車有头等车厢（グリーン车）。 

※乘坐头等车时必须购买头等车乘车券（グリーン券）。请到车站的绿色窗口「みどりの窓口」去购买。 

※有些列车没有头等车厢。 

 

(5)如果要定期乘坐电车时 

请购买 IC 卡或者月票（定期券）。详细信息请到车站的绿色窗口「みどりの窓口」咨询。 

①IC 卡（SUICA 等） 

相当于充值卡。可以事先充值，然后就使用该卡通过验票机。（如果充值卡的金额不够时，则不能

通过验票机。） 

②回数券 

可用买 10 张票的价格获得 11 张车票。但是要注意其有效期。 

③月票（定期券） 

月票的乘车区间必须事先定好。（例如从水户车站到日立车站）。在有效期内可以任意次乘坐该区

间的列车。有效期有：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对于频繁利用的上班/上学的人来说是一种方便额选择。 

(6)乘坐电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由于电车是公共场所，所以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安静和舒适的环境，请大家在乘坐电车时，务必遵守有

关规定。 

 

(7)优先座位 

高龄者，残疾者，孕妇，带有年幼小孩的妇女等乘客所利用的座位，一般在每个车厢的两段设有该优

先座位。在优先座位的附近请将手机的电源关闭。 

 

(8)女性专用车辆 

主要是在上班高峰期间专为女性提供的车辆。但是，小学生以下的男孩，以及残疾者在有帮助的人的

前提下，也可以利用。女性专用车厢有比较醒目的标记。是一种粉红色的贴在车厢里的贴纸。一般是

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女性专用。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乘坐。 

 

※こ除此之外，在车内化妆，打电话，坐在车厢的地板上，把行李放在座位上，耳机的音量过大等行为

都是被认为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所以请大家注意不要有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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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 4-6 路线图 

 

 

 

 

 

 

 

 

 

 

 

 

 

图 4-7 扩大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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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高速巴士 

从水户车站有许多高速巴士通往各地。 

(1)目的地 

①前往东京车站（茨城交通/关东铁道/JR 巴士关东） 

乘车地点 

（经由赤塚车站）：水户车站南口#5、水户车站北口#9、大工町、赤塚车站 北口#2  

（经由茨大）：水户车站南口#5、水户车站北口#9、大工町、茨城大学  

（经由县厅）：水户车站南口#5、茨城县厅等 

金额 

成人 2,080 日元 儿童 1,040 日元 

购买车票的地点 

・巴士车内（在乘车时购买） 

・茨城交通（水戸车站 北口#7 附近） 

・关东铁道（水户车站 北口#7 附近） 

・JR 巴士（水户车站 北口#5 附近） 

※也可以购买成人用的两张套票。该车票的价格优惠，票价为 3,900 日元。可以当作来回票使用，

也可以两个人用。该票 1 张可供 2 个儿童使用。 

※从赤塚车站乘车时，车票价格为：成人 1,930 日元 儿童 970 日元（两张套票 3,600 日元）。 

 

②前往成田机车（巴士公司：茨城交通）※需要预约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 南口#4 

车票价格：成人 3,100 日元 儿童 1,550 日元 

乘坐前往成田机车的大巴需要事先预约。预约方法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便利店等方法。 

 

③前往羽田机车  巴士公司：茨城交通）※需要预约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 南口#4 

车票价格：成人 3,600 日元 儿童 1,800 日元 

乗車方法：从水户乘车时，必须事先预约。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在茨城交通的售票窗口预约。 

在羽田机车乘车时，请到机场的购票窗口直接购买。也可以通过自动车票发售机购

买。 

 

④前往茨城机车（巴士公司：关东铁道）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 南口#4 

车票价格：成人 1,030 日元 儿童 52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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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前往宇都宫市（巴士公司：茨城交通）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 南口#4，北口#9 

车票价格：成人 1,550 日元 儿童 780 日元 

乗車方法：上车时用现金购买车票。 

 

⑥前往筑波中心（巴士公司：关东铁道）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南口#4、水户车站北口#8、大工町，茨城县厅等 

车票价格：成人 1,030 日元 儿童 520 日元 

回数券：3,500 日元（成人可用 4 次）※请向驾驶员购买。 

乗車方法：上车时，请用现金购票。或者支付回数券 1 张。 

 

⑦前往仙台市（巴士公司：茨城交通）※需要预约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南口#4 

车票价格：成人 4,800 日元 儿童 2,400 日元 

（周六，周日，节假日）成人 5,000 日元，儿童 2,500 日元 

需要预约，预约方法：购票窗口/电话/互联网/便利店 

 

⑧前往大阪，京都（巴士公司：关东铁道）※需要预约 

乘车地点：水户车站南口#4，大工町等 

车票价格：成人 10,800 日元 儿童 5,400 日元(到终点站大阪车站) 

成人 9,900 日元 儿童 4,950 日元（到京都车站） 

需要预约，预约方法：购票窗口/电话/互联网/便利店 

 

(2)预约方法 

①请参照其他巴士售票的预约方法。 

②用电话预约时，可以打以下的巴士公司电话。 

茨城交通：高速巴士预约中心 TEL：029-309-5381 

关东铁道：水户营业所 TEL：029-247-5111 

 

③通过互联网预约（只能用日语） 

可以通过互联网预约。付费方式可以用信用卡或者在便利店以及巴士公司的售票窗口付费。详

情请阅览以下的网页。 

https://www.highwaybus.com/rs-web01-prd-rel/gp/reservation/rsvPlanList?lineId=290 

https://secure.j-bus.co.jp/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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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通过便利店预约 

便利店里有专门的机器可以预约。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向便利店的店员询问。 

(3)参考 

巴士公司的网站（日語） 

茨城交通 高速巴士 http://www.ibako.co.jp/highway/ 

茨城交通 机车巴士 http://www.ibako.co.jp/airport/ 

关东铁道 高速巴士 http://www.kantetsu.co.jp/bus/highway/highway_index.html 

 

4-3-5   巴士 

乘坐巴士时，可以使用 10000 日元・5000 日元的纸币。但是在乘坐巴士之前，请一定事先准备好

1000 日元的纸币或者 500 日元/100 日元/50 日元/10 日元的硬币。 

(1)乘坐巴士的方法 

①从巴士后面的车门上车。车门旁边有抽签整理券的机器。从该机器里抽出 1 张整理券。 

②从巴士上的广播中听取要下车的站名。。 

③听到要下车的站名之后，按下车按钮。该按钮在车窗以及车的座位附近。 

④在车内前方的价格表示器上，看到和自己的整理券相同的数字下面的价格就是需要支付的车票

价格。 

⑤将零钱准备好后，投入驾驶员旁边的箱子里（運賃箱）。 

如果没有硬币的话，可以用 1 千日元的纸币去兑换硬币。 

 

 

 

 

 

 

 

(2)回数券・月票 

如果需要定期乘坐巴士的话，可以利用回数券或者月票。 

①回数券 

有 1000 日元以及 3000 日元两种。金额分 10 日元、50 日元、100 日元、150 日元等几种纸票。

可以当作车票的金额使用。请注意，各个巴士公司的回数券不能通用。 

②月票 

月票分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在这期间，均可反复乘坐该巴士公司这一区间的巴士。如果是学

生的话，可以通过学校发行有关证明和本人的学生证，购买学生用的月票。其价格有优惠。请

注意，各巴士公司的月票不能通用。 

整理券
せ い り け ん

  2

※1
降車
こうしゃ

ボタン 

※3 
同
おな

じ数字
す う じ

 
※2 

表示车费 
なし 1 2 3 4 5 6 7 8 9 

320 260 200 160 16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とま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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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买方法 

回数券：在巴士公司的购票窗口或者直接向巴士的驾驶员购买。 

月票：只能在巴士公司的购票窗口填写申请书之后方能购买。 

 

(4)巴士公司的购票窗口 

①茨城交通 

・水戸车站前：水戸车站 北口 

・茨大前 营业所：水戸市 袴塚 3-5-36 

・浜田 营业所：水戸市 東桜川 8-4 

②关东铁道 

・水戸车站前：水戸车站北口 

・水戸营业所：水戸市 住吉町 348 

③JR 巴士关东 

 ・水戸支店：水戸车站 北口 

(5)询问方式 

  表 4-23 巴士公司的联系方式 

巴士会社 电话号码 

茨城交通（運輸統括課） 029-251-2335 

関東鉄道（水戸営業所） 029-247-5111 

JR 巴士関東（水戸支店） 029-221-2836 

 

4-3-6   出租车・代驾 

(1)出租车 

①出租车的利用方法 

・可以在车站前或者出租车公司的营业所乘坐出租车。也可以通过电话叫车的服务。但是，会

有追加费用。小型出租车可以乘坐 4 人。大型出租车可以乘坐 5 人。 

※以下网址是介绍水户市内的出租车公司的。 

日语网站 http://www.ibaraki-hire-taxi.org/list/area_kenou/mito/ 

②出租车的车费 

起步费为 2km700 日元左右。超过 2km 之后，就会增加金额。每辆出租车都有显示车费的表。

可以通过车费表了解需要支付多少车费。 

※在 10pm-5am 的时间段内，需要支付深夜料金。可就是价格会比平时的时间段要贵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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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驾 

在日本，法律规定酒后严禁驾驶。所以，如果饮酒了就不能驾驶车辆。这时，可以联系代驾公司

来帮你驾驶车辆。 

 

①在餐厅或者饮食店里和店里的人说需要代驾。店员会帮助和代驾公司的人联系。 

②代驾公司会派两名驾驶员和 1 辆车来。你只要告诉他们自己家的地址就可以。 

③然后就由代驾公司的驾驶员帮助驾驶你的车辆到你家。  

④到家之后，请支付车费。 

※请注意，周五是代驾公司 繁忙的时刻。所以，如果在那时需要利用代驾的话，请尽早和代驾

公司联系。 

 

4-3-7   茨城机场 

所在地：小美玉市与沢 1601-55 

TEL：0299-37-2800（8:30am-8:30pm） 

(1)茨城机车的航班（2014 年 5 月現在） 

①国内航班 

神戸（兵庫県）、札幌（北海道）、名古屋（愛知県）、米子＊１(鳥取県)、福岡（福岡県）、 

那覇＊２（沖縄県） 

②国際航班 

上海（中国） 

※国内航班请在出发时间的 20 分钟之前办完搭乘手续。 

※国际航班请在出发时间的 1 小时之前办完搭乘手续。 

 

(2)航班的预约 

①国内航线 天印航空（Sky Mark Airline）（TEL：050-3116-7370） 

日語 http://www.skymark.jp/ja/ 

英語 http://www.skymark.jp/en/ 

韩語 http://www.skymark.jp/ko/ 

中文 http://www.skymark.jp/zh_TW/ 

 

②国际航班 春秋航空 客服中心（TEL：0570-666-188） 

日語 http://j.springairlines.com/jp 

英語 http://www.china-sss.com/en 

韓語 http://www.china-sss.com/kr 

中文 http://www.china-s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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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币兑换 

在机车的 1 楼有外币兑换处。 

可以兑换以下币种： 

人民币、韩币、台币、美金、欧元 

 

(4)停车车 

茨城机车有大型的免费停车车，可供 1300 辆车停放。利用时间为：6am～10pm 

※请注意，如果要连续停放 14 天以上时，请事先和机场的管理事务所联系。 

 

(5)从水户市前往茨城机场 

表 4-24 前往茨城机车的车费 

乘车方式 乗  場 所需时间 车费 

巴士(高速道路) 水戸车站・南口 #4 約 40 分 成人 1,030 日元 

小学生 520 日元 

巴士(一般道路) 水戸车站・北口 #6 約 65 分 成人 1,130 日元 

小学生 570 日元 

出租车 水户车站南口或北口 約 40～50 分 約 7,000 日元 

 

(6)巴士時刻表 

日語 http://www.ibaraki-airport.net/access/bus/mito.html 

英語 http://www.ibaraki-airport.net/en/access/bus/mito.html 

韓語 http://www.ibaraki-airport.net/ko/access/bus/mito.html 

中文 http://www.ibaraki-airport.net/zh/access/bus/mito.html 

 

4-4   其他的有关生活信息 

4-4-1   福祉 

4-4-1-a   介护保険制度 

(1)可以接受介护保险的人 

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加入介护保险。 

・40 岁～64 岁（必须加入健康保险）和 65 岁以上的人。 

・在住民基本台账里登记过的人。 

①进入日本时，在留期限为 3 个月以上的人。 

②虽然进入日本时，其在留期限没有超过 3 个月，但是，其入国目的以及随后的生活等现状

需要使其滞留期间超过 3 个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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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具体情况请向市役所的介護保険課（TEL：029-232-9177）咨询。 

(2)如果加入介护保险，需要支付有关的保险费。 

①40 岁～64 岁的人 

支付方法：和健康保险费一起支付。 

金额：根据所加入的健康保险的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 

 

②65 岁以上的人 

支付方法： 

・1 年中所获得的年金为 18 万日元以上的人，从年金中扣除。（「特别征收」） 

・1 年中的年金为 18 万日元以下的人，凭缴纳通知书到便利店或者有关的金融机构支付。或

者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普通征收」） 

具体金额根据不同的年度和收入有所不同。具体情况请向有关部门咨询。 

 

(3)如果需要利用介护服务，请按照以下的流程申请。 

患有老年痴呆症或者长期卧床不起的人，请向市役所得有关部门申请「要介護」・「要支援」）

的服务。 

先要提出申请，由专门的调查人员来确认。然后确定需要接受介护的程度。最后，由有关部门

制作专门的介护计划。 

利用该服务者需要支付 10%的费用。 

※申请之后 30 天之内其结果将会通知本人。 

具体的有关情况请向水户市役所的介护保险课（TEL：029-232-9177）咨询。 

 

4-4-1-b   对残疾人的支援 

对有各种残疾的人可以申请残疾人手册。对有残疾人手册的人可以享受各种特殊的服务。比如各

种税金的减免以及公共交通车费的半价等特殊待遇。 

如果需要申请，请注意必须本人在水户市居住，而且必须有合法的在留资格。根据具体的情况，

其判断基准也会有所不同。详情请向水戸市役所“障害福祉課”（029-232-9273)咨询。 

 

(1)残疾人手册的种类 

①身体有伤残的残疾人手册 

对象：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者功能有伤残的人。 

伤残的程度：1 級～6 級 

（其认定会在一定的期间之后再一次进行。） 

※身体部位以及功能包括…视觉/听觉/平衡感觉/语言/咀嚼/肢体/心脏/肾脏/呼吸器官/小

肠膀胱/直肠/肝脏/人体免疫系统 



124 

②智障儿手册 

对象：患有智力障碍的人 

智障的程度：○A（最重度）、A（重度）、B（中度）、C（轻度） 

（经过一定的期间之后会做再次的判断。） 

 

③精神障碍者的保健手册 

对象：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的人并且因为该种疾病对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障碍的程度：1 級～3 級 

（经过一定的期间之后会做再次的判断。） 

 

(2)各类手册的申请方法 

在申请这些手册时，需要医生的诊断书等各种资料。具体情况请向“障害福祉課”咨询。 

水戸市役所“障害福祉課”（TEL：029-232-9173） 

 

4-4-1-c   医疗费用的补助（「医疗费用补助制度」） 

医疗费用补助制度的对象者 

・对持有各种身体障碍手册的人以及智障者手册的人，根据不同的情况，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

医疗费用的补助。具体的有关情况和信息，请向水户市役所 “国保年金課” （TEL：029-232-9166）

咨询。 

 

4-4-1-d   生活保护 

如果本人努力了，但是还是不能养活自己，则可以接受生活保护。但是其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如

果不能通过审查，则不能够接受生活保护。 

如果自己有储蓄，或者有土地并且能够工作的话，则必须先使用这些手段来养活自己。如果实在

没有可以养活自己的手段时，可以和水户市役所得“生活福祉課”商谈。 

水戸市役所“生活福祉課”（TEL：029-232-9171） 

 

4-4-2   养育子女 

(1)养育子女的有关信息 

①育儿手册 

该手册里有怀孕，分娩，育儿等各类信息可供参考。 

市役所得儿童课，保健中心，图书馆，育儿支援中心等地方均可获得该手册。 

②互联网的网站 http://mito-city.mamafre.jp/ 

通过该网站，可以了解水户市的有关育儿信息和各类服务信息。 

具体内容可以向市役所得儿童课 （TEL：029-232-917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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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a   扶助制度 

(1)儿童补贴 

如果有中学 3 年级以下的子女时，可以申请儿童补贴。但是在申请时有年收入的限制等条件。

具体内容请向水戸市役所“儿童课”（TEL：029-232-9176）咨询。 

 

(2)儿童医疗费的补助制度 

中学 3 年级以下的儿童生病时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可以向市役所申请补助。但是，有一定的条

件限制。具体内容请向水戸市役所“国保年金课”（TEL：029-232-9156）咨询。 

 

4-4-2-b   等设施进行烦恼以及不安等商谈 
如果有育儿不安等烦恼的事情，可以向以下的有关部门商谈或者咨询。 

表 4-25 育儿商谈 

相談内容 相 談 地点 方法 時間 咨询地点 

育儿、福祉 
家庭児童相談室 

（水戸市役所“儿童课”） 

電話

・ 

面接

周一～周五 

10am-12pm 

1pm-3pm 

水戸市 三之丸 1-5-48

TEL：029-232-9111 

 

各类育儿烦恼

事 

「わんぱーく・みと」 面接
周二～周六* 

10am-3pm 

水戸市 大町 3-4-30 

TEL：029-303-1515 

「はみんぐぱーく・みと」 面接
周日～周四* 

10am-3pm 

水戸市 本町 1-8-2 

TEL：029-302-3662 

※没有保健医生在车时则不能进行商谈。 

 

地図
ち ず

 4-9 わんぱーく・み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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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図
ち ず

 4-10 はみんぐぱーく・みと 

 

 

4-4-2-c   育儿支援设施 

请注意，有关设施的名称用日语片假名表示的部分不能翻译，如果有不懂的地方，请向水户市国际交

流协会询问。（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会令读者无法找到该设施，敬请各位予以理解。） 

(1)「わんぱーく・みと」「はみんぐぱーく・みと」（→请参照表 4-25 育儿商谈） 

・能够和其他孩子的母亲交流，减少育儿的烦恼心事。 

・有宽敞的大厅，还有许多玩具和小儿绘画图书供孩子们欣赏。 

・如果家长突然生病或者各种原因而不能照顾孩子时，可以委托那儿的工作人员临时照管。 

・需要事先登记成为会员。 

・一天托管费用为 2100 日元，半天为 1050 日元。 

わんぱーく・みと：  周二～周日 8:30am-5:15pm 

はみんぐぱーく・みと：周六～周四 8:30am-5:15pm 

(2) 水户家庭支援中心 

・可以委托他们送孩子到幼儿园或者保育所。 

・也可以委托他们临时照看孩子。 

・利用时需要会员。 

・一小时的费用为 700 日元。 

地址：水户市内原町 1395-1、内原出张所 

TEL：029-303-7277 

 

4-4-2-d   对智障孩子的支援 

对有智障的孩子予以支援，同时对其家长也有各种支援制度。但是在利用该制度时必须接受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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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具体情况请向水户市役所障碍福祉课咨询（TEL：029-232-9173） 

 

各种补贴 

①特别儿童抚养补贴 

对象：对抚养各种患有智障和精神疾病的未满 20 岁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所发放的补贴。 

②智障儿童福祉补贴 

对象：对需要特别照顾的患有各类智障和精神疾病的未满 20 岁儿童和青少年所发放的补贴。 

③身心障碍儿童福祉补贴 

对象：患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必须在水户住满 1 年以上。 

 

4-4-2-e  对单亲家庭的支援 

对单亲家庭有各种支援制度。 

 

各类补贴以及制度 

①儿童抚养补贴 

对象：双亲中有一方因离婚或者死亡而造成的单亲家庭。或者双亲都因故而死亡以及离婚后

不能抚养子女而由其他亲属照管的该亲属。具体情况请向水户市役所儿童课咨询 （TEL：

029-232-9176） 

 

②遗孤养育补贴 

对象：抚养双亲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死亡，其子女在高中毕业之前的遗孤养育者。具体情况请

向水户市役所儿童课咨询 （TEL：029-232-9176） 

 

 

③母子・父子家庭医疗福祉制度 

对单亲的家庭其子女在加入了健康保险之后，可以享受特别的医疗费补助。具体情况请向水

户市役所国保年金课（TEL：029-232-9166） 

 

4-4-2-f   孩子的教育 

在日本，孩子在学龄前可以到保育所或者幼儿园接送学前教育。这种设施有保育所，保育园，幼

儿园 3 种，还分为市立，民间和国立 3 种。 

 

市立幼儿园：4 岁或者 5 岁 

民间・国立幼儿园：3 岁～5 岁（根据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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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设施在收取儿童时必须通过市的认定。 

表 4-26 设施的种类 

设施的种类 年龄 内容 需要认定 

保育所／保育园 0-6 岁
* 

保育 

（照管入所得儿童）

2 号认定 或者 

3 号 认定 

幼儿园 
市立幼儿园：4-6 岁

* 

民间幼儿园：3-6 岁
* 

教育 1 号 认定 

认定儿童园 

（这是具有保育所

和幼儿园功能的设

施） 

3-6 岁
* 教育和保育 

1 号认定 或者 

2 号认定 或者 

3 号 认定 

*6 岁儿童到就学前为止 

 

表 4-27 必要的认定 

种类 年龄 对象 设施 申请场所 

1 号认定 3-5 岁 需要保育的孩子 
幼儿园 幼儿园 

认定儿童园 认定儿童园 

2 号认定 3-5 岁 需要保育的孩子 
保育所（园） 幼儿教育课 

认定儿童园 认定儿童园 

3 号认定 0-2 岁 需要保育的孩子 
保育所（园） 幼儿教育课 

认定儿童园 认定儿童园 

 

接受认定的方法 

(1) 需要保育时＝2 号／3 号认定 

・要进保育所／保育园的时候 

①请向幼儿教育课提交入所／入园的申请。 

②市里发放了认定证之后，决定该孩子进入哪个设施。 

・要进认定儿童园的时候 

①请向要进的儿童园提交申请。 

②市里发放了认定证之后，决定该孩子进入哪个设施。 

 

(2) 不需要保育时＝1 号认定 

・要进保育所／保育园的时候 

①请向要进的幼儿园／儿童园提交申请。 

②在入园内定之后，市里会发出认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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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保育时情况 

①家长需要工作，因此不能照顾孩子。(家里的家务除外) 

②家长怀孕／分娩／生病／有身心障碍时。 

③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病人或者残疾人等。 

④其他各种特殊的原因。 

详情请向水户市役所幼儿教育课咨询（TEL：029-232-9243） 

 

入园的各种手续 

(1) 入保育所／保育园的各类手续 

家长因为工作／生病／分娩等原因而造成不能照顾孩子时，可以把孩子委托给保育所或者保育

员照管。（对象：0 岁～6 岁的学龄前儿童）。 

 

从 4 月份开始入园的情况，�

①在前一年的 10 月左右从幼儿教育课或者各个保育所（园）那里领取入园申请书。 

②填写各类需要的信息。 

③12 月左右向幼儿教育课或者各个保育所（园）提交入园申请书。 

※如果申请者太多的话，有可能不能满足其愿望。 

 

在其他时期入园的情况， 

入园一般在每月的 1 日，所以如果想要入园的话，请在前个月的 15 日为止（如果 15 日碰巧是

周末的话，请在周末之前的那一天）填写入园申请书并向幼儿教育课提交。 

 

※水户市内的保育所／保育园一览请参照 4-28 和 4-29 的附表。 

 

费用 

孩子入托之后每月必须支付有关的费用。具体金额根据其父母的收入来决定。详情请向水户市

役所幼儿教育课咨询（TEL：029-232-9243） 

 

(2) 想要入市立幼儿园的孩子必须是在当年 4 月 1 日时，其年龄为 4 岁或者 5 岁。幼儿园的入托

时间为每天大约 4 小时左右。（9am 左右～1pm 左右）。 

 

从 4 月份开始入园的情况， 

①到想去的幼儿园领取申请书。（周末除外） 

②填写好申请书内的有关内容。 

③向幼儿园提交申请书。 

提出申请书的时期一般为前一年的 11 月左右。具体情况请向幼儿教育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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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时期入园的情况， 

当幼儿园的定额有空缺时即可入园。请向该幼儿园领取入园申请书，填写之后提交。 

 

费用 

孩子入托之后每月必须支付有关的费用。具体金额根据其父母的收入来决定。详情请向水户

市役所幼儿教育课咨询（TEL：029-232-9243） 

※根据父母的收入，如果低于一定的标准，可以享受费用的减免。 

 

其他情况 

入托幼儿园之后，还可以申请延长托管的请求。也就是在 1:30pm～4pm 之间，委托幼儿园

照管孩子，但是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并且需要预约。 

 

※水户市内的市立幼儿园一览请参照表 4-31.详情请咨询水户市役所幼儿教育课（TEL：

029-232-9243） 

 

(3) 民间的幼儿园也可以接受 3 岁、4 岁、5 岁的孩子入托。其费用／入园方法／入园时期等请向

各幼儿园咨询。 

※水户市内的民间幼儿园一览请参照表 4-32 

 

(4) 如果想要入托认定儿童园的话，请直接向该设施咨询其入园方法和其他手续。※ 认定儿童

园的一览请参照表 4-30 和表 4-33，表 4-34 有关认定儿童园的部分。 

 

(5)� 临时入托 

如果因为父母有急事需要将孩子临时入托给有关设施时，可以和该设施商谈，其费用以及具体

设施的名称请直接和该设施交涉。 

 

能够接受临时入托的设施请参照表 4-28，表 4-29，表 4-30 的具体内容。 

可以向わんぱーく・みと、はみんぐぱーく・みと→125 页的 4-4-2-b 等设施进行烦恼以及不

安等商谈 

育儿烦恼商谈可以到有关设施去咨询。 

水户家庭支援中心 

地址：水户市内原町 1395-1、内原出张所 

TEL：029-303-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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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4-11 水户家庭支援中心 

 

微笑的儿童 

地址：水户市赤塚 1-1 赤塚米奥斯（ミオス）2 楼 

TEL：029-353-7753 

 

 

 

地图 4-12 微笑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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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公立保育所 

保育所名 地址 TEL 婴儿 临时 园庭 

白梅保育所 元吉田町 3250-1 029-304-2070 ○ ○ ○ 

杉山保育所 三の丸 3-12-5 029-221-7219 ○ ○ ○ 

新原保育所 新原 2-6-20 029-251-2262 ○ ○ ○ 

緑岡保育所 見川町 2131-1519 029-241-0707 ○ ○ ○ 

城東保育所 城東 2-6-39 029-231-5972 ○ ○ ○ 

平須保育所 平須町 1820-7 029-241-1172   ○ 

渡里保育所 堀町 480-7 029-224-8908 ○ ○ ○ 

若宮保育所 若宮 1-10-30 029-226-3923 ○ ○ ○ 

河和田保育所 河和田 3-2536-2 029-253-1482 ○ ○ ○ 

双葉台保育所(到平成

27 年 6 月左右是临时

园舍) 

双葉台  2-19(临时园舍为

双葉台 4-173-6) 

029-252-8749 ○ ○ ○ 

一の牧保育所 見川町 2131-1741 029-243-8899   ○ 

常澄保育所 大串町 789-2 029-269-4592 ○ ○ ○ 

内原保育所 内原町 720-1 029-259-4656 ○ ○ ○ 

※婴儿是指生后 2 个月左右的婴儿 

临时是指临时入托 

园庭是指学龄前儿童可以和家长一起在院子里玩耍。 

 

表 4-29 民間保育园（日语片假名部分不翻译） 

保育园名称 地址 TEL 婴儿 临时 园庭 

圣光学园保育部 新庄 1-4-8 029-221-3973 ○ ○ ○ 

ひので保育园 元吉田町 720-2 029-248-3584 ○ ○  

见和めぐみ保育园 见和 2-198-5 029-252-2583 ○ ○ ○ 

すみれ保育园 饭岛町 1170-2 029-252-2781 ○ ○ ○ 

ひかり保育园 袴塚 1-5-18 029-221-0301 ○ ○  

千波保育园 千波町 2831-19 029-241-7347 ○ ○ ○ 

すみれ第二保育园 开江町 478 029-251-0515 ○ ○ ○ 

こばと保育园 千波町 2600-4 029-353-6155 ○ ○  

こばと保育园分园 千波町 777 029-244-0020 ○ ○  

叶山保育园 千波町 1688-3 029-243-0296 ○  ○ 

ひばり保育园 平須町 1824-22 029-243-1410 ○  ○ 

すみよし保育园 住吉町 115-1 029-247-8144 ○ ○  

石川保育园 石川 1-3974 029-252-400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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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民間保育园（日语片假名部分不翻译） 续） 

保育园名称 地址 TEL 婴儿 临时 园庭 

こばと东保育园 渋井町 402 029-226-4555 ○ ○ ○ 

こばと东保育园分园 浜田町 54-2 029-231-2095 ○ ○  

のぎく保育园 酒門町 5038 029-225-6692 ○ ○ ○ 

わかな保育园 根本 2-582 029-231-8237 ○ ○ ○ 

笠原保育园 笠原町 1827-3 029-243-2439 ○ ○ ○ 

夜间めぐみ保育园 見和 2-200-7 029-252-6410 ○   

はーとぴあ保育园 大塚町 1803-2 029-251-1670 ○ ○  

けやき台保育园 酒門町 1578-8 029-304-3311 ○ ○  

つばさ保育园 鯉淵町 2066-14 029-257-0303 ○ ○ ○ 

小吹保育园 小吹町 2305-1 029-305-4154 ○ ○ ○ 

ちゃいるどはう保育园 笠原町 150 029-241-5007 ○  ○ 

スワン保育园 東原 3-2-6 029-303-3337 ○ ○  

ほうとく保育园 河和田町 3961 029-306-8860 ○ ○ ○ 

ときわの杜保育园 元石川町 2534-2 029-306-8296 ○ ○  

第二めぐみ保育园 河和田町 425 029-303-5007 ○ ○  

堀あさひ儿童园 堀町 209-1 029-303-5551 ○ ○ ○ 

ルミエール保育园 平須町 1218-1 029-239-3806 ○ ○  

Child House 

森
もり

のほいくえん 

(预定于 2015 年 3 月开园) 

平須町 2366-1 029-241-5007 

(Child House

保育园) 

   

(仮
かり

)つぼみさく保育园 

(预定于 2015 年 3 月开园) 

笠原町 400-3 029-248-5511 

(和老人院在 

   

(仮
かり

)うちはらスワン保育

园 

(预定于 2015 年 3 月开园) 

鯉渕町 2222-1 029-259-3481 

( 

   

※婴儿是指生后 2 个月左右的婴儿 

临时是指临时入托 

园庭是指学龄前儿童可以和家长一起在院子里玩耍。 

 



134 

表 4-30 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日语片假名部分不翻译） 

设施名称 地址 TEL 婴儿 临时 园庭 

プリンセスリリーヴィク

トリアナーサリー 

姫子 2-751-17 029-253-5553 ○ ○ ○ 

プリンセスリリーヴィク

トリアナーサリー分园 

チャイルドランドナーサ

リー 

大塚町 1863-186 029-254-2711 ○   

※婴儿是指生后 2 个月左右的婴儿 

临时是指临时入托 

园庭是指学龄前儿童可以和家长一起在院子里玩耍。 

 

(6) 保育设施（=认可之外的设施） 

如表 4-28、表 4-29、表 4-30 所示，通过了国家基准并得到都道府县知事认可的设施之外，其他的

「托儿所」以及「婴儿旅馆」等设施等保育设施等也都被称为认可外保育设施。 

具体申请方法请直接向这些设施咨询。 

水户市的互联网主页（日语） 

http://www.city.mito.lg.jp/000042/000073/hoikushisetsu/p012398_d/fil/ninkagai.pdf 

 

表 4-31 市立幼儿园 

 幼儿园名称 地址 电话 (029-) 

五軒幼儿园 金町 3-2-40 221-7971 

城東幼儿园 城東 2-7-11 221-9220 

浜田幼儿园 浜田 1-1-2 221-5268 

常磐幼儿园 西原 1-3-65 221-6426 

緑岡幼儿园 見川町 2563 241-1319 

見川幼儿园 見川 2-96-18 241-1926 

寿幼儿园 平須町 1761 241-4595 

石川幼儿园 石川 4-4037-6 252-2990 

千波幼儿园 千波町 1443-2 243-1022 

国田幼儿园 下国井町 2591-1 239-7401 

酒門幼儿园 酒門町 1245-3 247-7980 

飯富幼儿园 飯富町 4420-1 229-8251 

梅が丘幼儿园 姫子 1-823-14 253-0097 

吉田丘幼儿园 元吉田町 1736-9 247-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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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市立幼儿园 续） 

幼儿园名称 地址 电话 (029-) 

笠原幼儿园 笠原町 92-1 243-4124 

稲荷第一幼儿园 大串町 789-7 269-2108 

稲荷第二幼儿园 百合丘町 997-204 248-2766 

内原幼儿园 内原町 720-1 259-2833 

妻里幼儿园 有賀町 2249-2 259-2624 

 

表 4-32 私立幼儿园 

幼儿园名称 地址 电话 (029-) 

水戸幼儿园 緑町 3-9-36 221-6084 

聖母幼儿园 五軒町 2-4-32 225-6200 

愛恩幼儿园 南町 3-4-44 221-5027 

水戸英宏愛宕幼儿园 愛宕町 10-5 231-1360 

渡里幼儿园 堀町 958-4 231-5920 

みどり幼儿园 元吉田町 2649-2 247-5657 

吉田幼儿园 元吉田町 1977-34 247-5556 

常磐大学幼儿园 見和 1-425 232-2680 
★水戸英宏平須幼儿园 平須町 1820-116 241-3376 

 

表 4-33 认定儿童园（日语片假名部分不翻译） 

名称 地址 电话 (029-) 
★フレンド少友幼儿园 備前町 5-36 221-0781 
★赤塚幼儿园 赤塚 1-1997 251-9203 

大塚幼儿园 大塚町 1583 251-8517 

むぎの穂
ほ

 河和田幼儿园 河和田町 1183 251-3154 
★あさひ幼儿园 渋井町 254 231-5732 
★渡里幼儿园 堀町 958-4 231-5920 
★(暂时名称)フォレストリリ

ー リリー森林幼儿园 

(预定平成 27 年 4 月开园) 

内原町 1397-3 259-2585 

「★」的符号的幼儿园可以让满 3 岁的儿童入园。有关费用和具体入园方法请直接向园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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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认定儿童园等设施（日语片假名部分不翻译） 

名称 地址 电话 (029-)

プリンセスリリー リリー幼儿园（幼儿园部分） 中丸町 2052-17 253-3891 

プリンセスリリー ヴィクトリアナーサリー（保育所部

分） 

姫子 2-751-17 253-5553 

プリンセスリリー ヴィクトリアナーサリー分园 

チャイルドランドナーサリー（保育所部分） 

大塚町 1863-186 254-2711 

リリー幼儿园的幼儿园和保育所的所在位置是分开的。 

 

4-4-3   教育 

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下所示。 

（保育园／保育所／幼儿园／认定儿童园）→小学(6 年)→中学(3 年)→高中(3 年)→大学(4 年) 

日本的义务教育为小学和中学。（每个学年是从 4 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 3 月份结束。）学校分国立、

公立、私立 3 种。 

国立･･･是指由国家运营管理的。 

公立･･･是指由县或者市等公立机构运营管理的。 

私立･･･是指由学校法人运营管理的。 

 

4-4-3-a   有 关 小 学 ・ 中 学 的   各 类 信 息 请 向 水 戸 市 役 所 “ 学 校 教 育 課 ” 咨 询 。

(Tel.029-306-8673) 

由于在日本其义务教育是指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所以，如果孩子是日本国籍的话，其家长必须让

孩子到学校去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孩子是外国国籍的话，当然可以不履行

该义务，但是家长可以让孩子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如果是公立学校的话，其费用是免费的。（教

科书也是免费的）。如果去市立学校的话，将会按照就近入学的方式决定所去的学校。 

 

(1) 小学入学所需手续 

各位家长必须准备好以下的资料。 

（※孩子必须是 4 月 2 日～第二年 4 月 1 日满 7 岁的生日） 

①「就学時 健康診断 通知書」 

在住民基本台帳登记过的家长都会收到该通知书。必须在入学之前（10 月初～11 月初）接

受体检。有关日期・场所・時間等在该通知书中都有记载。 

②「入学（就学）通知書」 

这是去哪所学校的通知。里面写有学校的名称和入学仪式的日期。请和孩子一起参加入学仪

式。该通知書会在 1 月底左右寄给各位家长，请大家妥善保管。因为在出席入学仪式的时候

需要出示该通知书。万一没有收到通知书的话，请尽快和“学校教育課”（TEL：029-306-8673）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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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学入学所需手续 

孩子为 6 年级的家长在 1 月底左右会收到「入学（就学）通知書」。上面印有入学的学校名称

和入学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请大家妥善保管。因为在出席入学仪式的时候需要出示该通知书。 

※万一没有收到通知书的话，请尽快和“学校教育課”（TEL：029-306-8673）联系。 

※在入学之前会有说明会。具体时间等内容请向该学校咨询。 

 

(3)� 转学（从国外转学到日本时） 

①请向“学校教育課”提出有关的资料（＝「編入学許可申請書」）。 

※请携带护照和在留卡一起去提交资料。 

②需要通过审查。在审查通过之后，会收到「編入学通知書」。 

③或被告知入学的学校名称和地址等信息。 

④携带「編入学通知書」去有关学校办理手续。 

 

(4)� 转校（在日本国内转到另外一个学校时） 

如果因为搬家等原因需要转校时，必须办理有关手续。 

・从水戸市外小学・中学→水戸市内的小学・中学 

①从原来的学校领取「在学証明書」和「教科書給与証明書」。 

②在水戸市役所 市民課 或者 各出張所办理转入手续。办完该手续之后，可以当场领取「転

入学通知書」。 

③然后凭着这三种资料到要转去的学校办理有关手续。 

 

・从水戸市内小学・中学→水戸市内的小学･中学 

①从原来的学校领取「在学証明書」和「教科書給与証明書」。 

②在水戸市役所 市民課或者各出張所办理住民票的异动手续。办完该手续之后，可以当场领

取「転入学通知書」。 

③然后凭着这三种资料到要转去的学校办理有关手续。 

 

・从水戸市内 小学・中学→水戸市外的小学・中学 

①从原来的学校领取「在学証明書」和「教科書給与証明書」。 

②在水戸市役所 市民課 或者 各出張所办理转出手续。 

②然后在要搬入的地方办理有关转入的手续并询问有关的手续。也可以事先向当地的教育委

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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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孩子不会说日本语（或者日语只懂一点） 

对于不会说日语或者只能说一点日语的孩子，水户市有志愿者团体「せきれいの会」开办的日

语教室。其对象是在水户市内上学的外国儿童。具体情况请和学校的老师或者水户市国际交流

协会联系商谈。请参照（4-9 国际交流中心）的内容。 

 

(6)就学援助制度 

家中有在小学和中学学习的孩子，如果经济条件有困难时，可以在孩子参加学校活动需要费用

时接受一定的补助。其对象为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或者有类似情况的家庭。具体情况请参照

生活保护的章节。（124 页 4-4-1-d 生活保护））也可以向学校的老师或者学校教育课咨询。

（144 页的表 4-42 水户市役所科室业务分担表续） 

 

4-4-3-b � 高级中学（高中）�

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但是，在日本如果没有高中毕业的资格，很不利于就职。高中有白天上课的

[全天制]和晚上上课的[定时制]。还分普通科、商业科、家政科等各种学科。 

考高中需要日本的中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历。还要参加入学考试并且合格才行。公立高中的入学

考试是在 3 月，私立高中的入学考试是在 1 月～2 月。还需要提前递资料报名。 

 

咨询：公立（县立）高中 茨城县教育厅“高中教育课”（TEL：029-301-5245） 

   私立高中 茨城县总务部总务课“私学振兴室”（TEL：029-301-2249） 

 

(1) 外国籍学生的考试（＝「外国学生的 特例入学者选拔」） 

县立高中针对外国籍学生，实行特殊的考试。通过特殊考试可以进入高中的名额是一所高中只

有 2 名。 

必备条件（下述全项） 

・外国国籍、来到日本、3 年以内 

・天制高中，和家长一起住在茨城县内、或入学前住到茨城县。 

・定时制高中，住在茨城县内或工作在茨城县内。 

・没有同时报考（报名）其他县的县立高中。 

 

(2) 外国人学校 

外国人学校是指国际性学校、特定国家的教育学校。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承认外国人学校的毕业

资格（报考日本的高中或大学时，不与承认该资格）。应另外接受[中学毕业水平 认定考试]

或[高中毕业水平认定考试]，合格者日本的教育制度才予以承认。详情请咨询。 

关于「中学毕业水平认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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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茨城县“义务教育课”（TEL：029-301-5220）gikyo@pref.ibaraki.lg.jp 

关于「高中毕业水平认定考试」 

咨询： 茨城县“生涯学习课”（TEL：029-301-5313）shogaku@pref.ibaraki.lg.jp 

 

※此外还有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专修学校（主要对象：初中、高中毕业生）。。 

 

4-4-3-c � 大学�

大学分国立大学（国家设置的）、公立大学（县、市设置的）、私立大学（学校法人设置的）。

还有学习期间短的叫短期大学。 

要想进入国立大学、公立大学时，首先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之后去参加各大学的入学考试。 

全国统一考试：全国范围内的考试。考试科目是自己志愿大学规定的科目。 

入学考试：统考分数低，会影响报考资格。考试方法各大学各学部都有所不同。详情请直接咨询

各大学。 

 

（各所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方法都不同。详情请直接咨询各大学。） 

 

水户市内有下述大。 

表 4-35 水户市内的大学・短期大学 

名称 种类 地点 电话号码 

茨城大学 国立 水戸市文京 2-1-1 029-228-8064

常磐大学 私立 水戸市見和 1-430-1 029-232-0007

常磐短期大学 私立 水戸市見和 1-430-1 029-232-0007

 

还有设有大学院的大学和大学院大学。详情请向各大学咨询。 

 

4-4-3-d � 特别支援教育�

(1) 幼儿语言・心理教室 

表 4-36 幼儿语言・心理教室 

教室名 地址 电话号码 

浜田幼稚園 ひまわり 学級 水戸市 浜田 1-1-2 029-221-6701 

常磐幼稚園 すぎの子 学級 水戸市 西原 1-3-65 029-221-6426 

緑岡幼稚園 たんぽぽ 学級 水戸市 見川町 2563 029-244-6220 

对象：担心语言及心理发育有问题的 4～5 岁的儿童（条件是要住在水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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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支援班级 

市立的部分小学、中学里为障碍儿童设有特别班级。请先向综合教育研究所咨询，之后就由各

方面专家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决定，对孩子 佳的指导方法。 

 

(3) 特别支援学校 

是为有生理缺陷或功能障碍的学生而办的特别学校。详情请咨询学校或综合教育研究所。 

 

表 4-37 水户近郊的特别支援学校 

 学校名 地址  电话号码 

县立 盲人学校 水戸市 袴塚 1-2-1 029-221-3388 

县立 水户聋哑学校 水戸市 千波町 2863-1 029-241-1018 

县立 水户特别支援学校 水戸市 吉沢町 3979 029-247-5924 

县立 水户饭富特别支援学校 水戸市 飯富町 3436-20 029-229-7453 

县立 内原特别支援学校 水戸市 鯉淵町 2570 029-259-5813 

县立 水户高等特别支援学校 水戸市 下大野町 6212 029-269-6212 

县立 友部东特别支援学校 笠間市 鯉淵 6528-1 0296-77-0647 

茨城大学 附属 

特别支援学校 

ひたちなか市 津田 1955 029-274-6712 

咨询： 水户市综合教育研究所（TEL：029-244-1331） 

 

4-4-4   日语 

(1) 日语教室（志愿者） 

面向成人的日语教室。根据自己的时间情况，谁都可以来听课。 

地点：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 154 页 4-9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表 4-38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的日语教室 

星期 团体名 时间 等级 
每 次 的 费

用 

星期二 オルビス 10am-12pm 初级・中级 ¥500 

星期三 フレンドリー 

ネイバーフッド 

10am-12pm 初级・中高级 ¥300 

星期三 メサフレンドシップ 10am-12pm 日常会话・汉字 ¥300 

星期四 ソフィア 10am-12pm 初级 ¥300 

星期五 メサフレンドシップ 10am-12pm 初级・中级 ¥500 

星期六 ラブニール 10am-12pm 初级・中级・高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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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茨城县县民文化中心分馆 2 楼 →157 页 4-10 咨询窗口 

表 4-39 茨城县县民文化中心分馆的日语教室 

星期 团体名 时间 等级 费用 

星期四 ふじの会 6:30pm-8:30pm 从入门到高级 ¥300 

 

地点：水户基督教会 

※学员多时，有不能听课的情况 

表 4-40 水户基督教会的日语教室 

星期 团体名 时间 等级 费用 

星期二 アガペ 6pm-7:30pm 初级・中级 ¥100 

星期四 アガペ 6pm-8pm 初级・中级・高级 ¥100 

 

地图 4-13 水户基督教会 

 

 

(2) 日语学校 

①水户国际日语学校 

招生对象： 

・在自己国家接受过 12 年以上的学校教育 

・日语学校毕业后、想考入日本的大学院／大学／短大／专门学校等的人 

日语：http://www.mito-nihongo.jp/JP/index.html 

英语：http://www.mito-nihongo.jp/En/index.html 

汉语：http://www.mito-nihongo.jp/Ch/index.html 

韩语：http://www.mito-nihongo.jp/K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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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常陆学院 

对象 

・在自己国家接受过 12 年以上的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结束后未满 5 年者 

日语：http://www.hitachi-l-s.com/jp/ 

英语：http://www.hitachi-l-s.com/eng/ 

汉语：http://www.hitachi-l-s.com/cn/index.html 

韩语：http://www.hitachi.or.kr/ 

 

(3) 日语能力考试（JLPT） 

是政府实行的日语能力的测试。在日本也可以在国外接受考试。考试时期为 7 月和 12 月（国外

有的考场只设一次）。提前 3 个月报名。 

日语、英语：http://info.jees-jlpt.jp/ 

 

4-4-5   工作 

要想在日本工作，首先请确认您的在留资格（签证）。签证上规定了活动范围。 

(1) 您的签证 

①允许工作吗？ 

②允许的是什么工作？ 

想从事签证未允许的工作时，请到入国管理局（65 页 4-1-1 入国管理局）申领资格外活动许可。 

 

(2) 想找工作、想接受就职指导 

表 4-41 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 

星期 时间 

星期一・星期二 8:30am-6:30pm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8:30am-5:15pm

星期六（仅限第 2、第 4 的星期六） 10am-5pm 

 

英语 葡萄牙语 →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10am-12pm & 1pm-3pm 

地址：水户市水府町 1573-1 

TEL：029-231-6221 

 

东京外国人雇用服务中心、信宿外国人雇用支援指导中心 

日语 http://tokyo-foreigner.jsite.mhlw.go.jp/gaikokujin_center_goann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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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http://tokyo-foreigner.jsite.mhlw.go.jp/english/spec_1/about/info_1.html 

汉语 http://tokyo-foreigner.jsite.mhlw.go.jp/chinese/info.html 

 

 

 

(3) 想咨询劳务方面的问题（薪金／劳动时间／休假／差别／雇用等） 

茨城劳动局（劳动条件咨询处） 

英语 西班牙语 → 星期二・第一星期四 

汉语→ 星期一・第一星期五 

9am-12pm, 1pm-4:30pm 

 

地点：水户市宫町 1-8-31 

TEL：029-224-6214 

 

 

 

 

地图 4-14 茨城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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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水户市役所 

表 4-42 水户市役所科室业务分担表续 

主要业务 
建筑

物 
科室名 业务内容 TEL 

手续 

A 市民课 (1 楼) 住民登记、户籍、印章登记、新建房

屋申请、证明书发行 
029-232-9156

A 国保年金课(1 楼)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医疗福祉、

后期高龄者医疗 
029-232-9166

A 市民税课 (3 楼) 市・县民税（申报）、所得证明书、 

课税证明书、摩托车（125cc 以下）

登录・废车・名义变更 

029-232-9138

A 收税课(3 楼) 税金（交纳・纳期）、纳税证明 029-232-9145

A 资产税课(3 楼) 拆毁房屋或土地、房屋的拥有者死亡

时的手续 
029-232-9141

B 地域安全课 (1 楼) 交通安全、防范、防灾、放置自行车 029-232-9152

B 卫生管理课(1 楼) 屎尿的回收、斋场、市营墓地 029-232-9160

生活・  

住房・  

街道 

C 水道部 收费课 

(2 楼) 

自来水（开始使用＆停用、水费） 
029-231-4111

C 水道部 供水课 

(2 楼) 

自来水（漏水、不来水、施工申请） 
029-231-4112

D 下水道  管理课 (1

楼) 

下水道接管、下水费 
029-259-2211

E 建筑指导课(1 楼) 建筑房屋时 029-232-9210

E 住宅课 (1 楼) 市营住宅（入住申请） 029-232-9200

D 道路管理课 (1 楼) 市道的管理 029-232-9195

B 环境课 (1 楼) 环境保护、公害对策、鸟兽保护 029-232-9154

福祉 

A 介护保险课 (2 楼) 有关介护保险制度 029-232-9177

A 高龄福祉课(2 楼) 高龄者福祉服务、高龄者设施、高龄

者的社会参与、地区总括支援中心 
029-232-9174

A 障碍福祉课 (2 楼) 残疾者手册、残疾者补贴、残疾者福

祉服务、帮助自立的医疗 
029-232-9173

A 生活福祉课 (2 楼) 生活保护、住房补贴 029-232-9171

A 福祉总务课 (2 楼) 灾害慰问、人权拥护、民生委员、儿

童委员 
029-232-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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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水户市役所科室业务分担表续） 

主要业务 
建筑

物 

科室名 业务内容 
TEL 

育儿・ 

教育 

A 儿童课 (2 楼) 

 

儿童补贴、儿童抚养补贴、孤儿养育

补贴、育儿支援、临时托保、学童俱

乐部、咨询 

029-232-9176

A 幼儿教育课 (2 楼) 幼儿园、保育所 029-232-9243

F 学校教育课 (2 楼) 小学、中学、就学援助、 

交通遗孤的就学奖励金 
029-306-8673

垃圾与回收 B 垃圾对策课 (1 楼) 
相关垃圾 029-232-9114

市政信息和 

市民参与 

B 市民咨询室 (1 楼) 法律行政咨询、市政意见 029-232-9109

B 水户魅力发布课 

(3 楼) 

｢宣传报水户｣ 
029-232-9107

E 市民生活课 (1 楼) 町内会、自治会 029-232-9151

 文化交流课 有关艺术・文化振兴、国际交流、和

平事业、市民会馆等业务 
 

 

A.  三之丸临时办公厅（水户站・北出口步行 10 分钟） 

地址：水户市三之丸 1-5-48／TEL：029-224-1111（电话总机号） 

 

地图 4-15 三之丸临时和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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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厅舍南侧临时办公厅 

地址：水户市 中央 1-4-1 

C.  水户第一大楼 

地址：水户市 中央 2-7-33 

D.  本厅舍前临时办公厅 

地址：水户市 中央 1-4-1 

E.  市民会馆东侧临时办公厅 

地址：水户市 中央 1-4-1 

 

地图 4-16 本厅舍 周边的临时办公厅 

 

 

 

 

 

 

 

 

 

 

 

 

 

千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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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水户市综合教育研究所 

地址：水户市 笠原町 978-5／TEL：029-244-1331 

 

地图 4-17 水户市综合教育研究所 

此外，还有 3 处[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可以办理各种手续。如：申领各种证明资料、居民登记、户籍、印章登记、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年金等。 

●内原派出所 

地址：水户市 内原町 1395-1／TEL：029-259-2211 

地图 4-18 水户市役所 内原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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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冢派出所 

地址：水户市 大冢町 1851-5／TEL：029-251-3211 

地图 4-19 水户市役所 赤冢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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つね

澄
ず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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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水户市大
おお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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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4-20 水户市役所 常
つね

澄
ずみ

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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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葬礼 

 亲近的人去世时，要去守夜或参加告别仪式。守夜是在告别仪式的前一天晚上进行。女性穿黑色服

装，男性穿黑西服系黑领带。参加守夜或告别仪式时，应准备[香典]钱，装入专用的[香典袋]里，

交给接待人员。请注意：香典钱不可以是崭新纸币。 

 守夜…亲戚朋友以及曾与故人关系密切的人，前来进行 后的告别。 

 告别仪式…故人的熟人或曾经接触过的人，前来进行告别的仪式。 

 ※如今已不存在特殊规定，可任意参加守夜或告别仪式。 

 

①「祭祀」… 法事、盂兰盆会 

   [法事]和[盆会]是为故人祈祷冥福的祭祀 

 

②法事 

事是人去世后在规定的日期里进行祭奠的仪式。如死后第七天为[初七日]法事，一年后为[一周忌]

法事。法事有初七日、一周忌、三回忌、七回忌、十三回忌、三十三回忌等。 

据说人死后在第 49 天才进入他界，所以[四十九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所有的法事不一定全都举行，是根据各家的情况而定的。办法事时邀请亲戚和故人的亲近朋友参

加。 

 

③盂兰盆会 

盂兰盆会是祭奠祖先之灵的祭祀。据说是将祖先之灵请回到家里。现在，日本多数地方将 8 月 13

日至 16 日的 4 天叫做[盂兰盆会]，但是，个别地方也有差异。 

 

 

 

 

 

 

 

 

 

 

 

 

 

茨城県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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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日本的节庆日 
表 4-43 日本的节庆日 

1 月 1 日 元旦 

1 月第 2 星期一 成人节 

2 月 11 日 建国纪念日 

春分日（3 月 20 日至 21 日前后） 春分 

4 月 29 日 昭和之日 

5 月 3 日 宪法纪念日 

5 月 4 日 绿色环保日 

5 月 5 日 儿童日 

7 月第 3 星期一 海之日 

8 月 11 日（2016 年起） 山之日 

9 月第 3 星期一 敬老日 

秋分日（9 月 23 日前后） 秋分 

10 月第 2 星期一 体育日 

11 月 3 日 文化日 

11 月 23 日 勤劳感谢日 

12 月 23 日 天皇诞生日 

 

 



152 

4-7   度量衡换算表 

 

表 4-44 长 度 

 

 

表 4-45 面 积 

 

 

表 4-46 重 量 

 

 

表 4-47 容 量 

 

 

温 度 

°F（华氏温度）＝1.8×°C（摄氏温度） + 32 

°C（セ氏
し

温度
お ん ど

）＝【°F（华氏温度）－32】 ÷ 1.8 

厘米
（cm）

米
（m）

公里
（km）

英寸
(″)

英尺
(ft)

码
(yd)

英里
(mi)/(ml)

1 0.01 ― 0.393 0.032 0.019 ―
100 1 0.001 39.37 3.280 1.0936 ―

― 1,000 1 ― 3,280.8 1093.6 0.6214
2.53 0.025 ― 1 0.083 0.0277 ―

30.47 0.304 ― 12 1 0.333 ―
91.44 0.914 ― 36 3 1 ―
― 1,609.30 1.609 ― 5,280 1,760 1

平方米
（㎡）

公亩
（ａ）

公顷
（ha）

平方公里
（k㎡）

平方英尺

(ft
2
)

英亩
(ac) 坪

つぼ

1 0.01 ― ― 10.764 ― 0.302
100 1 0.01 ― 0.107 0.0247 30.25

― 100 1 0.01 0.001 2.4710 3,025
― ― 100 1 ― 247.10 ―
0.092 0.0009 ― ― 1 ― 0.028
0.836 0.0084 ― ― 9 ― 0.252

4,046.90 40.469 0.404 0.004 ― 1 1224.18
3.305 0.033 ― ― 35.584 0.0008 1

公斤
（kg）

公吨
(t)

盎司
（oz）

磅
（lb）

吨
（美制）

1 0.001 35.270 2.2046 0.0011
1,000 1 0.0353 ― 1.1023
0.283 ― 1 0.0623 ―

0.4536 ― 16 1 ―
907.2 0.9072 ― 2,000 1

升
（ｌ）

加仑
（美制）

加仑
（英制）

1 0.2642 0.2200
3.7853 1 0.8327
4.5459 1.2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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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和历・阳历对照表 
表 4-48 和历・阳历对照表 

 和历的读法：明治（めいじ）、大正（たいしょう）、昭和（しょうわ）、平成（へいせい） 

和暦  西暦 和暦  西暦 和暦 西暦 和暦  西暦 

明治 45  
1912 

昭和 12  1937 昭和 39 1964 平成 2  1990 

大正元  昭和 13  1938 昭和 40 1965 平成 3  1991 

大正 2  1913 昭和 14  1939 昭和 41 1966 平成 4  1992 

大正 3  1914 昭和 15  1940 昭和 42 1967 平成 5  1993 

大正 4  1915 昭和 16  1941 昭和 43 1968 平成 6  1994 

大正 5  1916 昭和 17  1942 昭和 44 1969 平成 7  1995 

大正 6  1917 昭和 18  1943 昭和 45 1970 平成 8  1996 

大正 7  1918 昭和 19  1944 昭和 46 1971 平成 9  1997 

大正 8  1919 昭和 20  1945 昭和 47 1972 平成 10  1998 

大正 9  1920 昭和 21  1946 昭和 48 1973 平成 11  1999 

大正 10  1921 昭和 22  1947 昭和 49 1974 平成 12  2000 

大正 11  1922 昭和 23  1948 昭和 50 1975 平成 13  2001 

大正 12  1923 昭和 24  1949 昭和 51 1976 平成 14  2001 

大正 13  1924 昭和 25  1950 昭和 52 1977 平成 15  2003 

大正 14  1925 昭和 26  1951 昭和 53 1978 平成 16  2004 

大正 15  
1926 

昭和 27  1952 昭和 54 1979 平成 17  2005 

昭和元  昭和 28  1953 昭和 55 1980 平成 18  2006 

昭和 2  1927 昭和 29  1954 昭和 56 1981 平成 19  2007 

昭和 3  1928 昭和 30  1955 昭和 57 1982 平成 20  2008 

昭和 4  1929 昭和 31  1956 昭和 58 1983 平成 21  2009 

昭和 5  1930 昭和 32  1957 昭和 59 1984 平成 22  2010 

昭和 6  1931 昭和 33  1958 昭和 60 1985 平成 23  2011 

昭和 7  1932 昭和 34  1959 昭和 61 1986 平成 24  2012 

昭和 8  1933 昭和 35  1960 昭和 62 1987 平成 25  2013 

昭和 9  1934 昭和 36  1961 昭和 63 1988 平成 26  2014 

昭和 10  1935 昭和 37  1962 昭和 64
1989 

平成 27  2015 

昭和 11  1936 昭和 38  1963 平成元 平成 28  2016 

※「元年」：指第一年。昭和元年＝昭和 1 年。 

※明治 45 年至 1912 年 7 月 30 日止。大正元年从 1912 年 7 月 30 日起。 

 大正 15 年至 1926 年 12 月 25 日止。昭和元年从 1926 年 12 月 25 日起。 

 昭和 64 年至 1989 年 1 月 7 日止。平成元年从 1989 年 1 月 8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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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地址：水户市备前町 6-59 

TEL：029-221-1800 FAX：029-221-5793 

E-mail：mcia@mito.ne.jp URL：http://www.mitoic.or.jp 

开馆时间：9:00am～9:00pm 

闭馆日：星期一、节庆日、年底年初 

（星期一为节庆日时，星期二也闭馆） 

 

地图 4-21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活动 

(1)志愿者办的日语教室 

表 4-49 日语教室 时间表 

星期 团体名称 时间 水平 
费用 

（1 次） 

二 オルビス 

10:00～12:00 

初级、中级 ¥500 

三 

フレンドリーネイバーフッド

ジャパニーズクラブ 
初级、中高级 ¥300 

メサフレンドシップ 自由会话 ¥300 

四 ソフィア 初级 ¥300 

五 メサフレンドシップ 初级、中级 ¥500 

六 ラブニール 初级、中级、高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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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末沙龙 

参加者可以用多种语言进行交谈。不会日语也没关系。不需报名，免费参加。 

日期：每个月的第 1，第 3，第 4 星期六（计划也有变动的时候。） 

地点：水户市国际交流中心 2 楼大厅 

 

(3)国际交流派对等活动 

每年举办两次大型交流会。此外还为外国人举办日本料理学习班、日本文化体验活动等。详情请查

阅中心发放的传单、针对外国人的生活信息报「Culture Pot Mito」、水户市国际交流协会的网页。 

 

(4)面向外国人的活动（滑雪教室及市内参观） 

详情请查阅中心发放的传单、针对外国人的生活信息报「Culture Pot Mito」、水户市国际交流协

会的网页。 

 

(5)外国人咨询 

可以在服务窗口或通过电话进行各种咨询。 

接待时间为开馆日的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15 分。 

 

(6) 对外出租研修等活动会场 

对外出租国际交流、研修等活动使用的房间（只对团体，不对个人） 

申请方法 

直接来馆或电话预约后，至少提前使用日 3 天来馆办理手续，并付使用费。首次使用时，请递交

使用团体的性质及使用目的的有关资料。（根据使用目的判断是否借出） 

 

预约时间 

表 4-50 房间设施及预约时间 

 国际交流的目的 国际交流以外的目的 

多功能大厅 提前使用日 3 天至 6 个月  

提前使用日 3 天至 2 个月 研修室、实习室、 

料理室、和室 

提前使用日 3 天至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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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出租房间及使用费 

房间名 

Rooms 

楼层 

Floor 

定员 

Capacity 

使用时间及费用 

Fees 

多功能大厅 

Hall 

3 楼 

3rd 

90 人 

(摆椅子) 

120 人 

(不摆椅子) 

上午 (9am-noon) ¥3,600 

下午 (1-5pm) ¥4,800 

夜晚 (6-9pm) ¥4,800 

全天 (9am-9pm) ¥13,200 

研修室 

1，2，3 

Study Room #1-3 

3 楼 

3rd 
各 30 人 

上午 (9am-noon) ¥1,800 

下午 (1-5pm) ¥2,400 

夜晚 (6-9pm) ¥2,400 

全天 (9am-9pm) ¥6,600 

实习室 

Training Room 

3 楼 

3rd 
30 人 

上午 (9am-noon) ¥1,800 

下午 (1-5pm) ¥2,400 

夜晚 (6-9pm) ¥2,400 

全天 (9am-9pm) ¥6,600 

料理室 

Cooking Room 

3 楼 

3rd 
24 人 

上午 (9am-noon) ¥1,800 

下午 (1-5pm) ¥2,400 

夜晚 (6-9pm) ¥2,400 

全天 (9am-9pm) ¥6,600 

和室 

Japanese Style 

Room 

3 楼 

3rd 
24 人 

上午 (9am-noon) ¥1,200 

下午 (1-5pm) ¥1,800 

夜晚 (6-9pm) ¥1,800 

全天 (9am-9pm) ¥4,800 

国际交流为目的则为免费。（需要通过审查。）     

 

 

 

 

 

 

 

 

 水戸市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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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咨询窗口 
茨城县立县民文化中心分馆 

地址：水户市千波町后川 745, 2 楼 

外国人咨询中心（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TEL：029-244-3811 

可以用 9 种语言咨询有关法律、劳务、在留资格、结婚、离婚、教育、生活等问题。 

 

表 4-52 各语种的咨询日及咨询时间 

日语 星期一～星期五、8:30am-12pm, 1pm-5pm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8:30am-12pm, 1pm-5pm 

韩国语 星期二、8:30am-12pm, 1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korea/advice/index.html 

汉语 星期一、1:30pm-5pm 

星期三、8:30am-12pm, 1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chinese/advice/index.html 

印尼语 星期五、1:30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indonesia/advice/index.html 

西班牙语 星期二、8:30am-12pm, 1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spain/advice/index.html 

葡萄牙语 星期一、8:30am-12pm 

星期四、8:30am-12pm, 1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portugal/advice/index.html 

他加禄语 星期四、8:30am-12pm, 1pm-5pm 

请查阅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tagalog/advice/index.html 

泰国语 星期三、8:30am-12pm, 1pm-5pm 

星期五、8:30am-12pm, 1pm-5pm 

请请请 http://iia.sakura.ne.jp/kokusai/thai/advi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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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4-22 茨城县国际交流协会 

 

水户站・南出口步行 15 分钟 

 

 

◆其他 

表 4-53 可以用外语接待的窗口 

名称 内容 住所
じゅうしょ

・電話番号
で ん わ ば ん ご う

 

东京出入境管理局 水户派出所 

65 页 4-1-1 出入境管理局 

在留资格（签证） 水户市城南 2-9-12 

029-300-3601 

茨城劳动局（劳动条件咨询处） 

142 页 4-4-5 工作 

劳动条件 水户市宫町 1-8-31 

029-224-6214 

职业介绍所（公共职业安定所） 

142 页 4-4-5 工作  

就职 水户市水府町 1573‐1 

029-231-6221 

水户税务署（缴纳给国家的税） 主要是所得税 水户市北见町 1-17 

029-231-4211 

(需要翻译时、请按 2、预约

面谈咨询) 

水户县税事务所（缴给县的税） 主 要 是 机 动 车

税、 

县民税（居民税）

水户市栅町 1-3-1 

029-221-6768 

水户市市民税课（缴给市的税） 

144 页 4-4-6 水户市役所 

主要是轻型汽车

税、市民税（居

民税） 

水户市三之丸 1-5-4、 

三之丸临时办公厅 

029-23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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