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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春天风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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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发行、发送。如有意见、想查询时请寄至右上地址。

外国人办理登记手续后、大约３周时间内即可得到外国人

外国人登记

登记证明书。16 岁以上的人请将此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作为身

外国人准备在日本居住时、必须在将要居住的市、町、

内容变更时、如：工作变更、新迁入冈谷市、在冈谷市的住

村办事处办理各种手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外国人登记。

份证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如果外国人登记证明书记载的
所变更时、请在 14 天以内携带外国人登记证明书到市民课、

停留时间在 90 天以内、不必办理任何手续。停留时间

将变更内容提交申请。如果从岡谷市迁出、则请携带外国人

超过 90 天时、必须在来到日本后的 90 天以内、在所居住

登记证明书到新住地的办事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此场合在

的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记手续。手续特别简单、在冈谷市

冈谷市则不需办理迁出手续。有关住所变更手续申请的提

居住的外国人、在 1 楼的市民课办理。

交、本人或委托亲属都可办理。但是外国人登记证明书的改

16 岁以上的按规定需要本人亲自申请办理登记、办理时

换、再发给时则必须本人申请。

需要护照和 6 个月以内的照片 2 枚(照片尺寸：竖 4.5 横

生活在日本，遇到入学、就职、汽车的名义变更等时、必

3.5)。不满 16 岁的、可通过家庭成员代办申请、办理时不

须需要能证明居住关系、身份关系的公文材料。这种情况下、

需要照片（即使是在一起居住、但不属家庭成员的、则不

本人或请家庭成员携带外国人登记证明书到市民课申请「外

允许）。1 年以上居住的人在

国人登记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手续。委托本人或家庭成员

来办理申请时、请将在日本

以外的人办理申请时、申请人需要提交委托人填写的委任

居住的父母、配偶的姓名、

状。一枚须交 300 円手续费。请注意:手续申请时、必须明

年月日、国籍用便条等纪录

确注明使用目的、提出方。

下后同时带来。

☆日本春天风景诗

～了解丰富的日本文化～

赏花

入学

端午

以观赏樱花为主的

入学是指进入学校学习。进

5月5日这一天、是庆祝、

迎春习俗。多数是

入幼儿园称为入园。进入小

祈祷男孩健壮成长的又一

指那些在盛开的樱

学校又特别称为就学。规定4月1日这

风俗。端午是男孩的传统

花树下举行的宴

一天满6岁的日本籍儿童在接受健康

节日、典型的庆祝方式是将凯甲、头盔、

会。

检查、无异常情况下要进入小学校学

刀、武士人形及五月人形等装饰在室

日本到处都种植着樱花树。进入春季、 习。外国籍的学龄儿童同样也可就学。 内、院前挂起鲤鱼旗。凯甲、头盔的意
各地方的樱花树依据花期争相开放。

为了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所有健康

思是守护男孩身体、挂起鲤鱼旗这一风

但又因其在短短的一周内凋谢、故而

的学龄儿童要到正规学校学习。其对

俗是从中国传来的、用来祈祷、祝愿男

每年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日本人

义词为「毕业」。

孩的飞黄腾达。鲤鱼旗是由风向标和三

已将樱花固定为春天的象征。樱花因

日本的入学、毕业式普遍是在春季举

条鲤鱼旗组成。同时5月5日又是国民的

花期短而美丽、常常被比作人生的短

行、欧美则在秋季举行。

节日「儿童节」、并且又处在休假黄金

暂。赏花时喝的酒被成为赏花酒、以

周、男孩出生后庆祝的第一个传统节日

示风雅。

是非常热闹的。

其他手续

冈谷市国际交流协会
(ＯＩＥＡ)

全部的手续从办理外国人登记开始
外国人登记办理结束后、就可办理各种手续、请尽快前
往市民课

财团法人冈谷市国际交流协会除此刊物以外还向外籍市

遇到以下情况、需要出示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民提供书面及口头翻译、帮助办理各种手续的服务业务。

☆ 开设银行帐户时・・・

翻译：办理各种手续时需要本国出具的出生证明人等的资

☆ 购买携带电话时・・・

料。但是在办事处的服务窗口必须提交和原文一样的日本

☆ 加入健康保险时・・・

语翻译。遇到这种情况、OIEA 就会帮助你将此资料翻译成

☆ 印章登记时・・・

日本语。

☆ 申请儿童补贴时・・・

口译：办理各种手续时、窗口的服务员所讲的都是日本语。

☆ 办理小孩入园、入学手续时・・・

为了顺利办理完手续、OIEA 的职员或志愿者协助口头翻

☆ 将外国驾照改换日本驾照时・・・

译。

国 民 健 康 保 险

翻译及口译以外、也协助向入国管理局及社会保险事务所

办理了外国人登记、如停留时间在一年以上者、请加入

等提交资料的准备、填写业务。

国民健康保险。不能加入工作单位健康保险的人、在市、

相谈：有苦恼、困难时请到 OIEA 来相谈。对

町、村办事处也可办理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的加入手

于 OIEA 的职员回答不了、不能直接提供帮助

续。加入后每月必须缴纳保险金、无收入的留学生可减额。 的、可介绍相应的人解决你的问题。同时向
详细内容请向市政府健康推进课咨询。

外国籍市民随时 举办轻松愉快的日本语教

多 种 语 言 的 垃 圾 收

学、集会等。有关最新日本语教学、集会的情报请同 OIEA

集 日 期 表

联系或查询网页。在此希望更多的外国籍居民的参加。

迁 入岡谷市、办理完住民登
记、外国人登记、就可得到记

为了大家能够安心生活在冈谷市地区。愿提供各种帮助、

载着垃圾区分方法的「家庭用

不必介意、敬请光临国际交流协会。

垃圾收集日期表」。为了便于

＜冈谷市政府

外国人居住者、备有用葡萄牙语、英语、中国语等制作的

(星期一～星期五

4 楼＞

AM 8：30～PM 5：30)

带有插图的垃圾收集日期表。请利用。

各种服务窗口的介绍
日常生活中需要办理各种手续。外国人登记手续办理结束后、作为冈谷市民即可享受各种服务。以下是办理各种手续
的服务窗口。
手续

服务窗口

外国人登记、出生申报单、 市民课

手续

服务窗口

场所

内线

介护福祉课

2楼

1281

社会福祉课

2楼

1251

场所

内线

1楼

1157

介护保险

1楼

1181

儿童抚养津贴、分娩费补助

1184

金、特别儿童抚养津贴、儿

1252

1190

童津贴、特别障碍者津贴

1254

死亡申报单、印章登记等
国民健康保险、接种、

健康推进课

母子健康手册的配置
地方税(市县民税)、

税务课

1楼

小型汽车税等
小中学校的入学

1125

入居市营住宅

都市计划课

3楼

1126
教育总务课

2楼

1213

1336
1337

上下水道的各种手续

水道课

4楼

1416
1417

幼儿的入园

儿童课

2楼

1261

话说“水”
每日生活中不可欠缺的「水」、在大家使用前、使用后被

灾害的防备

大量处理。冈谷市的自来水,约８０％来源于地下水、泉

有句谚语说「有备无患」。灾害何时、何地、何因发生都

水，约２０％来源于河川。现将冈谷市唯一河川供水源小

是不能确定的。依照平日里的经验将有关上下水道的注意

井川净水场的制水过程介绍如下。

事项介绍若干。

(１)从河川中取水、净水

☆储备饮用水☆

做成自来水的第一步是从取水开始。

以 1 人 1 日３ℓ饮用水为基准。给清洁、带有盖子的容器里

然后进行适合饮用水的净化处理(净水)。

放满水、放在阴凉处保管。容器内的水每隔 3 日替换一次。

↓

替换下来水也可使用、如:洗澡水、洗衣服用、浇花等。

自来水(配水)
利用遍布市内的配水管向各家庭、工厂等配送。
↓

☆水壶等容器的确保☆

(２)各家庭的使用

备有紧急用水壶、即使没有饮用水、也可以在供水处得到

除饮用水外、被广泛使用。

水。如果此水壶又可以用来烧水的话则更加安心。

↓
下水道排水

☆贮存洗澡水☆

使用过的自来水被排入下水道。

如果贮存有洗澡水、紧急的时候则可用来冲洗厕所、灭火

↓

等一般水。

(３)

最终处理场

进行数目繁多的处理、从而达到适合排放的水质。

☆地区的配合☆

↓

如果能做到平日里经常同邻居及周边居住的人保持来往、

（４）

諏訪湖

在紧急的时候就可以相互帮助。这也许是一件不容易做到

处理过的水经諏訪湖再被排放回大海。

的的事情。但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向建设水道部水道课的提交申请
以下情况发生时、必须向水道课(岡谷市市政府４楼)提出申请。２～３日之前到水道课窗口或利用电话・传真同水道
课联系。TEL：23-4811

内线：1417/1418

FAX：24-0294

手续费

代理人

自来水使用前

1,300円

可

开拴时不需要在场、但请将家中全部的水龙头关紧。

停止使用自来水

1,300円

可

迁入、迁出时、请提出新住址(联系地址)。

免费

可

请提出新・旧名义人的住址。

名义变更

注意点

由于纠纷根源容易产生、请务必提交申请。
有关上下水道费用
2个月计算・・・考虑到节省征收费用及支付的方便、每隔2个月检查一次水表后要求支付费用。
① 上水道使用费用・・・基本费用２，１６０円 (使用的水表口径为１３mm的场合)＋水量费用+
消费税
②下水道使用费用・・・基本费用２，７６０円 (２０㎥以内)＋污水量费用+消费税
※下水道同时使用的场合：①＋②的合计。

■有关水道费用的支付
水道费用是每隔2个月1回要求支付。支付方法有从金融机关帐户直接转帐或用现金支付两种方法。劝告大家使用方便
可靠的帐户转帐支付。
【帐户转帐】

【现金支付】

2个月1回、22日从帐户转帐支付。22日金融机关休息时则

2个月1回、携带各月中旬邮送来的「缴纳通知书」

在第二天的工作日转帐支付。请通过存折或下一次领受到

在缴纳期限内到金融机关、24小时便利店或到市政府水道

的「已收到前回支付的费用的通知书」确认。有关帐户转

课窗口支付。

帐支付的申请、请携带存折和银行用印章到市内的金融机

【申请名义变更】

关或市政府水道课窗口办理手续。

迁入、迁出或死亡等
需要水道名义、帐户名义变更时、请一定提出申请。

★下水道的正确使用方法★

〜下水道不是魔术洞〜

污水流进下水道、经下水道管或泵流入处理场。稍有不注意、堵塞下水道管或泵、污垢在中途溢出、从而不能正常在处理
场处理。请我们遵守规则、合理舒适地使用下水道。

有关下水道的九条正确使用方法
＜１＞

注意使用的厕所纸

厕所纸以外的纸、手巾纸、湿手巾纸、纸尿布等难容于水的纸使用时容易堵塞管道。
＜２＞

严禁将香烟头、卫生巾之类物品流入
请使用厕所内放置的垃圾箱。

＜３＞

将剩余饭菜用三角笸箩或针眼盘状物等阻挡住、绝对不允许流入

含有水分的垃圾、易产生难闻的气味及因腐烂而产生硫化氢腐蚀混凝土构造物。
＜４＞

绝对不允需将煎炸后的剩余油流入

油不容于水、附着在管道上造成下水道的流通困难、更加促使设备的腐蚀。
＜５＞

注意不要使洗澡间、盥洗间的毛发流入

毛发不能分解、同周围的纤维形成毛球状、堵塞管道、造成下水不通。
＜６＞

绝对不允需将危险物 (石油、汽油、化学稀释剂等)流入

在管道内部有发生爆炸事故的危险、还有在管道内部凝固、变成油球。并且在处理场中微生物处理方法也不起作用,
从而污染諏訪湖。
＜７＞

适当使用合成洗涤剂

给净水微生物的活动带来不良影响。
＜８＞

使用自来水以外的水也请注意
防止沙、塑料等的流入。

＜9＞

请不要使用垃圾处理机(垃圾粉碎机)

粉碎后的垃圾残渣、易堆积在管道、还有易积存于垃圾处理场的设备中而损伤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