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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下水道事业受益者负担金 

  第 3 期  12 月 25 日 （周一）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 

  第 3 期  1 月 4 日 （周四）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第 5 期  1 月 4 日 （周四） 

    ●介护保险金 

      第 6 期  12月 25日 （周一）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7 期  1 月 4 日 （周四） 

 ●国民年金保险金 

      11 月分  1 月 4 日 （周四）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10 月末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量。 

（ ）内为与去年同月相比的数据。 

    男  性：344,476 人 

            (-1,167 人) 

    女  性：362,230 人 

            (-1,636 人) 

共  计：706,706 人 

           (-2,803 人) 

家庭数：313,559 户 

        (+2,31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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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冈人”是英文版静冈市资讯月刊“Shizuoka Jin”的中文版。其内容主要来自静冈市生活资讯报刊“静岡気

分”。本刊旨为生活在静冈的中国人及学习使用中文的人们提供静冈的各种生活信息。 

地震了！！你能冷静的

采取行动吗？/年末年

初休馆日的通知/多种

文化亲子交流会/葵方

形滑冰场/静冈“街头”

圣诞老人节 2017 

 

 

12月 3日（周日）是“地区防灾日”  9:00～12:00 

   ※根据地区训练日期、开始的时间、会场等有所不同。 
     详细情况请咨询地区自主防灾组织等。 
●届时还进行如下训练   

〈通过无线广播同时播放的播送训练〉 

① 前一天广播：12 月 2 日(周六)，16:00 

② 训练之前播送：12 月 3 日(周日)，8:30 

③ 发生地震训练：12 月 3 日(周日)，9:00      ※③时鸣响警报器 

〈通过紧急情报防灾无线电广播的播送训练〉 

 12 月 3 日(周日)， 9:00     播送局：FM-Hi，Marinpal 

〈静冈市防灾电子邮件、紧急速报电子邮件的发送〉 

 12 月 3 日(周日)， 9:00 

避难时请不要忘记确认！！！ 
电气   ⇒  请关掉电闸。 

电话  ⇒  请确认听筒有没有脱离。 

煤气  ⇒  关掉煤气开关，用具开关      

水道    ⇒   关掉水龙头 

 

小知识              如果在这种地方发生地震该怎么办・・・ 
自己的家（厨房） 

●在厨房用火时，请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停止摇晃后再去熄火。 

超市・商场 

●小心商品掉落及玻璃碎片。请将身体靠在柱子或墙边并用衣服或包护住头。 

地下街道 

●请将身体靠在大柱子或墙壁上，等摇晃停止后采取避难行动。 

繁华街或高楼大厦街 

●请小心掉下来的玻璃等。请用衣服或包护住头，到广场等处避难。 

●请远离建筑物及墙壁、电线杆子等。还请小心自动贩卖机的倒塌。 

电梯里 

●请按所有楼层的按钮并在停止的楼层出去。 

●如果被关在电梯里，请用内线电话与外部取得联系后，等候救助。 

 

咨询：各区地域总务课 

   葵 区  054-221-1343    传真 054-221-1104 

   駿河区  054-287-8683    传真 054-287-8709 

      清水区  054-354-2024    传真 054-351-4470 

      危机管理总室 

   054-221-1012              传真 054-251-5783 

 

地震了！！你能冷静的采取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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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3日（节假日）～1 月 5 日（周五） 
◆结婚证、出生证、死亡证等户籍证及埋葬、火葬许可证的交付，在各区役所的保安室 
 （静冈厅舍新馆 1 楼西侧、骏河区役所 1 楼东侧、清水区役所 1 楼东侧）及蒲原支所的值班室办理。 

 

 

 

 

 

 

医疗、福祉 

 

 

 

 

 

 

 

 

 
 
 

育儿 

 

 

 

 

 

 

年末年初   关于垃圾收集日程的通知 

  
 

    

    

     

     

      

 

 
●可燃垃圾的收集日 

收集日期 年末最后 年始最初 

周一、周四 12/28日(周四) 1/4 日(周四) 

周二、周五 12/29日(周五) 1/5 日(周五) 

周三、周六 12/30日(周六) 1/6 日(周六) 

 

 

 

 

年末受理日 各设施直接带去时的受理时间 

12/25 日(周一)～ 

     29 日(周五) 

8:30～11:30 

13:00～16:00 

12/30 日(周六) 8:30～11:30 

●市役所、各区役所、各市民服务处・・・12/23 日(节假日)、24 日(周日) 、29日(周五) ～1/3 日(周三) 

●各区役所、支所的自动交付机(住民票的复印件、印章证明书)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12/23 日(节假日)、12/24 日(周日)可以利用的时间为 9:00～17:00(长田支所 12/25 日(周一)、 

  12/27 日(周三)、12/28日(周四) 、1/4 日(周四)、1/5 日(周五)的利用时间也为 9:00～17:00 ) 

●证明书便利店交付服务・・・12 月 29 日(周五) ～1/3 日(周三) 

●市立静冈医院 、共立蒲原综合医院、清水医院、井川诊疗所・・・ 

  12/23 日(节假日) 、24日(周日)、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急病中心・・・无休息日 

●静冈牙科医师会急救牙科中心・・・12/25 日(周一)～12/28 日(周四) 、1/4 日(周四) 、1/5 日(周五) 

●残疾人牙科保健中心・・・12/23 日(节假日)～12/25 日(周一)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保健所、各区保健福祉中心、地区康复推进中心、心理健康中心・・・ 

12/23 日(节假日) 、24 日(周日)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中央福祉中心・・・12/24 日(节假日)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地域福祉交流广场・・・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はーとぴあ清水（heartpia-shimizu）・・・12/23 日(节假日)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静冈中央育儿支援中心・・・  ⇒ 临时保育室  1/1 日(节假日)～1/3 日(周三) 、 

                                交流沙龙 12/27 日(周三)～1/3 日(周三)  

●清水中央育儿支援中心・・・  ⇒  临时保育室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交流沙龙 12/28 日(周四)～1/4 日(周四)  

●各儿童馆・・・  12/24 日(周日) 、12/25 日(周一) 、12/28 日(周四)～1/3 日(周三) 

●儿童咨询处・・・12/23 日(节假日) 、12/24 日(周日) 、12/29 日(周五)～1/3 日(周三) 

●不可燃、粗大垃圾    
◆电话申请(0120-532-471)年末→12/28 日(周四)、至 19:00    年初→1/4 日(周四) 、 从 9:00 开始 
◆网站申请      年末→至 12/25 日(周一)      年初→1/5 日(周五) 、 从 10:00 开始 

※请注意，1 月分的周一、周二、周三的回收日将推迟一周。 

 

大扫除后的垃圾 

※事业垃圾的最终受理日为 12 月 28 日(周四)。 

※清水垃圾受理中心不受理可燃垃圾、事业垃圾。 

※全设施，年初从 1 月 4 日(周四)开始。 

 

市热线电话             054-200-4894             西谷清扫工厂           054-296-0054 

沼上清掃工場         054-262-4015             清水垃圾受理中心       054-366-2751 

收集业务课          054-221-1365 

西谷收集中心        054-296-0447 

沼上收集中心       054-264-1900 

清水收集中心       054-366-2751    

蒲原分所       054-385-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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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日（周一）～12 月 10日（周日）是 

人    权   周！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作为任何人与任何

国家都必须达成的共同基准而通过了世界人权宣

言。作为纪念日本将 12月 10 日为最后一天的 1周

制定为人权周。 

与人权有关的特设免费咨询 

～请不要一个人烦恼～ 

日期（12月） 地点（市役所） 

4（周一） 10：00～ 

16：00 

●静冈厅舍新馆 1楼 

●清水厅舍 3楼 

5（周二） ●静冈厅舍新馆 1楼 

 

电话咨询（工作日 8：30～17：15） 

～请随意打电话咨询～ 

大家的人权 110    0570-003-110 

儿童的人权 110    0120-007-110 

女性的人权热线   0570-070-810 

 

 

 

 

 

 

多种文化亲子交流会 

～ 连接笑脸的场所 ～ 

时间：12月 15日(周五) 、 10：30～11：30 

地点：静冈中央育儿支援中心（葵区吴服町二丁目） 

人数：未就学的外国人・日本人亲子各 10组 

      （免费） 

报名：请打电话至 ⇒ 静冈中央育儿支援中心    054-254-2296 

    「12月 4日(周一)～，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圣诞节与新年时静冈的街头将有很多愉

快的活动！ 

冬天的静冈 2017-2018 

咨询：I LOVE SHIZUOKA 协议会   

054-252-7720 

★★★★★★★★★★★★★★★★★★★

滑  冰  场 

时间：12月 9日(周六) ～ 1月 8日(节假日) 

      16：00～20：00 

（周六、周日、12月 23日～1月 8日为 

  10：00～19：00） 

地点：葵方形广场 
费用： 大人 1,000 日元、高中生以下 700 日元、        亲子一组券(大人与高中生以下各 1名) 1,500 

       日元、大人一组券 1,800 日元 

 

 

 

 

静冈“街头”圣诞老人节 2017 

    届时将有大约 1,000 名圣诞老人的庆祝游行队

伍。还有动听的演奏及愉快的表演！ 

12 月 16日（周六）、 13：30～ 

 ※雨天顺延至 17 日（周日） 

舞台表演 ⇒  14：00～15：30 

        （根据情况时间多少有可能变动） 

※当天请直接到会场。 

 （免费观看，一部分活动需要参加费） 

 

 

 

●募集圣诞老人游行队伍的参加者 

    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游行队伍吧！一顶帽子或一

个头饰都可以！！（需要提前报名） 

费用：一般 500日元、学生 300日元、高中生以下 

      免费（收费的参加者附可以在协助店使用的 

      500日元份的购物券） 

 

静冈市迎合人权周，将开设由人权拥护

委员组成的特设咨询。 

届时有研究会（收费・需要提前报

名）。并且还有饮食处等！！ 

今年可是用冰制作的滑冰场哦！ 

担当：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054-221-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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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联络簿 

各个主要政府机关代表电话 

●葵区役所     054-254-2115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54-2111 

葵区追手町 5-1 葵区追手町 5-1 

●清水区役所   054-354-2111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111 

清水区旭町 6-8 清水区旭町 6-8 

●骏河区役所   054-202-5811 ●市役所（蒲原地区）       054-385-3111 

骏河区南八幡 10-40 清水区蒲原新田 1-21-1 
 

常用市政服务窗口 

主要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葵区 骏河区 清水区 

有关外国人登记手续的咨询与服务 

户籍住民课 

054-221-1061 

1F 

054-287-8611 

1F 

054-354-2126 

1F 

有关保险和退休金的咨询与服务 

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1F 

054-287-8621 

1F 

054-354-2140 

1F 

有关纳税和税金的咨询与服务 

纳税课/市税事务所 

054-221-1035 

3F 

054-221-1531 

3F（葵区） 

054-354-2092 

2F 

生活咨询 

地域总务课 

054-221-1053 

1F 

054-287-8698 

3F 

054-354-2036 

1F 

有关儿童及儿童津贴等咨询与服务 

保育儿童课 

054-221-1093 

2F 

054-287-8674 

2F 

054-354-2120 

1F 

部门名称 市役所（静冈地区） 市役所（清水地区） 

垃圾回收 
收集业务课 

054-221-1365 

收集中心 

054-366-2751 

有关公立学校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学事课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377 

有关体育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体育振兴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037 

有关多文化、共生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303 

 

与外国人相关的组织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静冈本部 清水支部 

054-273-5931 054-354-2009 

入国管理局静冈支所 054-653-5571 

 

本资讯刊制作单位为 静冈市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如果您有任何咨询、建议或意见，请联系我们。

地址 静冈市葵区追手町 5-1  邮政编码 420-8602 电话 054-221-1303 email:sankaku@city.shizuoka.lg.jp 

静冈人的网址：      http://www.city.shizuoka.jp/000_002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