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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欢迎您来到米泽！米泽市四周被吾妻，饭峰等美丽的群山所怀抱，曾是

战国时代上杉家的城堡所在之地，因此是一座被称为“上杉城下之街”的历

史悠久的名城。 

对于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而言，在米泽生活想必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不明

之处，为此我们编写了此书，希望由此能为大家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本书记载了一些在米泽生活时必须的或相关的有用信息，希望阅读后能

给您带来方便。 

另外，为了下次改版时能更进一步提高本书的便利性和实用性，我们随

时征求大家使用后的反馈和意见。 

※本书中引用的相关数据，截至于平成 22 年 1 月。 

 

                      米泽市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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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ⅠⅠⅠ    紧急时的对策紧急时的对策紧急时的对策紧急时的对策    
   

１１１１    遭遇遭遇遭遇遭遇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或或或或犯罪犯罪犯罪犯罪事件时事件时事件时事件时（（（（请请请请拨打拨打拨打拨打 110110110110））））    
    不慎遇到交通事故、犯罪事件或是被偷时，请拨打 110 报警。 

   报警时，请沉着冷静地先告知是由，如“出车祸了 jikodesu”、或是“有小偷

doroboudesu”，然后简洁说明地点，并告知自己的住所和姓名。 

 

２２２２    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派出所    
   在日本，除了有警察局外，还有被称作“交番 koubann”的警察的派出所分布

在各个地区。 派出所为了保护地区居民的安全，通常负责进行地区内巡视、犯

罪事件调查、保护迷路孩童及醉汉、指引道路和管理遗失物品等各式各样的任务。

因此，当您遇到麻烦时请随时咨询。 

 

３３３３    突发急病时突发急病时突发急病时突发急病时（（（（请拨打请拨打请拨打请拨打 119119119119））））    
当您的身边突发以下急性事件急需救助时，请拨打 119，例如突发急重病时，

或是遭遇交通事故受重伤时，或是发生煤气中毒事件时，或是被严重烧伤时等等。

拨通 119 后，消防队会派遣救护车，并负责将病人急送医院。（免费） 

   但是，若病情或伤势较轻时，不可使用救护车，而是必须叫出租车或是用自

家车去医院。 

 

４４４４    发生火灾时发生火灾时发生火灾时发生火灾时（（（（请请请请拨打拨打拨打拨打 119119119119））））    
   万一造成火灾或发现火灾时，要先大声喊「起火了（kajida）！」，以告知众人

并请求帮助。然后，立即拨打 119 向消防队通报火情。通报时要清楚说明不是急

救而是火灾，并告知火灾地点、醒目的标志物、通报人姓名、电话号码。平时没

事时可在电话旁或醒目处贴上英文字母写成的自家地址，万一有事时肯定会有帮

助。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①  拔掉安全塞 

②  将软管出口处对准起火处 

③  紧握喷射把手 

④  照准着火处喷射 

另外、用灭火器等进行初期性灭火时，作用范围只限于火势在烧到房顶之

前，当火势延烧到房顶之后，请务必去安全处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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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５    地地地地        震震震震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即使万一发生了地震，沉着冷静行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１１１１））））万一地震发生时万一地震发生时万一地震发生时万一地震发生时：：：：    

• 立即关掉煤气灶或暖炉的火。 

• 打开门确保出口畅通。 

• 躲到结实的桌子或台子下面护身。 

•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确保信息源，必要时去附近的学校或公民中心等避难场所避

难。不可开车去，要步行前去避难。 

• 到了外面，要远离有倒塌危险的自动售货机或围墙等。 

 

 

（（（（2222））））预防地震必备事项预防地震必备事项预防地震必备事项预防地震必备事项：：：：    

• 请将沉重的家具或容易倒塌的家具固定在墙壁上。 

• 请不要在高处放置重物或易碎物品。 

• 请事先确认好从家里出发的安全避难路径和附近的避难场所。 

•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就经常性预备好以下非常时期时的急用携带物品。 

＊ 水（1 天 1 人３立升左右） 

＊ 食物（罐头食品、干燥食品、真空包装食品、等等） 

＊ 贵重物品（现金、保险卡、姓氏印章、等等） 

＊ 衣物（内衣、手套、毛巾、防寒衣物、等等） 

＊ 医药品（创可贴、绷带、药品、等等） 

＊ 其它（携带型收音机、手电筒、电池、蜡烛、火柴、台式微型罐装煤气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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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ⅡⅡⅡ    商谈服务窗口商谈服务窗口商谈服务窗口商谈服务窗口    
  

（（（（１１１１））））市内的服务窗口市内的服务窗口市内的服务窗口市内的服务窗口    
米泽市国际化担当部门和米泽市国际交流协会（ＹＩＲＡ）提供日语和英语

的商谈服务，其内容有介绍日语教室以及关于生活方面的各种商谈等服务。愿

其能成为您的贴身服务窗口。 

 

   商谈・ 咨询处：米泽市国际化担当部门  

米泽市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米泽市金池 5－2－25 米泽市政府内 

 

 

（（（（２２２２））））外国人商谈服务窗口外国人商谈服务窗口外国人商谈服务窗口外国人商谈服务窗口（（（（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ＡＩＲＹ）ＡＩＲＹ）ＡＩＲＹ）ＡＩＲＹ）    
   财团法人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ＡＩＲＹ）开设有以下语种的商谈服务窗口，

提供免费的相应母语商谈。当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小麻烦时或是有各种各样的问

题时，请随意前去商谈。 

 英  语：星期二～星期六 ――――――― 10:00～17:00 

 汉语：星期二・ 星期五   ――――――― 10:00～14:00 

 韩语・ 朝鲜语：星期四・ 星期六 ―――― 10:00～14:00 

 葡萄牙语：星期三・ 星期五     ―――― 10:00～14:00 

 日语：星期二～星期六   ――――――― 10:00～14:00 

 

 商谈联系方式：商谈专线电话 023－646－8861 

财团法人山形县国际交流协会（ＡＩＲＹ） 

     山形市城南町 1－１－1 霞城セントラル 2 楼  

     山形县国际交流中心 

 

（（（（３３３３））））国际志愿国际志愿国际志愿国际志愿者中心山形者中心山形者中心山形者中心山形    （ＩＶＹ）（ＩＶＹ）（ＩＶＹ）（ＩＶＹ）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国际志愿者中心山形（ＩＶＹ）免费提供关于生活全方面的

商谈。 语种有汉语、韩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西班牙语、英语。 

    咨询处：电话 023－634－9830・ 090－2365－1208 

 

（（（（４４４４））））一般性的商谈窗口一般性的商谈窗口一般性的商谈窗口一般性的商谈窗口    
   除了上述商谈外，在米泽市政府内或其它会场内还设有仅限日语的各种商谈。

例如关于法律方面的各种事情或事件等，可在上述场合向律师或行政书士等专家

们咨询。详情请参考市报的每月 15 日发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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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ⅢⅢⅢ    诸诸诸诸重要手续重要手续重要手续重要手续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１１１１    外国人登记外国人登记外国人登记外国人登记    
    

(1)(1)(1)(1)初初初初次次次次申请申请申请申请登记登记登记登记时时时时    

当您在日本的逗留期间超过 90 天时，就必须进行外国人登记。 

○申请时期 

 ・ 由国外进入本国时，从初到之日起开始计算在 90 天内必须履行手续 

 ・ 在日本国内出生的外籍婴儿，必须在出生后 60 天内履行手续 

○申请人 

 ・ 已满 16 周岁的情况下由本人申请 

 ・ 未满 16 周岁的情况下由代理人代办申请（如父母等） 

○申请时必备物品 

 ・ 照片 2 张（宽 3.5cm×长 4.5cm、未满 16 周岁者不需要） 

 ・ 护照 

○其它 

 ・ 由于登录证明书需经入国管理局审批制作，故申请后约需过 2 周才可领取。 

・ 办理申请后，请您在「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交付预定期间指定书」上记载的

指定交付日期内，前去市政府的办事窗口处领取。 

 ・ 外国人在日居留期间需履行随身携带此登录证明书的义务。 

    

    

(2)(2)(2)(2)申请申请申请申请变更登录时变更登录时变更登录时变更登录时 

  当登录证明书上的已记载事项发生现况变更时，请办理变更登录申请手续。 

○申请时期 

・ 当出现地址、姓名、国籍、职业、在留资格、在留期间、工作单位等的变

更情况时，请在发生变更之日起 14 天内前去申请。 

・ 当发生上述以外的登录事项（例如：护照号码等）发生变更时，请在其次  

  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时同时申请。 

○申请人 

 ・ 本人或同居家属 

○申请时必须证件 

・ 登录证明书 

・ 护照以及在留资格证明书（办理在留资格、在留期间的变更手续时） 

・ 能证明已发生变更的证明文件 

○其它 

・ 变更事项记载于登录证明书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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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发生姓名以及国籍的变更时，同时需要办理更换新证申请手续。 

 

 

 

 

 

 

（（（（３３３３））））        申请申请申请申请更换新证更换新证更换新证更换新证时时时时    

○申请是由 

・ 登录证明书明显被破损、或是被污损时 

・ 登录证明书的背面记载栏内无法再添加记载时 

・ 发生姓名、国籍的变更时 

・ 对于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国籍的登录内容的订正 

○申请人 

・ 需和初次登录申请时是同一的申请人 

○申请时必备物品 

・照片 2 张（宽 3.5cm×长 4.5cm、未满 16 周岁时不需要） 

 ・护照 

・登录证明书 

 

 

（（（（４４４４））））    申请申请申请申请确认确认确认确认（（（（更换更换更换更换））））时时时时    

    每隔几年（1 年～5 年、或是 7 年）必须办理一次登录证明书的更新手续。 

○申请时期 

 ・ 未满 16 周岁的人，在满 16 周岁之日起 30 天以内办理申请 

 ・ 满 16 周岁以上的人，按照登录证明书上所记载的申请期间办理申请 

○申请人 

 ・ 本人 

○申请时必备物品 

 ・ 和办理更换新证时所需的「申请必备物品」栏内记载的内容相同 

 

 

（（（（５５５５））））    申请补发新证时申请补发新证时申请补发新证时申请补发新证时    

○申请是由 

・ 当登录证明书被遗失、被偷窃或消失时 

・ 再入国时遗忘了带回登录证明书 

○申请人 

 ・ 需和初次登录申请时的「申请人」栏内记载的是同一的申请人 

○申请时必备物品 

・ 照片 2 张（宽 3.5cm×长 4.5cm、未满 16 周岁时不需要） 

 ・ 护照 

 ・ 申请理由书以及事实证明书（被偷窃申请证明书、火灾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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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６））））交还登录证明书时交还登录证明书时交还登录证明书时交还登录证明书时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交还其所持的登录证明书。 

・ 出国时交还给入国审查官 

 ・ 取得日本国籍后或是已死亡后，在 14 天内交还市政府 

 

 

（（（（７７７７））））登录元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登录元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登录元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登录元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已进行外国人登录的外国人，需要时可以领取相应的登录元票记载事项证明  

书。即相当于日本人的住民票的复印件的文件。每张费用是 400 日元。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市民科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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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    相关在留的手续相关在留的手续相关在留的手续相关在留的手续    
   外国人在日本长期居留时，需依情况办理在留期间的延长、在留资格的变更、

再入国的手续等事项。此类手续均须在离家最近的地方入国管理局办理，原则上

需要申请人亲自去入国管理局申请办理。根据申请内容的不同，其必须递交的资

料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请事先向入国管理局咨询确认。 

 

（（（（１１１１））））面向外国人面向外国人面向外国人面向外国人的的的的商谈室商谈室商谈室商谈室    

    

设在仙台入国管理局内的「外国人在留综合信息中心」免费提供关于外国人入

国、在留等方面的手续办理方法的咨询服务。 

 〔咨询内容的指引〕 

  ○关于在留资格的取得以及变更、在留期间的变更、永住许可等相关在留的

诸手续的办理方法 

  ○关于邀请配偶等入国时的各种相关手续的办理方法 

 〔商谈日期的指引〕 

   英  语    周一起至周五 

   汉  语   周一・ 周二・ 周四・ 周五    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 

   韩  语   周一・ 周四 

    西班牙语   周三・ 周五 

 〔商谈时间的指引〕 

   9:00～12：00，13：00～16：00 

   您也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电话号码 022-298-9014 

 

＜入国管理局的所在地＞ 

(1)仙台入国管理局          

 

 

 

 

 

 

 

 

 

 

 

 

仙台市宫城野区五轮 1-3-20 仙台第二法务合同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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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出生出生出生出生・・・・死亡的申报死亡的申报死亡的申报死亡的申报    
 

(1)(1)(1)(1)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申报申报申报申报    

   请向市政府递交结婚申报书。 

   递交结婚申报书时还需要同时出具「婚姻用件具備证明书」和「出生证明书」

等的附加文件，详情请具体咨询。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市民科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2)(2)(2)(2) 出生申出生申出生申出生申报报报报    

   当您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后，请在 14 天内前去市政府市民科递交「出生申报书

（医院内提供附有出生证明书的申报用纸）」。届时请同时携带「母子健康手册」。 

 

   办完「出生申报」手续后，还需进行孩子的外国人登记。但如果父母双方中

有一方是日本人的话，孩子就可以取得日本国籍，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外国人登记。 

 

   另外、如果母亲加入在国民健康保险中，就可以领取出生育儿一时金，请携

带印章前去市民科的办事窗口办理申请手续。 

（如果是在工作单位内加入的健康保险，就请在工作单位内咨询） 

与此同时、也请办理交付「婴幼儿医疗证」的手续和领取儿童津贴的手续，以

便可以领取婴幼儿的医疗费补贴。 

 

   另外、如果婴儿出生后在日本逗留超过 60 天的话，必须在出生后 30 天以内

到入国管理局申请并取得在留资格。 

 

 

(3)(3)(3)(3) 死亡申报死亡申报死亡申报死亡申报    

如果出现了在日本死亡的情况，亲属或是同居者须在 7 天以内向市政府市民 

科提交附有医生的死亡诊断书的「死亡申报书（医院内提供申报书用纸）」。 

 

   另外、应同时返还死者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以及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者的

「国民健康保险证」。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市民科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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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    印章印章印章印章    
 

(1)(1)(1)(1) 印章的种类印章的种类印章的种类印章的种类    

   在日本、人们通常使用刻有自己的姓或名的印章（手戳），其意义和签字相同。 

   印章分为「实印」（即已经注册过的正式印章）和「承认印」(即未经注册过

的印章)，在市政府办过登记注册的印章称为「实印」，除此以外的为了区分于前

者而被称为「承认印」。 

 盖上「实印」并同时提交实印的登录证明书，由此就可以证明所有者的行为具

有法律效力。该行为可以使用在合同签约时或是法律行为中、以及办理汽车的登

录手续时等。「承认印」可以用于例如开设银行账户等相对比较轻易地场合。印章

由印章制作店承做。定制「实印」时，须注意有一定的条件。 

 

(2)(2)(2)(2) 印章登录印章登录印章登录印章登录    

已办外国人登录且 15 周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市政府的市民科进行印章注册登录。

申请时每人仅限 1 个而且必须由本人前去办理。申请办理时的所需之物是「外 

国人登录证明书」等可以证实身份的证件和需要登录的印章。 

 注册登录时须注意要使用于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上所记载的名字（通用名）相同。

但是、用英文字母标刻的印章不可以注册登录。 

 办完手续后，即交付「印章登录证」。此证在以后申请办理「印章登录证明书」

的交付时须要出示。 

   另外有一些印章不可登录，具体详情请咨询市政府市民科。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市民科 电话 2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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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５    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健康保险    
由于日本实行全民皆参加保险的制度，所以人人都有须履行加入公家医疗保

险的义务。公家医疗保险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作单位处加入的健康保险，另

一种是在市区町村役所处加入的国民健康保险。 

 

 

(1)(1)(1)(1)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    

国民健康保险是以自营业、农业从事者、已退休者等人群、以及没有加入

其它健康保险的人群为对象的公家保险制度。 

 

  除了在工作单位已有加入健康保险的人和正在领取生活特别保护补助金的人

以外，其余人均必须加入。如果不加入保险的话，就须支付所花医疗费的全额。 

 

(a)加入手续 

请在市政府的外国人登录办事窗口办理手续。必须证件是外国人登录证明

书。 

 

如果是在日本有居留 1 年以上的预定，并且已办完外国人登录手续，但没有在

工作单位加入健康保险的情况下，就可以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该保险随时可以加

入，但保险的开始日期要追溯到迁入之日起计算。 

 

(b)医疗费的支付方法 

已加入健康保险的人，支付医疗费时在医疗机构的办事窗口支付全额医疗费的

３０％即可。前去看病时，请您向医疗机构的办事窗口出示保险证。 

 

(c)保险税的交纳方法 

保险税原则上是由户主作为代表交纳全家人的税金。当您接收到市政府所发的

纳税通知书后，请在指定期限内前去交纳。保险税的计算方法，因家庭构成、收

入、资产、以及其它要素而导致因人而异，并且每年都会有变动。 

 

   当在年度中（即不到该年度的年底）就因要回国而不得不退出保险时，保险

费将被重新计算，即使退出了保险，也必须支付最后清算所得的要支付金额。详

情请前去担当办事窗口具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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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需要申报的事项 

①  改变地址时（在米泽市内） 

②  调动工作到米泽市外时 

③  加入工作单位处的健康保险时 

④  孩子出生时、户主改变时或死亡时 

⑤  保险证丢失时、或是受污损时 

⑥  退出保险时（如须归国时等）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国民健康保险担当科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2)(2)(2)(2) 在工作单位加入的健康保险在工作单位加入的健康保险在工作单位加入的健康保险在工作单位加入的健康保险    

就职于公司时，就须加入被用者保险（社会保险）。 

详情请具体咨询工作单位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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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６    税金税金税金税金    
(1)(1)(1)(1) 所得税所得税所得税所得税    

所得税是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之一。通常是在 2 月 16 日起到 3 月 15 日之间，

向税务署申告前年 1 月 1 日起到 12 月 31 日为止的所得总收入，由此纳税。工薪

人员则直接在工资内被扣取税金。 

 

咨询处：米泽税务署 米泽市门东町 1-1-9 电话 22-6320 

 

 

(2)(2)(2)(2) 住民税住民税住民税住民税    

县民税是向县交纳的税金之一，市民税是向市交纳的税金之一，该年度 1 月 1

日时点所处居住地的市政府会一并征收上述的两项税金。税额大小依据前年 1 年

的总计收入计算而定。纳税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征收方法，即针对事业经营

者等，市政府发放纳税通知书以通知其纳税，从 6 月起到第二年的 3 月为止分为

10 次纳税。另外还有一种是特别征收方法，即针对工薪人员，市政府发放特别征

收税额通知书到工作单位，由单位负责人通知相应纳税人，并在 6 月到第二年 5

月之间分为 12 次交纳，方法是由工作单位每月在该当者工资内扣除其该付的税金

部分。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 电话 22-5111（关于税务）税务科  

                 （关于纳税）纳税科 

 

 

(3)(3)(3)(3) 轻型汽车税轻型汽车税轻型汽车税轻型汽车税    

轻型汽车税或是摩托车等的税金，向该年度 4 月 1 日时点的所有者（使用者）

征收。当买车或作废车、或是将车转让他人时，以及住所迁出米泽市时都必须办

理手续。 

请先向下述办事窗口确认好办手续时所需物品和资料后，再办理申请手续。 

 

 

 

 

 

 

 

 

 

 

 

*上表中带此印记的项目，可以在以下的地方申请代行办理。（需支付代行手续费） 

(社)山形县自家用汽车协会县南支部 

米泽市窪田町窪田 325-5 电话 37-3245  

 

 

 

 

 

车辆种类车辆种类车辆种类车辆种类    办理手续的窗口办理手续的窗口办理手续的窗口办理手续的窗口・・・・咨询处咨询处咨询处咨询处    

助动车（125cc 以下） 

小型特殊用途汽车（农耕用、其它） 

米泽市政府 市民科 

米泽市金池 5-2-25 电话 22-5111 

*轻型汽车（含三轮、四轮等） 

*摩托车（125cc 以上～250cc 以下） 

    (二轮的轻型汽车) 

山形县轻型汽车协会 

山形市立谷川 3-3553-2 

电话 023-686-3600 

*摩托车(251cc 以上) 

   （二轮的小型汽车） 

东北运输局山形运输支局 

山形市大字漆山字行段 1422-1 

电话 023-686-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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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除上述事项以外、还有需缴纳固定资产税等的市税的情况，具体请咨询。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 税务科 电话 2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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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７７    养老金养老金养老金养老金    
在日本居住的 20 周岁以上 60 周岁未满的人，均必须加入国民养老保险。还

有在已加入国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加入厚生养老保险、共济组合保险的制度。 

 

(1)(1)(1)(1) 国民养老保险国民养老保险国民养老保险国民养老保险    

a) 加入・交纳方法 

必须在市政府申请办理，然后交纳保险金。根据纳付书的上的协定，去指定

的金融机关办事窗口交纳，或是直接账户转账。 

 

b) 当支付有困难时 

没有收入的人、或是收入相当少导至支付保险金有困难时，依据情况可以申

请免除全额保险金或是免除一半保险金。另外、对于学生，请利用｢ 学生纳付特例

制度｣ ，由此可以迟缓交纳保险金。 

  

c) 养老金的支付 

老年人基础养老保险、残疾人基础养老保险以及其它等、由于根据支给种类

的不同，其条件也有所不同，所以具体详情请咨询。 

 

(2)(2)(2)(2) 厚生厚生厚生厚生（（（（即福利即福利即福利即福利））））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养老保险    

就职于公司时，即加入厚生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由雇主承担 

１／２，其余部分直接从工资里扣除。 

   至于领取方法则基本相同于国民养老保险。 

 

 

（（（（３３３３））））归国时归国时归国时归国时    

国民养老保险、以及厚生养老保险中包含有退出保险一时金支付制度。 

此制度内容如下：当外国人在日本居留时，如果满足已加入养老保险并且已支付

了 6 个月以上的保险金的条件的话，那么只要在归国后 2 年以内按照规定手续办

理申请的话，就可以领取退出保险的一时金。 

另外、也有在当事人归国后仍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情况。 

 

详情咨询时、关于厚生养老保险请咨询就职单位 

       关于国民养老保险请咨询米泽市政府 电话 22－5111 另外 

       关于米泽养老保险事务所 请致电 22－4220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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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ⅣⅣⅣ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１１１１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    
租赁房屋时，一般方式通常是委托房地产中介公司代为寻找。最好是先考虑好

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住房条件，然后不妨邀请日本人的朋友、工作单位的同事

等人一同前往房地产中介公司进行商谈为好。 

 

 

 

 

 

 

 

(1(1(1(1））））单户住房或公寓单户住房或公寓单户住房或公寓单户住房或公寓的租赁方法的租赁方法的租赁方法的租赁方法    

 a)初次签约时 

 ・合同书 

请您填写好租赁合同书上的必要事项并盖上印章。请务必听取对于合同书内

容的说明，确认不明之处，完全明白之后再签字、盖章。 

・保证人 

在合同书上签字时必须有保证人。尽可能请日本人来做保证人。当租赁人（即

租房人）不能履行合同书上所规定的必须承担的责任时，保证人须代其履行

责任。 

・礼金 

也称权利金，是支付给房东的酬金。其金额大小相当于１～2 个月的房租，

退房时不会被退还。根据地区不同，也有无需支付礼金的地方。 

 ・押金 

保证金支付给房东，签约时针对出现拖欠房租或损坏房屋的情况而征收的

补偿金。在退房时，从保证金里扣除房间的修理费用后若仍有剩余，则将退

还该剩余部分。一般说来、保证金额约是１～3 个月的房租。 

・中介费 

这是支付给房地产中介公司的手续费，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 

・房租 

这是指 1 个月的租赁费。通常、需要在每月月末之前预付下个月的房租。 

 ・公益费 

这项费用的用途是保护和维修公用部分（如楼内的楼梯、过路、其它）。 

综合以上内容、在初次签约时的必备金额约是 4～5 个月的房租的总计金额。 

 

 

b) 更新合同 

  当出现需更新租赁合同的情况时，必须办理再次签约的手续。 

  此时、也有需支付房地产中介公司手续费的情况。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在日本一般使用「坪」或「畳」作为单位来标示房屋房间的面积大小。 

  1 坪＝2 畳≒3.3058 ㎡≒35.583 平方英尺 

  1 畳（日式榻榻米 1 张的面积）约合 1.8ｍ×0.9ｍ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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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解约 

  由于搬家等情况而导致需办解约手续时，必须依据合同内容事先通知对方（一

般是 1 个月之前）。如果没通知对方就擅自退房、或是直到退房之时才告知对方

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必须连带支付下个月房租的情况。另外、搬家时要支

付清水电费，并将房间打扫干净，恢复其原有的状态。 

 

 

((((２２２２））））公营住宅的租用方法公营住宅的租用方法公营住宅的租用方法公营住宅的租用方法    

    公营住宅是由县或市等公家机关经营的低廉房租住宅，面向有住房困难的

低收入者。申请时必须去各自相应的担当部门办理手续，如果申请者人数过多

时，将抽签决定。 

 关于市营住宅的咨询处：米泽市建筑住宅科 电话 22-5111 

 关于县营住宅的咨询处：山形县置赐综合支厅建设部建筑科 

                电话 26-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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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    用电用电用电用电    
 

 (1)(1)(1)(1)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    

    搬家后初次用电时，请将配电盘上的全部开关打到「入（即中文“开”）」

字处。确认已通电后、请在邮箱或是配电盘周围拿取相应的用电申请用明信片，

填写好地址・ 姓名・ 电话号码・ 迁居日，然后邮寄给东北电力公司。（这就是用

电的申请方法） 

     若不通电时、请拨打以下的电话咨询。 

   东北电力米泽营业所 电话 22-6310 

 

 (2)(2)(2)(2)电费支付方法电费支付方法电费支付方法电费支付方法    

    支付电费时可以采用银行或邮电局的银行账号自动转账方式来支付的方法，

也可以采用持收费单直接到附近的金融机关・ 日夜便利店等处去支付的方法。

另外、如果过了指定支付期限还未支付的话，则会被加收滞纳金，加入下月电

费中一起征收。 

  

    (3)(3)(3)(3)关于电器用品关于电器用品关于电器用品关于电器用品    

    米泽市的供电电压和频率是 100 ・Ｖ 50Ｈｚ。电器用品在使用之前请先确认

其是否符合此规格。 

 

 (4)(4)(4)(4)非停电非停电非停电非停电造成的各造成的各造成的各造成的各种种种种断电断电断电断电情况及情况及情况及情况及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当超负荷用电、或是发生短路时，配电盘上的自控系统会自动跳闸，造成

断电。此时相应的关掉部分正在使用中的电器，再推上电闸的话，就可以恢复

供电了。 

 

    (5)(5)(5)(5)中止用电方法中止用电方法中止用电方法中止用电方法    

    由于迁居等原因需要中止用电时，请在迁居日的 5 天之前电话告知东北电

力米泽营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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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    自来水自来水自来水自来水    
    
(1)(1)(1)(1)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使用申请方法    

    在日本、自来水可以作为饮料水直接饮用。 

    当您需要开通自来水时、请在米泽市水道部拿取「给水装置・ 排水设备异

动申请」表，在表上填写好必要事项，房地产所有者（租房时房东）和使用者

本人均须签字盖章，然后递交到米泽市水道部的办事窗口处。 

 

(2)(2)(2)(2)付费方式付费方式付费方式付费方式    

    水费每月以收费单通知交纳。在可以使用公共下水道的地方，同时需要支

付下水道费。 

    支付方法可以通过金融机关的账户自动转账支付，还可以持收费单直接到

附近金融机关去支付。 

 

(3)(3)(3)(3)出故障时出故障时出故障时出故障时    

  当发生漏水或水管破裂等故障时，首先请关闭水阀，然后再联系水道维修业

者。 

 

(4)(4)(4)(4)防止水管冻结的对策防止水管冻结的对策防止水管冻结的对策防止水管冻结的对策    

    在冬季、当气温下降到零下４℃（摄氏）以下时，可能会发生水管冻结的

情况，因此夜间或是长时间不用水时，为了防止冻结，请进行「干水」（即将水

管中的水放干）。万一发生了冻结，请先打开水龙头，再将毛巾卷在水管上，然

后向包裹有毛巾的地方浇温水，如此反复后就会出水。当上述行动不解决出水

问题时，请联系水管维修单位。 

  

「干水」的方法 

①  打开水龙头放水。 

②  出水时、将干水阀手柄向右旋转到底。 

 

(5) (5) (5) (5) 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    

  由于迁居等原因需停止用水时、或是阶段性长时间停止使用时、请在此 1

周之前联系水道部，并向其告知自己的地址、姓名、迁居日、迁出地址、清算

后的费用支付方法等事项。 

 

    咨询处：米泽市水道部 米泽市金池 5-1-23 电话 22-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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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４    煤气煤气煤气煤气    
  

 米泽市使用液化煤气。 

 

(1) (1) (1) (1) 使用申请使用申请使用申请使用申请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请先联系液化煤气经营店、随后相应工作人员会前来打开煤气，并教授使用

方法。 

 

(2) (2) (2) (2) 付付付付费费费费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煤气费的支付方法：每月检针计费后，可以选择由收费人上门收费的支付方

式、也可以利用账户自动转账的支付方式。 

 

(3) (3) (3) (3) 发生漏气时发生漏气时发生漏气时发生漏气时    

 如果发现有煤气泄漏，请打开门窗、闭上煤气阀和煤气表计针，然后再联系

液化气经营店。 

 液化气比空气重，因此可以用扫帚将其扫出去。 

 

(4) (4) (4) (4) 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停止使用时 

 当需要停止使用煤气时、请提前数日联系液化气经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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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５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1) (1) (1) (1) 新新新新装电话时装电话时装电话时装电话时    

  当家里需要新装电话时、请联系ＮＴＴ。 

  申请安装时、需要出示能够证明姓名、地址的证件（如护照或外国人登录证

明书、驾驶执照等）。安装时要收费。 

 申请时要预先决定好安装日。安装日当天必须要有人在家。 

 详情请咨询、咨询时请拨打无需拨区号的电话号码１１６。 

 

a) 使用手机等时 

 需要使用手机时、请前去各相应公司具体咨询。 

 

b) 支付费用时 

 每月的电话费收费单会邮寄上门。至于支付方法、可以持收费单直接到金融

机关・ 日夜便利店或是该当电话公司前去支付，也可以采用金融机关的账户自动

转账方式支付。 

 

(2) (2) (2) (2) 国内电话国内电话国内电话国内电话    

 米泽市的市级区号是（０２３８）。从市外打进本市时，请拨打该市级区号。 

a)电话号码的表示方法 

  0238－12－3456  ①市级区号（米泽市是 0238） 

①    ②  ③  ②市内区号 

            ③用户号码 

b) 长途电话 

  拨打长途电话时、除ＮＴＴ电信公司以外，还有以下同类服务公司。 

 ＫＤＤＩ     咨询：电话 0077-777 

 日本电话株式会社  咨询：电话 0088-82 

 

c) 各种咨询号码 

 拨打 116―关于ＮＴＴ的咨询、新装电话、移动电话时 

 拨打 117―时间向导（收费） 

 拨打 113―电话故障时 

 拨打 104―电话号码查号台（收费） 

 拨打 106―对方付费电话（接线员导向） 

 拨打 177―天气预报（收费） 

 

d) 公用电话 

 电话亭或是车站、各家商店前等处设有粉红色、绿色、灰色的公用电话。其

中大部分都是绿色或灰色的，可以使用电话卡或 10 日元、100 日元的硬币。但是、

使用 100 日元时有多余也不找零。市内电话每分钟 10 日元。当您听见了表示通话

快结束的信号时，请立即追加投入硬币或是插入电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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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国际电话国际电话国际电话国际电话    

 

 ＜直拨国外电话号码时＞ 

  主要有以下公司提供相应服务。 

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    咨询咨询咨询咨询    电话拨打方法电话拨打方法电话拨打方法电话拨打方法    

ＮＴＴ电信株式会社 0120－506506 0033－010－国际区号号 

－国内区号-
－

电话号码 

株式会社 KDDI 

（ＫＤＤＩ） 

0057 001－010－国际区号 

－国内区号-
－

电话号码 

日本电话株式会社 0088－41 0041－010－国际区号 

－国内区号-
－

电话号码 

（例）需拨打美国纽约的 123-4567 的号码的电话时 

   如果使用ＫＤＤＩ时:001－010－1－212－123－4567 

 

国别区号（日本：81）    

 爱尔兰   353    泰国        66 

 美国   １     中国     86 

 英国   44        菲律宾   63 

 印度  91     巴西    55 

 印度尼西亚  62     秘鲁     51 

 加拿大   1        马来西亚   60 

 韩国    82 

  

 

a) 利用公用电话拨打国际电话时 

米泽市内有以下的公用电话可以进行国际通话。 

（ＮＴＴ东日本） 

   利用设置在市内的ＩＣ卡公用电话（橙色公用电话）就可以打国际电话。 

 咨询处：ＮＴＴ东日本山形分店 电话 023－621－3100 

 

（ＫＤＤＩ） 

   如果采用「ＫＤＤＩ超级国际卡」的话、只要是按钮式电话就可以拨打国际

电话。该卡在日夜便利店内有售。 

  咨询处：KDDI 拨号 0057（24 小时免费） 

 

 除上述方法以外、还有通过ＩＰ电话（需因特网支持的服务）或是手机拨打国

际电话、方法多种多样。 

 

 

（（（（4444））））电报电报电报电报    

 

 ＜国内电报＞ 

  如果需要打国内电报时、一般通过电话来委托。需委托时、请致电 115。 

 ＜国际电报＞ 

  国际电报通过电话接受委托。电话号码 0053519 或是 0120－44－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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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６    邮电邮电邮电邮电・・・・托运直送服务托运直送服务托运直送服务托运直送服务    
 

(1）国内邮电 

     邮电局以红色的此形状物「〒」为标志。邮筒是红色的，形状呈立方箱型

或是圆筒型。 

  服务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9:00～17:00（周末和节假日休息） 

 ※仅限米泽邮电局 星期一～星期五 9:00～19:00 

邮友窗口（营业时间外关于保存邮件的交付，各种相关申请的受理，邮票明

信片的出售，接收快件及国际信件等业务）营业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8:00～20:00 

                      星期六     8:00～17:00 

                      ・星期天 节假日 9:00～12:30 

 咨询处：米泽邮电局 电话 22－5005 

＜收件人姓名和地址的写法＞收件人姓名和地址的写法横写或竖写均可。 

                 

 

 

 

 

 

 

 

 

 

 

 

 

 

 

 

区分 大小 费用 

普通明信片 

自制明信片（如自绘明信片等） 

长 14cm～15.4 ㎝ 宽９㎝～10.7 ㎝ 重 2ｇ～6ｇ 

※官方发行的明信片在邮局等处有售 1 张 50 日元 

投 递 自 制 明 信

片时，请贴上 50

日元的邮票 

普通邮件 

（书信类） 

长 14 ㎝～23.5 ㎝ 宽９㎝～１2 ㎝  

高１㎝以下
い か

 重 50g 以内 

25ｇ内 80 日元 

50g 内 90 日元 

非普通邮件 

普通邮件的规格外邮件且重量在 4kg 以内 

(最大)长（60 ㎝以内）、宽、高总计在 90 ㎝以内 

(最小)长 14 ㎝ 宽９㎝ 

(圆筒形等)长 14 ㎝ 直径 3 ㎝ 

小包邮件 

（邮包） 

重量在 30 ㎏以内 

大小为长・ 宽・ 高合计在 1.7ｍ以内。 

(圆筒型等)长 14 ㎝ 直径 3 ㎝ 

邮 费 由 重 量 决

定，具体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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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邮件＞  

  邮局同时还提供如快件、挂号信、现金挂号信和其它特殊服务。 

咨询处：米泽邮电局 电话 22－5005 

 

＜其它＞ 

○家中无人接收时 

 当邮递员将挂号信或是小包邮件等送到您家，不巧家里却无人时、邮递员会留

下「投递时不在通知书」、该邮件可以由邮电局代为保管 7 天。关于再次投递、您

可以在通知书上填写好希投递日期和投递地点后将其回寄，也可以直接致电该当

邮局商谈。领取邮件时、需要提示上述通知书和可证明身份的证件（如外国人登

录证明书等）、印章（如果有的话）。 

○转送服务 

 迁居时、如果在邮局办理了迁居申请的话、那么从当天起计算的 1 年以内、邮

寄到旧地址的邮件均可免费转送到新地址处。 

 但是、该服务仅限于日本国内。 

 

 

(2) 国际邮件 

＜一般航空邮件＞ 

 邮寄明信片时，世界各国均一价，需 70 日元的邮票 

 书信（普通型、非普通型）邮包等的费用因重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

体请咨询。 

 ※另外还有其它的海运邮件，但是比起空运邮件耗时较长。 

咨询处：米泽邮电局 电话 22－5005 

 

＜国际特快专递（ＥＭＳ）＞ 

 这是最快将书信或物品等的邮件（重量规定因国而异）寄送到海外的国际邮递

方式。从接收邮件开始到最后递送邮件为止，均以最优先方式进行。甚至还可以

确认「邮件现在何处」的递送情况。 

 

＜经济型航空（ＳＡＬ）邮件＞ 

 邮寄到海外的邮件，在日本国内和到达对方国内后作为海运邮件处理、只在两

国之间用航空运输。这种服务方式比海运要快、但比空运要便宜。 

 

＜英语邮电服务向导＞ 

 以下电话提供用英语讲述的关于邮电方面各种服务内容的解释。 

 仙台 022－711－7544 

 东京 03－5472－5851・ 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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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运直送服务 

 

 当您的住所远离邮电局、或是有不便搬运的需邮寄物品时，采用直送服务的托

运方式就会很方便。贴有提供直送服务标示的商店、或是日夜便利店等处都可以

办理托运手续、您也可以打电话委托直接上门集货的托运服务。该服务网络遍布

日本，国内任何地方均可在数日内送达。（仅一小部分地区除外） 

 

＜主要的托运服务公司＞ 

 佐川急便  米泽店  电话 37－5500 

 第一货物  米泽分店 电话 23－3363 

 日本通运  米泽分店 电话 23－0202 

 大和运输 顾客服务中心 电话 0120－019625 

 三八五货物汽车运送 米泽营业所 电话 37－2170 

 米泽合同运送     电话 2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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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７７    金融服务金融服务金融服务金融服务    
 

(1) 银行 

＜银行的营业时间＞ 

 办事窗口 星期一～星期五 9:00～15:00（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均休息） 

＜存款的种类＞ 

○普通型（活期）存款：该类型可以自由存款、取款，但是利息很低。 

      根据所办申请手续的不同，可以办理自动转账，用于处理各种公共

收费（如税金、电费、电话费、水费等）以及ＮＨＫ的收视费。 

○储蓄型（定额）存款：当存款金额超过一定数目时、可以享受高于普通存款的

利息。该类型同样可以自由存款、取款。 

○定期型（死期）存款：该类型利息高于普通型、储蓄型存款，但是所存金额必

须要在满期后才可以提取。 

 

＜开设账户的方法＞ 

   请带上外国人登录证明书或是护照以及印章前去银行的办事窗口申请办理。 

   同时可以申请办理利用ＡＴＭ(自动取款机)等时所需的现金卡。 

 

＜存款和取款＞ 

 请填写好银行备有的相应规定用纸后，将其递交办事窗口。取款时还需要使用

开设账户时所用的已注册印章和存折。 

 

＜ＡＴＭ（自动取款机)＞ 

   即使不直接到金融机关的办事窗口去、也可以使用ＡＴＭ在自己的账户内自

由进行存款或取款。请在确认清可以使用的时间段后再使用。 

 

(2) 邮电局 

 邮电局也办理和银行相同的金融业务，并且在日本全国各地均可自由存取款。

办理手续也和银行基本相同，也可以办理取款用现金卡。 

  

(3) 向国外汇款、兑换外币时 

向国外汇款、兑换外币等时可在邮电局或是银行办理。 

详情请咨询各金融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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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８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米泽市树立了防止地球温暖化、构筑循环型社会的目标，为此正极力推进减

少废弃物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循环再利用的运动。敬请协助减少垃圾、区分垃

圾的活动。 

 

１ 扔垃圾时的注意事项 

 ・ 敬请遵守收集日（指定日）的规定（指定日因地区而异。具体请参照「垃圾  

  收集日历」） 

 ・ 请在收集日当日的早上 7 点 30 分之前去丢垃圾。 

 ・ 请正确区分垃圾后再丢弃。 

 ・ 须使用指定垃圾袋的东西请在装入相应指定垃圾袋内后再丢弃。（每袋不超过 

  ５㎏） 

 ・ 垃圾收集所由町内会或公寓管理者设置并管理。请不要将垃圾丢到区域内指 

  定收集所以外的地方。 

 

 

２ 基本的区分方法（7 种区分） 

（1）可燃性垃圾「使用指定垃圾袋 (收费的袋子)：(大)(小)印有红色文字」 

  虽印有可再生塑料标志  但沾有洗不掉污迹的东西、厨房垃圾、废纸、鞋 

数据记录用媒体类（如录像带， CD，DVD 磁盘类） 

 

 

（2）不燃性垃圾「指定垃圾袋 (收费的袋子)：(大)(小)印有绿色文字」 

  喷射型罐装物（内容物全部用完后，再在罐体上开一洞口）、打火机（内容物

须全部用完）、无可再生塑料标志    的塑料制品、小型电气制品、玻璃制品、金

属类 

 

 

（3）容器包装用塑料制品「指定资源垃圾袋 (收费的袋子)：(大)(小)印有橙色

文字」 

   包装商品时（起保护或固定作用）的已用过塑料制包装材料、塑料瓶、塑料

碗杯、塑料袋类。（印有可再生塑料标志    并且不带污迹的东西。如内容物已使

用完或是已饮食完毕后不再需要的塑料制包装材料、塑料瓶、塑料碗杯、塑料袋

类） 

 

 

（4）饮料用塑料瓶「使用指定垃圾袋 (收费的袋子)：(大)(小)印有橙色文字」 

   装饮料用、装酒类用（含装日式调味料味醂用的）装酱油用的塑料瓶 

    带  此标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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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粗大垃圾「粗大垃圾用贴纸(收费)」 

   指定垃圾袋里装不下的东西、或是重量超过５㎏的东西。 

   此类垃圾可以通过电话申请后进行个别回收。（电话 22－5235） 

 

 

（6）有害垃圾（须放入透明可分辨内装物品的袋子后再仍） 

   如含有水银等有害物质的东西。 

荧光灯･ 干电池･ 水银体温计 

 

 

（7）须做区分的再生资源物 

   旧纸张（报纸・ 宣传用纸、硬纸板、牛奶包装纸、杂志（上述以外的纸张

类）用绳子打十字结捆绑后再仍 

   装食品・ 饮料类的易拉罐或瓶子、旧纤维类。 

   （须放入透明可分辨内装物品的袋子后再仍） 

 

 

 ○销售指定垃圾袋、粗大垃圾用贴纸的店家                    

 

 

 

 

 

 

 

 

 

３ 4 种家电 (电视机・ 冰箱（含冷冻柜 ・） 洗衣机・ 空调)的处理方法 

我们按照各司其责的原则，通过让消费者承担再生费用、由零售商负责

进行收集运输、让制造业者实施再生制造的方法，由此来实现尽量减少垃圾

和尽可能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再利用率的目的 

 

 需处理家电时可以委托零售商或收集运输许可单位，也可以搬入指定交易所。 

 详情请咨询。 

 

４ 电脑的处理方法 

   由制造商接收处理。具体请咨询各家厂商。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环境生活科 电话 22－5111（总机代转内线） 

 

 

 

 

 

 

 

贴有此标志的超市、家用物品销

售中心、商店等处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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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９９    宠物宠物宠物宠物    
 

（（（（1111））））狗的狗的狗的狗的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如果养狗的话， 出生 91 天以上 的狗必须登记，还要每年接种一次狂犬病

预防疫苗   

 

（（（（2222））））登记方法登记方法登记方法登记方法    

 ○未登记的 

      如果生了小狗或者接受了别人送的狗，在出生后 3 个月左右要去市政府或

者动物医院办理登记手续，在春季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的会场内也可以办理登

记手续。登记经费是 3000 日元。 

     

○已登记的 

    若接受了已经办完登记手续的别人送的狗，请您不要忘记从以前的养主那

里拿取“养犬登记证（日语叫鑑札）”，持该证件再去市政府办理相关手续。 

 

 ○狗死后 

  若狗已死，则需在市政府或者动物医院办理死亡手续。如果“养犬登记证（日

语叫鑑札）”已丢失的话，则需重新办理签发手续。 

  经费  死亡手续    不收费 

     重新签发手续 1600 日元 

  咨询处 米泽市政府环境生活课 电话 22-5111 

 

（（（（3333））））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    

  每年春季必须接种狂犬病预防疫苗，有关通知由市役所发布、发送。 

 

（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的指定动物医院）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大平家畜医院 大字三泽 16,029 22－6268 

北條动物医院 城北 1－3－9 23－7030 

米泽动物医院 花泽町 1－9－95 24－4911 

佐藤ひさし动物医院 御庙 2－7－13 26－5488 

寺山动物医院 金池 7－3－3 2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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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驾车时驾车时驾车时驾车时    
    

（（（（1111））））驾驶执照驾驶执照驾驶执照驾驶执照    

a)已持有国际驾驶证时 

如果您已持有国际驾驶证，在国际驾驶证的有效期限内，从抵达日本的那天

算起，一年以内可以驾驶，超过一年之后还想继续驾驶的话，需要更换成日本的

驾驶证。未满三个月的出国期间内取得的国际驾驶证大部分不适合在日本使用，

请留意。 

 

b)已持有瑞士、德国、法国的驾驶证时 

如果已持有领事馆、ＪＡＦ等机构所提供的翻译证明书，那么只要该母国驾驶

证的有效期限内，从入境日本的那天算起，一年以内可以驾驶。 

 

c)外国驾驶证更新为日本驾驶证的办理方法 

办完外国驾驶证更新到日本驾驶证的手续后，就可以在日本驾驶了。更新时需

要的实际操作考试和笔试是根据日本的驾驶执照制度进行的。 

○更新时的条件 

 ・ 现持有的外国驾驶证尚在有效日期之内。 

 ・ 要出示从获得外国驾驶证的那天算起，在该国逗留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证

明。 

 ・ 具备日本的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交通规则和驾驶规则的相关必要知识。 

 

○预定报名 

・ 第一次申请书面审查或者申请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的人，要提前申请。 

・ 顺利通过书面审查的人，填写报考表交上。考试手续费是 2400 日元。 

・ 根据签发驾驶证的国家不同，准备的资料也不一样，最好事先咨询一下具体

情况。 

 

○申请书面审查的时候要准备的资料 

  ①外国驾驶证 

 ②护照 

  ③外国人登录证等 

 ④照片（近期六个月以内，正面，上半身，免冠，免背景、长 3 厘米，宽 2.4

厘米）一张     

 ⑤外国驾驶证的日文翻译文件（由大使馆或者 JAF 等所签发的） 

    JAF 山形分支机构 地址 山形市小立 2-1-59 电话 023-625-4520 

 

○笔试 

  关于驾驶常识的笔试（五分钟） 

    共有十道题，答对七道题以上属于合格，从合格的那天算起 6 个月以内，可

以免考同样的笔试（考题有英文版、中文版、韩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

版、波斯文版 6 种）。 

 

○实际操作考试 

  只有笔试合格者，才可以参加实际操作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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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合格后领取驾驶证 

  顺利通过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的人，第二天参加适应性测试，只有通过 

这些考试，才能得到驾驶证。领驾照费用是 1750 日元。 

 

 详情请咨询预约报名单位 

 山形县综合交通安全中心 考试科 

 地址 〒994-0068 天童市大字高擶 1300 电话 023－655－2150 

 

d 其他 

  如果在日本考驾照的话，要先接受驾校的培训，费用需要 30 万日元到 40 万

日元，需要 1 个月到 2 个月左右的时间，详情请咨询驾校。 

 

（（（（２２２２））））驾驶注意事项驾驶注意事项驾驶注意事项驾驶注意事项    

a)交通规则等 

在日本、机动车、摩托车、自行车左侧通行，行人右侧通行。在没有红绿灯

的人行横道线上行人优先，对酒后驾驶则会加以严重的惩罚。 

○驾驶机动车 

  ・ 驾驶员和所有的乘客都必须系安全带，坐在后边的也不例外。 

  ・ 行驶中打电话、接电话等行为属于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 

  ・ 有未满六岁的孩子必须使用“儿童安全椅”。 

 ○驾驶摩托车 

    持有“普通驾驶证”者可以驾驶排气量 50cc 以下的摩托车。持有摩托车相

应驾驶证者才能驾驶排气量 50cc 以上的摩托车。驾驶者和搭乘者都必须带安全

帽。 

 ○自行车的停车场 

   因为 JR 米泽火车站附近禁止停放自行车，所以要停放到“自行车公园 RinRin”

或者米泽市市营站东自行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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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 

 

 

 

 

      

 

 

 

 

 

 

 

 

 

 

 

 

 

 

 

 

 

 

 

 

 

 

    

    

    

    

    

    

    

    

    

    

    

    

    

    

    

    

    

单行道 

车辆禁止入内 禁止调头 禁止通行 

禁止停车 

（短时间也不可以） 

禁止长时间停车 

最高速度 注意慢行 暂停 

车辆禁止通行 禁止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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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机动车和摩托车的所有者机动车和摩托车的所有者机动车和摩托车的所有者机动车和摩托车的所有者                

 

a)车辆登记 

机动车或者摩托车需要向相关部门登记。当地址、所有者名称、报废车辆等登

记内容有变化时也要办理修改手续，请委托购买店代办或者向下列单位咨询相关

事项。 

・普通汽车 排气量 251cc 以上的摩托车 

  山形陆运支局 电话 023－686－4711 

・轻型汽车 排气量 126～250cc 的摩托车 

  轻型汽车检查协会电话 023－686－6080 

・排气量 125cc 以下的摩托车 

  米泽市政府市民科电话 22－5111 

 

b)机动车车检 

 机动车或者排气量 251cc 以上的摩托车必须通过国家的例行检查，顺利通过

车检之后得到的车检证必须在车内保管，车主需在购买新车后的第三年接受国

家例行检查，之后每隔两年要接受一次同样的检查。 

 

c)买驾驶保险 

①强制保险（汽车损害赔偿保险）是按照法律要求加入的强制性保险。凡是汽

车、摩托车等车辆的所有者拥有的每一台车辆都要加入保险 

 

 ②自愿保险 

  强制保险的赔偿范围有局限性，如果造成人身事故，光靠强制保险可能会不够，

自愿保险可以覆盖强制保险之外的赔偿范围，赔偿数额也大于强制性保险。最近

案例表明，依靠强制性保险支付能力不足以赔偿所需求数额的情况频繁发生，因

此，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买自愿保险，交通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还能代替您与对

方交涉和解决纠纷，因此请您在加入强制保险时顺便咨询一下自愿保险的详细情

况。 

 d)机动车税 

对车辆的所有者加以征收机动车税。 

收到缴纳通知书后，请在期限内缴纳。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收到缴纳通知书后，请向相关部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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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1)(1)(1)(1)电车电车电车电车（ＪＲ）（ＪＲ）（ＪＲ）（ＪＲ）    

时刻表上写的“上り”指的是前往东京方向的列车，“下り”指的是从东

京前往米泽、山形、新庄方向的列车。电车票（乘车券）除了预定座位和长

途票以外，一般都可在自动售票机购买。火车站的售票处有价格表，上面写

明火车站始终点名称及其价格。乘新干线时除了“乘车券”以外，还可购买

“特急券”。儿童票等，详细的价格标准请向相关部门咨询。 

 

咨询单位：ＪＲ东日本米泽站 电话 22－1130 

 

 

(2)(2)(2)(2)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公共汽车    

 a)市内公共汽车 

   市内开通了“市民巴士”和“山交巴士”线路。 

   对于时刻表、路线、站台位置，请向相关部门咨询 

    咨询单位：米泽市政府环境生活科 电话 22－5111 

 

 ＜乘公共汽车的方法＞ 

  ○先支付类型（用于统一价格的时候，及一票到底通用时） 

①  乘公共汽车时，将零钱投放在收款箱 

②  接近目的地，听到“下一站是～”的车内广播之后按下车按钮 

③  待公共汽车完全停车时，从下车门下车 

 

  ○后支付类型 

①  乘公共汽车时，在自动发券机取“整理券”，把它保管好。 

②  接近目的地，听到“下一站是～”的车内广播之后按下车按钮 

③  公共汽车完全停车时，将零钱和整理券放在前面安置的收款箱（注意不

找零钱），然后从下车门下车。与“整理券”对应的收费标准都在前边

的电子数码收费标准表上显示。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在下车时向司

机咨询。 

 

b)长途汽车 

运行于东京和米泽之间的长途汽车，所有座位都要提前预订，详细情况请向长

途汽车经营公司咨询。 

    

    

○○○○长途汽车经营公司长途汽车经营公司长途汽车经营公司长途汽车经营公司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联联联联        系系系系        处处处处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    

 

东北特快巴士 

03－3529－0321(9:30~19:00) 

03－3529－2241 

(19:00~21:00,当天晚上咨询座位

的电话) 

http://www.tohoku-expres

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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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出租车    

    

  可乘的出租车在挡风玻璃的位置显示“空车”的红色牌子，你需在出租车出

发站或者街上举手搭车；如果您的目的地在不起眼的地方，最好向司机说明附

近标志性建筑物或者向司机提供详细的地图。另外，还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

请出租车到您指定的地方来迎接。 

  出租车费显示在司机左边安装的计价器上，起价是 610 日元，从晚 10 点至早

5 点和冬季（1 月 1 日至 2 月末）比平时高两成。 

 

○○○○主要出租汽车公司主要出租汽车公司主要出租汽车公司主要出租汽车公司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吾妻观光出租车公司    22－1317    

今村出租车公司 22－2360    

辻出租车公司    23－3200    

燕子出租车公司    22－1301    

圆宫出租车公司    55－2001    

米泽出租车公司    22－1225    

 

(4)(4)(4)(4)包车包车包车包车    

  包车费用根据车型、年数、租赁时间的不同，收费标准也有差别。办理包车

手续时，除了要出示在日本属有效的驾驶证以外，也许还需要“外国人登陆证明

书”，具体需要哪些资料及具体相关情况请咨询包车经营公司。 

  

○○○○主要包车经营公司主要包车经营公司主要包车经营公司主要包车经营公司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车站租车公司米泽营业所 22－8161    

树冰租车公司 22－6040 

丰田租车公司山形米泽营业所 26－0100    

尼桑租车公司米泽营业所 37－2300 

日本租车公司米泽营业所    24－4363    

毘龍租车公司 24－3618 

米泽租车公司 22－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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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１２１２    媒体媒体媒体媒体    
 

(1)(1)(1)(1)电视电视电视电视    

在米泽，普通天线所能接收的电视信号是 NHK 电视台的 2 个频道和民营广播 4 个

频道，家里只要有电视，就要支付 NHK 视听费。如果付费加入“有线电视（CATV）、

卫星传播电视（BS）、通信卫星电视（CS），就能看到更多的频道，具体情况请您

向“新媒体米泽（日语名称：ニューメディア米沢（ＮＣＶ））”或者电器店咨询。 

咨询单位：新媒体米泽  电话：24－2525 

 

(2)(2)(2)(2)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AMAMAMAM 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NHKNHKNHKNHK 第第第第 2222 广播广播广播广播））））    

 米泽的广播频率是 1359kHz（千赫） 

 外语新闻广播时刻表如下： 

  

语语语语言言言言    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日日日日    

英语 
14:00～14:30 

18:00～18:15 

14:00～14:10 

18:00～18:10 

汉语 13:00～13:10 

韩语 13:10～13:20 

葡萄牙语 18:30～18:45 18:20～18:30 

西班牙语 18:15～18:30 18:10～18:20 

 

 

(3)(3)(3)(3)报纸报纸报纸报纸    

 米泽市内有地方报纸、全国报纸、外语报纸发行的售报处（或报摊）。各个摊位

具体卖什么报纸请您咨询摊主。 

 

 

(4)(4)(4)(4)网络网络网络网络    

   在日本，上网要通过网络服务商办理相关业务，日本的网络服务商数不胜数，

提供的服务项目也五花八门，根据您的使用目的、上网时间段，请您选择适合自

己的网络服务商。 

 

另外，米泽市图书馆内安置了三台电脑，这些电脑已经设置了过滤功能，隔

离了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不利的网站，家长可以放心地让儿女使用这里的网络。同

时希望各位文明、礼貌地上网。 

 

使用费：免费，但每人每次限时三十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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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３１３１３    町内会町内会町内会町内会    
    

                町内会是为了加深居民友谊，构建互相帮助机制，共同创造美好家园，由当

地居民自己组织的机构，是否加入您自由决定，不是强制性的，不过为了融入当

地生活和收集在日常生活有用的信息，我们建议您加入这组织。每个地区的入会

费和会费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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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ⅤⅤⅤ    医疗和保健知识医疗和保健知识医疗和保健知识医疗和保健知识    
   

１１１１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    
    

(1)(1)(1)(1)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    

  米泽市内共用四家大型综合性医院，还有许多诊所针对特定疾病的患者开张，

最好选择固定的医院或者门诊所。 

  

米泽市的医院 

 

医院名称医院名称医院名称医院名称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米泽市立医院 22－2450 米泽市相生町 6－36 

三友堂医院  24－3700 米泽市中央 6－1－219 

舟山医院  23－4435 米泽市站前 2－4－8 

国立医院机构米泽医院 22－3210 米泽市大字三泽 6100―1 

 

    

(2)(2)(2)(2)看病注意事项看病注意事项看病注意事项看病注意事项    

  看病时除了牙科以外，一般很少医院可以提前预约，大都需要患者亲自挂号。

规模大的医院也许人满为患，要等待很长时间。如果您觉得自己日语说的不太好，

与会说日语的朋友一起去或者特意委托翻译陪您一起去，利用神奈川县国际交流

协会编写的“多种语言门诊表”也会给您带来便利。 

 

多 种 语 言 门 诊 表 ： 在 神 奈 川 县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网 站 下 载 

http://www.k-i-a.or.jp/medical/index.html 

或 者 米 泽 市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协 会 网 站 上 下 载

http://www.omn.ne.jp/~yira/ 

    米泽时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 22－5111（代转） 

    米泽市金池 5－2－25  设在米泽市役所里 

 

 

(3)(3)(3)(3)在周末在周末在周末在周末、、、、节日节日节日节日、、、、夜晚看病夜晚看病夜晚看病夜晚看病    

a) 夜晚、星期天、法定假日诊所 

在夜晚、星期天、法定假日的时候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去夜晚、周末、法定假

日特殊诊所看病。如果病情严重，则需要去综合医院就诊。 

 ○夜晚、星期天、节假日诊所 电话 22－9922 米沢市
よ ね ざ わ し

西
にし

大 通
おおどおり

1－5－60 

   门诊专业 内科、小儿科 

   门诊日期 星期天、节日、12 月 31 日至 1 月 3 日 

      门诊时间  9 点至 1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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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急诊医院轮班制 

在米泽市立医院、三友堂医院、舟山医院这三家医院共同采取急诊轮班制，

关于三家医院的分配情况，可以在市政府发行的刊物上查询，或者直接向以下医

院咨询。 

在急诊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医院认为患者情况不属于急诊，则要另外支付

急诊特殊急诊挂号费。 

 

医院名称医院名称医院名称医院名称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米泽市立医院 22－2450 米泽市相生町 6－36 

三友堂医院  24－3700 米泽市中央 6－1－219 

舟山医院  23－4435 米泽市站前 2－4－8 

节假日及夜间值班医生

向导 

21－1191  

 

 

(3)(3)(3)(3)外国人医疗信息中心外国人医疗信息中心外国人医疗信息中心外国人医疗信息中心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国际志愿中心山形为外国人提供山形县有关医疗信息的服

务和介绍医疗翻译的服务。 

  

(a)包括医疗在内的各种生活指南 

 为外国人免费提供多种语言咨询和指导服务 

  日语 9：00～18:00 电话 023－634－9830 

  汉语、英语、日语 9：00～19:00 电话 090－2365－1208 

 

(b)外语翻译陪同 

 用外语提供给外国人医疗、法律、教育方面的信息 

 语言：汉语、韩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等 

 

咨询单位：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国际志愿者中心山形分支机构 

电话 023－634－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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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    体检体检体检体检    
    

（（（（1111））））米泽市的体检米泽市的体检米泽市的体检米泽市的体检    

   在米泽市为了预防生活习惯病、即时发现病情，政府定期安排市民参加体检。

关于日期和场所，通过市政府发行的刊物等来发布公告。 

在米泽市举行的体检有下列内容 

・ 精神健康基础检查―针对人群：从 18 岁至 39 岁的男女 

・ 普通体检－针对人群：40 岁的男女 

・ 胃癌检查 ―针对人群：40 岁的男女 

・ 大肠癌检查―针对人群：40 岁的男女 

・ 子宫癌检查―针对人群：20 岁以上的女性 

・ 乳腺癌 ―
 

针对人群：40 岁以上的女性（隔年举行） 

・ 鹰山综合性健康检查－针对人群：40 岁以上的男女 

 

  咨询单位：米泽市健康成长中心 健康科 

      米泽市西大道 1－5－60 电话 24－8181 

 

（（（（2222））））艾滋病检查艾滋病检查艾滋病检查艾滋病检查、、、、性器官衣原体性器官衣原体性器官衣原体性器官衣原体    

在置赐保健所关于关艾滋病和性器官衣原体，提供咨询和检查抗体等服务，

可以匿名报名，负责单位保证咨询和检查内容的保密性。 

咨询和检查费用都是免费，检查的结果一周后通知。 

 

电话咨询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不包括节日）的 8 点 30 分至 17 点 15 分 

 

受理时间  

每周星期一（不包括节日）13:00～14:00 

（抗体检查请提前告诉） 

 咨询单位：置赐保健所 电话 22－3002 米泽市金池 3－1－26 

 

（（（（3333））））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CCCC 型肝炎病毒型肝炎病毒型肝炎病毒型肝炎病毒    

   在置赐保健所还提供有关 C 型肝炎病毒的咨询和检查服务，可以匿名报名，

费用免费 

 

电话咨询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不包括节日）的 8 点 30 分至 17 点 15 分 

 

检查日  

 需要提前预约 

咨询单位：置赐保健所 电话 22－3002 米泽市金池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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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ⅥⅥⅥ    儿女儿女儿女儿女    
   

１１１１    怀孕怀孕怀孕怀孕    
    如果有了怀孕的迹象，要在医院（妇产科等）接受检查。经过医生的允许，

办理登记手续后，可以领取“母子健康手册”，凭这个手册可以免费享受婴儿的

体检、接种疫苗等服务。体检和接种疫苗的时间、地点、详情可以在市政府发

行刊物上获得信息。母子健康手册记载孕妇和胎儿的当时健康状态和婴儿的成

长过程（身高、体重等），还写有关于孕妇和育儿的知识，包罗万象，非常实用。 

 

 

 

２２２２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1) (1) (1) (1) 需办理手续需办理手续需办理手续需办理手续    

①  医生或者助产师会出具“出生证明书” 

②  婴儿出生后 14 天以内，父母持“出生证明书”和“母子健康手册”在市政

府办理“出生登记手续”，领取“出生登记手续受理证明书”。 

③  如果儿女的国籍不是日本的话，要在母国籍国家的驻日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办

理“出生登记手续”，领取护照。若是父母的国籍不一样，需要父母去各自

的国家办理两份“出生登记手续”。 

④  如果出生后要在日本逗留 60 天以上的话，则在 30 天以内要向入国管理局申

请取得“在留资格”， 且要在 60 天以内去市政府办理“外国人登记” 

    

    

（（（（2222））））生产费用生产费用生产费用生产费用    

     一般生孩子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所以需要的经费很高，不过，父亲或

者母亲已加入医疗保险的话，可以领取生孩子的相应补助。 

    咨询单位：国民健康保险：市役所 

        ：社会保险：单位、公司 

 

    

(3) (3) (3) (3) 婴幼儿医疗婴幼儿医疗婴幼儿医疗婴幼儿医疗    

    政府有减轻儿女从出生到上小学之前经济负担的补贴制度，不过收入高

于一定标准的家庭不能享受这项补贴，详情请咨询相关单位。 

  咨询单位：米泽市政府儿童科 电话 22－5111（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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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婴幼儿的体检婴幼儿的体检婴幼儿的体检婴幼儿的体检    

                                出生 4 个月的婴儿要接受市内儿科医的体检，婴儿出生后在 1 岁零 8 个

月、3 岁的时候接受健康成长中心的体检。 

                            

 

（（（（5555））））婴幼儿和儿童的接种疫苗婴幼儿和儿童的接种疫苗婴幼儿和儿童的接种疫苗婴幼儿和儿童的接种疫苗    

   针对婴幼儿和儿童实施以下疫苗的接种。 

  详情在市政府的刊物上公布。 

 

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接种时期 

 接种的疫苗种类 面向年龄和次数 接种地点和方法 

集
体
接
种

 

小儿麻痹症 
出生 3 个月至 18 个月之

间两次 

接种地点 

：健康成长中心 

・ 4 月份和 10 月份 

・ 饮料式疫苗 

※未满 7 岁之前可

以免费 

ＢＣＧ（卡介苗） 
出生 3 个月至不足 6

个月 

1

次 

第 1 阶段 

首次 

出生 3个月不足 7岁

（间隔 3至 8周左右

一次） 

3

次 白喉 

百日咳 

破伤风 

三种

混合 
第 1 阶段 

补充 

首次接种之后过了

一年 

1

次 

白喉 

破伤风 

两种

混合 
第 2 阶段 11 岁至不足 13 岁 

1

次 

第 1 阶段 1 岁至不足 2 岁 
1

次 
麻疹/风疹 

（麻疹风疹混合） 

第 2 阶段 

1 期结束后的 5 岁至

不足 7 岁，且上小学

之前的 1 年 

1

次 

第 1 阶段 

首次 

3 周岁至不足 7 岁半

（间隔 1周至 4周左

右一次） 

2

次 

第 1 阶段 

补充 

首次接种之后过了

一年 

1

次 

个
别
接
种

 

乙型脑炎 

第 2 阶段 
9 岁以上至不足 13

岁 

1

次 

※市内的指定医疗

机构（需要提前

预约） 

 

※到了一定年龄段

要及时接种 

 

※处于左边写的年

龄段可以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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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    育儿补贴育儿补贴育儿补贴育儿补贴    
 

 对抚养小学毕业之前的儿女的家庭给予补助，对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分别

给予 5000 日元/月，对第三个孩子以后出生的子女补助给予 10000 日元/月的补助，

不过收入高于一定标准的家庭不能享受这项补贴，详情请咨询。 

    ※※※※从从从从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平城平城平城平城 19191919 年年年年））））起起起起，，，，对不足对不足对不足对不足 3333 岁的婴幼儿岁的婴幼儿岁的婴幼儿岁的婴幼儿，，，，不管出生先后不管出生先后不管出生先后不管出生先后，，，，将一律将一律将一律将一律

给予给予给予给予 10000100001000010000 日元日元日元日元////月的补助月的补助月的补助月的补助。。。。    

   

咨询单位：米泽市政府儿童课 电话 22－5111（代转） 

 

    

４４４４    托儿所托儿所托儿所托儿所    
  

托儿所是因家长双方都有工作或者得病没有办法照顾儿女时，受到寄托替家长抚

养的福利场所，接纳针对上小学之前的儿童。    

    

    

获得认可的托儿所名单获得认可的托儿所名单获得认可的托儿所名单获得认可的托儿所名单 

托儿所名称托儿所名称托儿所名称托儿所名称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西部托儿所 御庙 1－5－37 21－0426 

兴道亲和托儿所 本町 2－1－37 21－3755 

松岬保育院 城西 1－5－59 21－0349 

明星保育院 门东町 3－2－27 22－2260 

山上保育院 通町 7－4－32 23－3416 

兴道东部保育院 下花泽 2－3－36 23－6624 

兴道西部保育院 木场町 2－9 24－8558 

兴道南部保育院 本町 2－4－47 21－3756 

兴道北部保育院 盐井町盐井 1476－1 21－5070 

米泽中央保育院 樱木町 1－75 23－5470 

盐井保育院 盐井町盐野 2075 21－1225 

森子园保育院 万世町牛森 4172－6 28－3715 

小不点之家 德町 1－38－1 26－6565 

东部光保育院 东 1－6－103 23－1675 

绿丘保育院 矢来 1－3－75 23－1867 

吾妻保育院 太田町 4－1－151 38－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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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５    儿童中心儿童中心儿童中心儿童中心    
 

   儿童中心是广泛为一般儿童提供服务的设施，通过进行健康的游戏活动，以

达到促进儿童健康、培养丰富情操的目的，市内共设有 3 处。详情敬请直接咨询

以下各中心。 

 

儿童中心一览表儿童中心一览表儿童中心一览表儿童中心一览表    

中心名称中心名称中心名称中心名称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敬师儿童中心 大字关根 531－1 35－2113 

窪町儿童中心 窪田町窪田 424 37－5272 

上乡儿童中心 大字竹井 2588－304 28－8424 

 

 

 

６６６６    学童保育学童保育学童保育学童保育    
 

学童保育设施以小学 1 年级到 3 年级的放学回家无人照顾的儿童为对象，开

展各种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游戏和教育指导训练活动。（也有可以接受 4 年级以上

儿童的保育设施。几乎所有的小学校区内都设有学童保育设施，详情敬请咨询。 

咨询处：米泽市政府儿童科 电话 22－5111（代转） 

 

 

 

７７７７    支援育儿事业支援育儿事业支援育儿事业支援育儿事业    
    
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    

   本中心是会员互助制，欲提供育儿援助者和欲接受育儿援助者均需加入成为

会员后，开展各种互助互帮的活动。 

    

    

(1)(1)(1)(1)出现以下情况时出现以下情况时出现以下情况时出现以下情况时    

 ・ 当孩子突然发烧且幼儿园要求将孩子接回家，而您却因工作不能前去迎接时。 

 ・ 当因带婴幼儿外出不便时（学校参观日、去看病、及其他） 

等等，敬请商谈。 

    

    

(2)(2)(2)(2)使用费使用费使用费使用费    

   接受援助后，请按以下金额支付费用。 

 上午 7:00～下午 7:00 之间  --1 小时 600 日元 

 ・上述时间以外以及周日 节假日   --1 小时 800 日元 

 ・ 至于其它如饮食费・ 交通费等实际费用，请事先通过商谈来决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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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申请方法申请方法申请方法申请方法    

   申请时请先致电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事务局 （ 小不点之家 2 楼），然后携

带印章・ 证明照片（约２.７×２.４） 2 张前来办理手续。 

  

 

 

(4)(4)(4)(4)    受理时间受理时间受理时间受理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午 9 点起至下午 6 点 

（星期六・ 星期天・ 节假日・ 年末年初我为休息日。） 

 

 ・咨询 申请处 

 米泽市家庭援助中心 

 米泽市德町 1 番 38-1 小不点之家内（2 楼）  

 电话（FAX）：24－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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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ⅦⅦⅦ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日本的教育制度是小学 6 年，中学 3 年、高中 3 年、大学 4 年。新学年是从 4

月份开始，到第二年 3 月结束。 

   学校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另外、幼儿园是针对学龄前幼儿的教育设施。 

  

 

１１１１    幼儿园幼儿园幼儿园幼儿园    
 

幼儿园是以满 3 周岁到入小学之前的幼儿为对象的教育设施。通常保育时间是

1 天 4 小时左右，此外也有实施加时延长保育等措施的地方。关于幼儿的接送，大

多数幼儿园设有专门负责迎送的巴士，另外、保育期间可在 1 年到 4 年之间自行

选择。 

   米泽市的幼儿园均为私立制，各幼儿园都提供各具特色的教育。需上幼儿园

时，请直接向各幼儿园提出申请。 

 

 

设施名称设施名称设施名称设施名称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米泽中央幼儿园 中央 7－5－70－5 23－2569 

米泽西部幼儿园 御庙 2－3－8 21－6010 

舞鹤幼儿园 丸内 1－1－47 23－1489 

普慈幼儿园 下花泽 3－4－30 21－0212 

米泽幼儿园 中央 3－6－45 23－2134 

东部幼儿园 站前 4－2－51 23－1018 

广井乡幼儿园 六乡町西藤泉 71－12 37－5362 

樫实幼儿园 城南 5－1－1 21－0205 

云雀之丘幼儿园 大字三泽 26090 22－7541 

户塚上幼儿园 大字上新田 2008 37－2419 

九里幼儿园 门东町 1－1－18 23－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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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    小学和中学小学和中学小学和中学小学和中学    
 

日本人有须履行上小学和中学的义务。外国人虽然没有须就学的义务，但是可

以和日本人一样接受教育。 

   米泽市内的小学和中学均是市立制。另外、根据居住地指定相应的可以入学

的学校。此外、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学费都是免费的，但是需支付在校午餐费和

其它会费等。 

 

 ・商谈 咨询处：米泽市教育委员会 电话 22－5111（代转） 

 

 

 

３３３３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高中虽不是义务教育，但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上高中。各校几乎都有入

学考试，学费由个人自己负担。米泽市内有公立和私立的普通高中和专业高中。

学习期间通常是 3 年。 

外国人需上高中时，必须是在日本的中学已毕业（包含将毕业）、或是在外国

的学校已接受了９年的课程教育。 

 

   咨询处：山形县教育厅高等教育科 

     山形市松波 2－8－1 电话 023－630-2493 



 50 

ⅧⅧⅧⅧ    社会福利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社会福利服务    
 

１１１１    生活保障生活保障生活保障生活保障    
 

对于那些仅靠个人收入和财产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通过生活保障制度

给与他们必要的经费等帮助，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 

・咨询 商谈处： 米泽市社会福利科  电话 22-5111（代转） 

 

 

２２２２    高龄者福利高龄者福利高龄者福利高龄者福利    
 

高龄者、身心有疾患者不仅要担心健康方面的问题，还要面对维持日常生

活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忧心事。另外、承担护理的家庭成员也会抱有各种各样

的不安和忧虑心情，如会忧虑到底该怎样面对老人以及如何护理老人等方面的

问题。 

     米泽市为此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相关事业和服务方式，如根据高龄者身心状

态程度而提供相应的促进自立支援、预防护理、提供护理等阶段性服务，同时

接受各种相关商谈。 

     ・咨询 商谈处： 米泽市高龄福利科 电话 22-5111（代转） 

  

 

３３３３    残疾人残疾人残疾人残疾人・・・・智障者福利智障者福利智障者福利智障者福利    
 

身有残疾或是抱有智障的人，若是日常生活有困难，最好是尽早和医生等

人商量，接受残疾人认定，领取残疾人手册。另外、根据残疾类别和部位以及

程度的不同，可以接受相应的各种服务和领取补贴以及使用相关公共设施。 

     ・咨询 商谈处： 米泽市高龄福利科 电话 22-5111（代转） 

 

 

４４４４    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    
 

护理保险制度是针对年老后最大的不安因素—-护理问题而制定的，通过全

体社会的共同支持，使每一个利用者都能安心接受匹配自己愿望的各种综合性

护理服务。 

 

（（（（１１１１））））护理保险的加入者护理保险的加入者护理保险的加入者护理保险的加入者    

加入对象是 65 岁以上的人或是 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且已加入医疗保险的人、

已办完外国人登录手续且以工作等为目的要居留 1 年以上的人。 

 

（（（（２２２２））））入保后可接受护理服务的对象入保后可接受护理服务的对象入保后可接受护理服务的对象入保后可接受护理服务的对象    

（a）65 岁以上者 

・因病瘫痪在床或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等，并且洗澡、排泄、吃饭等日常生活行

为处于不能自理状态，被认定为需接受经常性护理的人 

 ・ 被认定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和自身周围事情方面需要接受援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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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且已加入医疗保险的人 

 ・在初老期内羅患了老年痴呆症、脑血管疾病等由于老化而引起的相关疾病，

被认定为已处于需接受护理状态的人 

 

 

（（（（３３３３））））接受护理服务时所需办理的手续接受护理服务时所需办理的手续接受护理服务时所需办理的手续接受护理服务时所需办理的手续    

需接受护理保险的服务时，必须先接受对于因病卧床不起或由于痴呆症而需

援助或护理的程度认定。需接受认定时，请向市政府提交接受护理认定的申请。 

 

 

（（（（４４４４））））护理保险所提供的服务护理保险所提供的服务护理保险所提供的服务护理保险所提供的服务    

提供以上门服务为中心的如家庭护理工服务、按日计算的护理服务，还可以

使用公共设施所提供的设施内服务等，服务方式多样，需要时请咨询。 

 

 

（（（（５５５５））））关于接受服务所需费用关于接受服务所需费用关于接受服务所需费用关于接受服务所需费用    

加入护理保险后，接受护理服务时需支付全部费用的百分之十。 

 

 

（（（（６６６６））））关于护理保险的保险费关于护理保险的保险费关于护理保险的保险费关于护理保险的保险费    

（a）65 岁以上时  

市政府根据个人收入相应将保险费设定为 7 个阶段。 ・关于支付方法，老年

・ ・退休 孤寡 残疾养老金--以上类型者保险费是每月 1 万 5 千日元（年额 18 万日

元），在养老金内自动扣除。 

上述类型以外者由于市政府会邮寄缴纳通知书，故请各自依据通知书进行缴

纳。 

 

（ｂ）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且已加入医疗保险者 

根据所加入医疗保险规定的计算方法来设定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方式通常

是和医疗保险费一起缴纳。 

 

 

 ・咨询 商谈处： 米泽市高龄福利科 电话 22-5111（代转） 

       （关于保险金 请咨询国保年金科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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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ⅨⅨⅨ    其它信息其它信息其它信息其它信息    
 

１１１１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1) 学习日语学习日语学习日语学习日语 

米泽市内开设有诸如以下的由团体所经营的日语教室。 

 

团体名团体名团体名团体名    联络方式联络方式联络方式联络方式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环球交流学校米泽 

（Ｇ.Ｃ.Ｃ.Ｙ） 

铃木广美 

电话 38－3576 

每年分 3 学期 

(第 1 期：5 月～7 月、第 2 期：9

月～11 月  第 3 期：1 月～3 月） 

时间：每周星期二 19:30～21:00 

地点：南部公民中心  

    电话 24－2011 

会费：每期 1,000 日元 

志愿者学校 

ＧＡＥＡ 

佐藤由纪 

电话 28－1527 

19:00 以后 

时间：每周星期三 19:00～21:00 

地点：南部公民中心  

    电话 24－2011 

会费：每期 500 日元 

站前沙龙 樋口千昭 

米泽站前商业街

振兴组合 

23－4534 

时间：每周星期一 16:00～18:00 

每周星期三 16:00～18:00   

会场：米泽车站站房内 2 楼 

多目的大厅  

会费：每月 1,000 日元 

日出町日语教室 金子 理 

手机 

080-3320-3694 

每 1 课时为 2 小时 2,000 日元 

 

 

 

 

２２２２    米泽鹰山大学米泽鹰山大学米泽鹰山大学米泽鹰山大学    
  

      在置赐综合文化中心和各公民中心等公共设施内，设有以市民为对象的各

种关于兴趣爱好的学习讲座，同时还举行其它各种各样的活动。 

   另外、需确认讲座的开课预定情况等时，您可以查询分送到每一家庭的鹰

山大学指南手册或相关网页。 

   咨询处：米泽市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科 电话 21－6111(代转)  

       或前去各公民中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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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    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    
市立图书馆设在置赐综合文化中心 1 楼内。 

 

开馆日、闭馆时间如下： 

    星期二～星期五 9：30～20:00（11 月～3 月是到 19:00 为止） 

    ・ ・周六 周日 节假日 9：30～17:00 

 

闭馆日如下： 

    每周星期一（星期一碰巧是节假日时当天闭馆，第二天也闭馆） 

    年末年初、藏书点检特别期间 

 

可供借出的图书每人一次不超过 10 本，借出期限为 2 周以内。 

 

可供借出的录像带或 DVD 每人一次不超过 3 盘，借出期限为 7 天。 

 

借书时必须出示「图书馆借书卡」。 

 

借书卡可前去图书馆服务台处办理，届时请携带可以确认家庭地址的证件

（如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保险证等）。 

 

 咨询处：米泽图书馆 电话 21－6111 

      米泽市金池 3－1－14 ：置赐综合文化中心 1 楼  

  

４４４４    视听觉中心视听觉中心视听觉中心视听觉中心    

・视听觉中心提供视听觉器材 教材的借用服务。需借用时、请事先电话预

约，或是直接前去视听觉中心办理申请手续。 

 

申请处：视听觉中心  电话 21－6111 

       米泽市金池 3－1－14 置赐综合文化中心 4 楼  

    ・ 星期一～星期五 8:30～17:15 

       ・ 借出期限 4 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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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５５    市内国际交流团体市内国际交流团体市内国际交流团体市内国际交流团体    
团团团团        体体体体        名名名名    联联联联        系系系系        处处处处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地球网络之家米泽 
二宫和义（事务局） 

TEL 37-4185 

主要是组织和山形大学工学部的留学

生以及外国人研究生们进行的各种交

流活动，由此提高学生对世界各国的理

解度。 

环球交流学校米泽Ｇ

ＣＣＹ） 

铃木广美（事务局） 

TEL 38-3576 
开设有日语教室和其它 

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米

泽 
※每年 7 月更换担当人员。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各种协助，举

行义演音乐会或茶会，以及组织地区社

会奉献活动等。 

日法交流会 手塚直美 TEL 23-0734 
设有法语教室，并举办法语演讲比赛和

各种其它活动 

志愿者学校 GAEA 
佐藤由起（事务局）  

TEL 28-1527※19:00～21:00 
设有日语教室和其它 

米泽市日中友好协会 

山形新闻报社置赐总分社内 

TEL 23-3222 

FAX 26-2009 

・ 举办以中国归国者、配偶者、山大工

学部留学生、市内企业研修生为对象的

各种交流会。另外还企画和组织访中团

活动，以此增进日中的相互亲善度和理

解度 

米泽日法协会 
堤 青理（事务局） 

TEL&FAX 23-2407 

筹划法国音乐家的公演活动和经营运

作法语教室 

米泽志愿者观光外语

导游之会 

YFoot 

tatsuta@ms3.omn.ne.jp 

（社）米泽观光物产协会内 

TEL 21-6226 

本会是志愿者外语导游的团体。 

现仅限英语导游。另外还企画自行组织

的旅行团。 

・米泽 摩西湖友好亲

善协会 

米泽新闻报社内 

TEL 22-4411 

支援姐妹城市的交流活动、为交换留学

生事业提供补助等 

米泽青少年活动组织 
间中美树（代表） 

TEL 23-0271 

举行各种义卖活动，由此支援从小学生

到高中生的孩子们以学习为目的而自

力更生酬金去美国科罗拉多州之旅的

活动。 

米泽市国际交流协会 

（YIRA） 

米泽市政府内 

TEL 22-5111 faX 24-4540 

yira@omn.ne.jp 

http://www.omn.ne.jp/~yira 

举行范围广泛的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如

会报的发行、交流会、针对在住外国人

的支援活动、登录如翻译等的志愿者名

单。 

米泽市关地区日中友

好协会 

冈崎利胜（代表） 

TEL 38-2449・ 4156 

关地区和中国吉林省琿春市三家子满

族乡地区缔结了友好地区盟约，极力促

进彼此的交流 

语言交流研究所河马

日本国际家庭俱乐部 

四柳久美子（研究员） 

TEL 38-4503 

以「语言和人类」为主题，通过多种语

言进行交流学习活动、促进国际理解。 

站前沙龙 

樋口千昭 

米泽站前商业街振兴组合  

23－4531 
开设有日语教室等 

日出町日语教室 
金子 理 

手机 080-3320-3694 开设有日语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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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６    公共设施一览表公共设施一览表公共设施一览表公共设施一览表    
    

设设设设        施施施施        名名名名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米泽市政府 金池５－２－２５ ２２－５１１１ 

健康中心 西大道１－５－６０ ２４－８１８１ 

置赐综合支厅 金池７－１－５０ ２６－６０００ 

米泽合同厅舍（职业介绍所） 金池３－１－５０ ２２－８１５５ 

置赐保健所 金池３－１－２６ ２２－３０００ 

米泽税务署 门东町１－１－９ ２２－６３２０ 

法务局米泽支局 金池３－１－１４ ２２－２１４８ 

ACTY 米泽 西大道１－５－５ ２１－５６５５ 

置赐综合文化中心（图书馆） 金池３－１－１４ ２１－６１１１ 

市民文化会馆 中央１－１０－２ ２３－８５１０ 

座之文化传承馆 圆内１－３－４８ ２３－８００９ 

市民画廊梦之馆 中央１－９－２０ ２２－６４００ 

传国之杜 

・上杉博物馆 置赐文化中心  

圆内１－２－１ 

 

２６－８０００ 

 

儿童会馆 圆内１－３－４７ ２３－０１６１ 

西部公民中心 直江町５－９ ２２－５７５８ 

南部     〃 本町２－４－２８ ２４－２０１１ 

东部     〃 花泽町１－２－３８－６ ３７－８０２５ 

爱宕     〃 古志田町７６－３ ３８－２８７７ 

万世     〃 八幡原５－４１４９－９ ２８－５３８１ 

广幡     〃 广幡町上小菅１３９４－７ ３７－５２７６ 

六乡     〃 六乡町一漆６８－２ ３８－５２７８ 

盐井     〃    盐井町盐野２０６８－１ ２２－５３８０ 

窪田     〃 窪田町窪田９８－２ ３７－５０４４ 

三泽     〃 小野川町２６４３－１ ３２－２００５ 

田泽     〃 大字口田泽２３７５－１ ３１－２１１１ 

山上     〃 大字关根４８０ ３５－２１１０ 

上乡     〃 大字川井３８６９ ２８－３４０１ 

南原     〃 大字南原猪苗代町 2910-2 ３８－２３０１ 

・市营体育馆 武道馆 金池３－１－６２ ２３－０６６４ 

市营游泳馆 德町３３３ ２４－５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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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７７    米泽市概要米泽市概要米泽市概要米泽市概要    
 

米泽市位于日本的东北、山形县最南部，市街地海拔高为２４０～２６０ｍ，

东有奥羽山脉、南有吾妻连峰、西有饭丰连峰等高至二千米级别的群山秀峰耸立

于四周，形成盆地地形。面积广为５４８．７４Ｋ㎡、南北长为２８．２㎞、东

西长至３２．１㎞。气候为典型盆地型，夏季炎热，冬季酷冷并且降雪极多，四

季分明，能切身感受到四季迁移景色变幻的风流之情。 

 

 米泽市人口约有９２，０００人、其中大学生人数多达４，０００人(有国立山

形大学工学部，县立米泽女子短期大学) ・，享有文教之街 学生之街的美誉，与此

同时，米泽还拥有我国第一号的工业开发区「八幡原中核工业团地」，其工业生产

量于传统产业米泽纺织物的产量合计后居县内第一，因此也有产业都市之称。另

外，城下町米泽由上杉氏家族施政了 272 年、至今仍保存有与此息息相关的众多

史迹和传统习俗，因此也是一座历史名城。  

 

 

 

（（（（１１１１））））米泽的美味米泽的美味米泽的美味米泽的美味 

 

米泽美味ＡＢＣ 

Ａ Apple 馆山苹果   在馆山地区、从明治时代起就兴盛栽培苹果树。 

             优质的水源和土壤，蕴育出了果肉质实清脆，果味芬芳

诱人的优良苹果 

 

Ｂ Beef  米泽牛  米泽牛中的最高级品质肉红白相间，形如冠霜，故称之

为霜降肉，有入口即化似的柔嫩口感。醇郁浓厚的风味

堪称绝品，在全国也属知名度高的名贵品牌。 

 

Ｃ Carp  米泽鲤鱼 其起源是在上杉鹰山平定米泽后，因深山盆地内的米泽

缺乏动物性蛋白质，故特地从相马引进鲤鱼幼苗，放入

米泽城的护城河内饲养而形成风俗。源自吾妻山麓的清

泉养育而成的米泽鲤鱼，肉质紧致美味，不具泥腥味。              

 

 

其它代表性美味 

米泽优越的自然环境蕴育出了各式各样的美味食物，例如有米泽拉面、日式煮

芋头汤、五加、樱桃、盐引寿司、日式冷菜汤、咸菜、米泽雪菜、本地产日本酒、

米泽荞麦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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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２））））米泽的自然米泽的自然米泽的自然米泽的自然        

 

温泉（米泽八泉） 

小野川温泉、白布温泉、新高汤温泉、姥汤温泉、滑川温泉、汤泽温泉、五

色温泉、太平温泉 

 

 

滑雪场 

天元台高原滑雪场、米泽滑雪场、栗子滑雪中心、小野川滑雪场 

 

 

山岳 

西吾妻山是日本百大名山之一，山中四季分明，可感受时令之迁移，欣赏四

季变幻无穷的美景。位于山腰处的天元台高原，冬季可以享受滑雪之趣，夏季则

可以当作登山健身之处，还可以欣赏各种各样的高山植物。  

 

 

（（（（３３３３））））米泽的史迹米泽的史迹米泽的史迹米泽的史迹 

城下町米泽保存有至今仍散发着浪漫历史气息的街道，还保存有诸多镌刻着悠

久历史的文化财宝，如上杉神社、笹野观音、普门院、旧米泽高等工业学校、传

国之杜、上杉家庙所等。 

 

 

（（（（４４４４））））米泽的传统文化米泽的传统文化米泽的传统文化米泽的传统文化    

有米泽纺织物（简称米织）、相良偶人、笹野一刀彫等 

 

 

（（（（５５５５））））米泽出身的伟人米泽出身的伟人米泽出身的伟人米泽出身的伟人    

皆川睦雄、福王寺法、我妻荣、伊藤忠太、高桥里美、上杉鹰山、伊達政宗等 

 

 

详情请参照观光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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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８８    年号速查表年号速查表年号速查表年号速查表    
 

 

 

年号年号年号年号    阳历阳历阳历阳历    年号年号年号年号    阳历阳历阳历阳历    年号年号年号年号    阳历阳历阳历阳历    

大正 4 年 1915 年 昭和 22 年 1947 年 昭和 54 年 1979 年 

大正 5 年 1916 年 昭和 23 年 1948 年 昭和 55 年 1980 年 

大正 6 年 1917 年 昭和 24 年 1949 年 昭和 56 年 1981 年 

大正 7 年 1918 年 昭和 25 年 1950 年 昭和 57 年 1982 年 

大正 8 年 1919 年 昭和 26 年 1951 年 昭和 58 年 1983 年 

大正 9 年 1920 年 昭和 27 年 1952 年 昭和 59 年 1984 年 

大正 10 年 1921 年 昭和 28 年 1953 年 昭和 60 年 1985 年 

大正 11 年 1922 年 昭和 29 年 1954 年 昭和 61 年 1986 年 

大正 12 年 1923 年 昭和 30 年 1955 年 昭和 62 年 1987 年 

大正 13 年 1924 年 昭和 31 年 1956 年 昭和 63 年 1988 年 

大正 14 年 1925 年 昭和 32 年 1957 年 平成元年 1989 年 

昭和元年 1926 年 昭和 33 年 1958 年 平成 2 年 1990 年 

昭和 2 年 1927 年 昭和 34 年 1959 年 平成 3 年 1991 年 

昭和 3 年 1928 年 昭和 35 年 1960 年 平成 4 年 1992 年 

昭和 4 年 1929 年 昭和 36 年 1961 年 平成 5 年 1993 年 

昭和 5 年 1930 年 昭和 37 年 1962 年 平成 6 年 1994 年 

昭和 6 年 1931 年 昭和 38 年 1963 年 平成 7 年 1995 年 

昭和 7 年 1932 年 昭和 39 年 1964 年 平成 8 年 1996 年 

昭和 8 年 1933 年 昭和 40 年 1965 年 平成 9 年 1997 年 

昭和 9 年 1934 年 昭和 41 年 1966 年 平成 10 年 1998 年 

昭和 10 年 1935 年 昭和 42 年 1967 年 平成 11 年 1999 年 

昭和 11 年 1936 年 昭和 43 年 1968 年 平成 12 年 2000 年 

昭和 12 年 1937 年 昭和 44 年 1969 年 平成 13 年 2001 年 

昭和 13 年 1938 年 昭和 45 年 1970 年 平成 14 年 2002 年 

昭和 14 年 1939 年 昭和 46 年 1971 年 平成 15 年 2003 年 

昭和 15 年 1940 年 昭和 47 年 1972 年 平成 16 年 2004 年 

昭和 16 年 1941 年 昭和 48 年 1973 年 平成 17 年 2005 年 

昭和 17 年 1942 年 昭和 49 年 1974 年 平成 18 年 2006 年 

昭和 18 年 1943 年 昭和 50 年 1975 年 平成 19 年 2007 年 

昭和 19 年 1944 年 昭和 51 年 1976 年 平成 20 年 2008 年 

昭和 20 年 1945 年 昭和 52 年 1977 年 平成 21 年 2009 年 

昭和 21 年 1946 年 昭和 53 年 1978 年 平成 22 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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