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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按领域分 8种。

①为了防备紧急情况和灾害

②住所的手续、税金

③保险、健康管理、福利

④工作、在留资格

⑤分娩、育儿、教育

⑥生活

⑦闲暇

⑧实用信息

　　关于本手册记载内容的咨询，请向最后页面记载的外国人咨询窗口咨询。除了特别标明的之外，在对本文中记载的负责部门和电话号码进行咨

询时，请务必使用日语或是请会说日语的人进行咨询。本页的登载内容有时会进行变更。

　　生活信息报使用的是再生纸张。本印刷物已委托企业印刷制作 1800份，价格每份 74.3 日元（含税），但不含编辑时的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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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化交流广场（Hygeia 11 楼）

实用信息篇

 咨询　　  担当　　  地址　　  电话号码　　  网址　　  传真号

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

.新宿区歌舞伎町 2-44-1.Hygeia.11.楼

.03-5291-5171

.03-5291-5172

开馆时间∶ 9:00 〜 21:00

闭馆日∶第 2、4个星期三、年底年初 (12 月

29日〜 1月 3日 )

　　新宿区内设立了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以

推进多文化交流城镇的创建。

　　这个广场是日本人与外国人交流，相互之

间加深文化与历史等方面之理解的场所。

　　这个广场可用于学习日语、收集与交换各

国文化与地区信息等活动。欢迎您随时前往。

●多用途空间

　　举办以日语教室为首的、以国际交流与多

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各种学习会等的场所。空闲

时也可作为学习与交谈等自由空间自由使用。

●交流空间

　　个人与团体均可利用的空间，其中有以下

几个活动角。

○资料、信息角

　　可阅览有助于外籍居民在本区生活的“生

活信息”、“讲座、活动信息”、“区行政信息”、“各

自治体信息”“志愿者信息”等各种信息、资料。

○日语学习角（日语资源角）

　　为想学日语的人准备了相关教材与教案。

也可一边参考教案一边自习。以日语学习支援

的志愿者为中心运营。此外还可学习平假名、

片假名和会话等。

●外国人咨询角

　　以各种语言向在日本生活遇到难题的外国

人提供咨询服务。向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

服务免费。

星期一. 韩国语（仅下午）

星期二 汉语　泰国语　尼泊尔语

星期三 英语（第 2、4个星期三除外）

星期四 缅甸语　汉语

星期五
韩国语

英语（仅第 3个星期五）

咨询时间 ： 10:00 〜 12:00、13:00 〜 17:00

 03-5291-5171

●外国人综合咨询援助中心

　　针对外国人的入境、居留手续及各种生活

相关的问题，提供各种语言的咨询服务。

　　同时接待电话咨询。

咨询时间 ： 星期一〜星期五（第 2、第 4 个

星期三、年底年初除外）9:00 〜

16:00

咨询用语 ：.英语、汉语

.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 孟加拉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

 03-3202-5535

....03-5155-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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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篇

电视口译系统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多文化共生推进系

　　在区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和咨询时，可通过

平板终端利用口译系统。

　　在终端上选择语言后，通过视频电话接通

口译者，翻译会话。

●设置场所

　　本厅舍、第 1分厅舍、第 2分厅舍、新宿

多文化交流广场、保健中心（4所）

※因数量有限，有可能无法利用，敬请谅解。

●受理语言和时间（均为工作日）

时间 受理语言

8:30 〜 17:15
英语、汉语、韩国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9:00 〜 17:15 泰语、俄罗斯语

10:00 〜 17:15

法语、他加禄语、越南语

缅甸语（仅限星期四，

12:00 〜 13:00 除外）

11:00 〜 17:15 尼泊尔语、印地语

新宿区发布的信息

　　因为数量有限，如库存发完，请予以谅解。

■新宿区的定期刊物

刊物名称 发行日（月份） 咨询处

新宿区报（日语）
每月 5.日（1.月为 1.日）、
15.日、25.日

区政信息课

外国语宣传报纸.“新宿新闻”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4月、7月、10月、1月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新宿的教育（日语） 4月、7月、11月、2月 教育调整课

新宿区议会速报（日语） 每年 4期 议会事务局

男女共同参与信息报“With 新宿”
（日语）

每年 3期 男女共同参划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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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外语版本的出版物

■动画、主页、SNS

名称 语言 担当

面向外国人的生活信息主页
http://www.foreign.city.shinjuku.
lg.jp/cn/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面向外国人的生活信息视频 英语、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视频《初到新宿》
（通过HP传输动画）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外语版SNS“新宿新闻”
(Facebook・Twitter・LINE・Weibo)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震灾启发录像“您能幸存吗！？
〜大地震袭击新宿〜”

英语、汉语、韩国语、日语字幕 危机管理课

禁止路上吸烟宣传视频、DVD 同时标有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垃圾减量再生利用课

实用信息篇

■新宿区公式推特・脸书

 区政信息课 广报系

　　活用可即时发布信息的社交网络服务“推

特”、“脸书”，介绍新宿区的活动和事业等，同

时发布紧急时的地震和台风等相关信息。

账户：新宿区区政信息课

.推特

http://twitter.com/shinjuku_info

.脸书..

http://facebook.com/shinjuku.info

■宣传视频

 区政信息课 广报系

　　为了使区政和新宿的城市与市民的距离更

近，将与地区密切相关的话题制作成视频简单

易懂地告诉大家。DVD・VHS除了在区政信息

中心（区政府本厅舍 1楼）、区立图书馆出借外，

在主页上也发布有宣传动画。

■新宿区官方网站

 区政信息课 广报系

　　除了登载“生活”、“观光、文化”、“产业、

商务”、“防灾、防犯”等信息外，还随时更新

重要通知和热点信息，并提供英语、汉语、韩

国语的自动翻译功能。

.http://www.city.shinjuku.lg.jp/

.http://www.city.shinjuku.lg.jp/m/（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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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篇

■印刷物

出版物名 语言 担当

整个生活

针对外国居民的生活信息（各主题）
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汉语、
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外国语宣传报纸.“新宿新闻”
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汉语、
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新宿生活指南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
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越南语、
缅甸语、尼泊尔语

外国人咨询窗口使用指南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
汉语、韩国语、泰国语、缅甸语、尼
泊尔语、

公益财团法人新宿未
来创造财团

宣传册《请注意消费者纠纷！》
英语、汉语、韩国语、缅甸语、尼泊
尔语、越南语

消费生活就职支援课

税金・保险・健康
面向外国人的小册子.“东京 23.区的
居民税”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税务课

国民健康保险的指南

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汉语、
韩国语

医疗保险年金课
日语（有注音假名）、尼泊尔语、越
南语、缅甸语

看护保险便利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看护保险课

再利用与环境
小手册“资源、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
丢弃方法”

英语、汉语、韩国语 新宿清扫事务所

宣传单.“资源、垃圾的分类方法、丢
弃方法”

英语、汉语、韩国语、越南语、缅甸
语、尼泊尔语、法语、泰语、他加禄语、
阿拉伯语

新宿清扫事务所

年底年初的垃圾收集通知 同时标有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新宿清扫事务所

禁止路上吸烟告示牌、张贴物 同时标有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垃圾减量再生利用课

禁止边走边吸烟告示牌 同时标有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垃圾减量再生利用课

学习
新宿区立图书馆使用指南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中央图书馆

“新宿区日语教室”的指南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
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新宿未
来创造财团

“志愿者日语教室”的指南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
公益财团法人新宿未
来创造财团

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指南传单
同时标有日语（有注音假名）。英语、
汉语、韩国语

多文化共生推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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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教育

外语版母子健康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泰国语、他加禄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
越南语

健康建设课

面向外国人的保育园指南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保育课

新宿区立儿童综合中心、儿童家庭援
助中心、儿童馆、学童俱乐部、放学
后儿童广场等的指南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泰国语、
他加禄语

儿童综合中心

新宿区立中小学入学指南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法语、他
加禄语、缅甸语、尼泊尔语

学校运营课

新宿区立幼儿园.园儿招生指南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学校运营课

私立幼儿园补助金的传单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学校运营课

“新宿区的学校生活”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泰语、他
加禄语、尼泊尔语、缅甸语

教育援助课

其他

新宿历史博物馆小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林芙美子纪念馆小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佐伯祐三工作室纪念馆小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中村彝工作室纪念馆小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漱石山房纪念馆宣传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高田马场骑射比武小手册 英语
公益财团法人
新宿未来创造财团

新宿区综合计划（概要版） 英语、汉语、韩国语 企划政策课

新宿区城市建设长期规划（PR版） 英语、汉语、韩国语 城市计划课

新宿区自治基本条例手册 英语、汉语、韩国语 企划政策课

自行车安全行驶五项规则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交通对策课

新宿WE巴士路线图 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 交通对策课

实用信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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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篇

新宿区的概况

■区徽、区花、区树

◆ 区徽

[1967 年 3月确定 ]

　　区徽的底部是一

直以来象征着坚实的

菱形，在上面是以雄

劲的笔势一笔写成的

新宿的“新”字，表

达出新宿必定在将来取得更加坚实的发展的意

思。

◆ 新宿区的区花

　　 杜 鹃 花.“1972

年 10 月确定”从江

户时代到昭和初期，

大久保路周边都是名

胜之地，当时开设有

专门去那里观赏杜鹃

花的临时列车。

◆ 新宿区的区树
榉树. [1972 年 10 月

确定 ]

　　榉树是武藏野的

代表树种，也是新宿

区内最常见的树种之

一。

■位置、面积

　　新宿区大致位于东京 23区的正中央，与

千代田、港、文京、丰岛、中野、涩谷各区相邻。

区政府本厅舍（歌舞伎町 1-4-1）中央处位于

北纬 35度 41分 26秒，东经 139度 42分

23秒。新宿区总面积为 18.22 平方公里，区

全境长约 29.4km，东西约为 6.5km，南北约

为 6.3km，是 23个区中第 13大区（包括荒

川河口部和中央防波堤填埋地在内 23个区的

总面积为 620.平方公里）。

■人口

■ 新宿区的人口
总人口数 外国人人口

人口 346,162 43,068

男性 173,743 22,062

女性 172,419 21,006

（截至 2019年 1月 1日）

■地势

　　地形上来说，新宿区由高地和低地组成，

全区可分为丰岛高地、淀桥高地、下町低地。

丰岛、淀桥高地由四谷、牛込、角筈、柏木、

大久保、户冢、落合等高地组成，下町低地错

落分布在各高地之间。

　　区内的最高点为都立户山公园内的箱根山，

海拔44.6m。高地为平均海拔约30m的高台，

最低的低地是饭田桥附近，海拔 4.2m。顺便

提一句，新宿区政府的海拔为 32.55m。

　　高地部的地层从地表开始依次为关东壤土

层、武藏野沙砾层、东京层，低地部的填埋土

下面是冲积层、东京层，高地部和低地部的东

京层下面都蔓延着三浦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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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名的由来

　　在幕府成立的 1603 年次年，江户确定了

以日本桥为起点的5条路。并在东海路、中山路、

日光路、奥州路、甲州路各个街道设立了一定

数量的驿站，并规定驿站有提供驿马的义务。

　　甲州路为从日本桥到甲府的干线，连接从

甲府到中山路的下诹访。在甲州路，从日本桥

到第一个驿站高井户之间的距离很长，旅人往

往为此感到非常辛苦。于是，根据名主高松喜

六的要求，在这段区域中间另设立一个驿站的

建议得到了批准。该驿站设在内藤氏奉还给幕

府的宅地内，又因为具有新的驿站的意思，它

被称为“内藤新宿”，这就是新宿地名的由来。

　　1947 年 3 月 15 日，旧四谷、牛込、淀

桥 3.区合并，新宿区也正式成立。当时除了有

历史由来之外，还因为新宿御苑和新宿站在全

国都非常有名，普遍为人们所知，所以才采用

了新宿这个名字。

　　让我们从旧 3区的名字由来出发，试着追

溯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

【四谷】原来是武藏野的荒野，现在的四谷四丁

目十字路口一带在当时左右都是灌木丛茂密的

山谷，只有一条小道。并且在那里设有供旅客

休息的 4间茶屋，据说四谷这个名字正是从这

4.间茶屋引申出来的。

【牛込】“込”是很多聚集到一起的意思。据说

因为很久以前，这一带地区放牧着很多牛，所

以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之后上野国（现在

的群马县）的大胡氏移居到了该地区，并在

1555 年改名为牛込氏。牛込氏属于小田原的

北条氏，其领地覆盖从牛込到日比谷周边的广

阔地域，而他们的居城位于袋町一带的高地。

牛込氏的墓地位于现在的宗参寺（辩天町 1）。

【淀桥】关于淀桥这一地名的由来，一种说法是

神田川从成子村和中野村之间流过，上面架着

的桥称为余户或四所桥，而淀桥是从这引申而

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宽永年间（1624〜 44

年），第 3代将军家光在桥边休息时发现这里的

水流看起来很缓，于是就说将这里命名为淀桥；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 1720-30 年左右第 8代

将军吉宗觉得这里的景色与山城国（现在的京

都）的淀很象，而将这里命名成了淀桥，而且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任何一种说法

中这个地名好像都是来自桥名的。

切身的区政

■关于新宿区议会

 议会事务局 调查管理系

　　区议会是有关区内居民生活的重要事项的

决定机关。新宿区议会每年召开 4次.“常会”

和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并且，为了按部

门对议会上要处理的事项进行专业、高效地审

查，议会还设有“委员会”。

● 旁听

　　区内居民可以旁听主会、委员会。如您想

旁听，请向区政府 5.楼议会事务局提出申请。

● 请愿、陈情

　　如您对区政有什么要求，可以进行请愿、

陈情。但请愿需要区议会议员作介绍。

实用信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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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信息中心

　　在区政信息中心，收集、保存着以区、都、

国家出版物为主的行政资料。信息中心除了阅

览、出借服务外，还进行区里发行的有偿刊物

的销售。并且，该中心内还提供区民咨询、外

国人咨询，并配备有可以检索信息的电脑。

○.使用场所：区政府本厅舍 1楼

○.使用时间：星期一〜星期五（休息日、岁末

年初除外）8:30 〜 17:00（外

国 人 咨 询 为 9:30 〜 12:00、

13:00〜 17:00）

○.所藏资料：区、都、国的发行刊物、普通书籍、

官方报纸、东京都公报、报纸杂志、宣传录

像

○.提供复印服务（收费）

■给区政府的意见和希望

 区政信息课 广听系

. .03-5273-4065

● 给区长的明信片和信件

　　通过“给区长的明信片”和信件，受理您

的意见和希望。“给区长的明信片”在特别事务

所等区内设施有备。

　　另外，如有意见、希望可通过互联网受理。

请利用区里主页。

●.问卷调查区政监督员

　　对随机抽取的接受新宿区委托的 1,000 名

人员每年邮寄 4次实施问卷调查，并把结果反

映于区政运营。任期 1年。

●.与区长的对话集会

　　“和区长交谈　新宿交谈”在地区中心等设

施内举办。日程等决定后，将通过“新宿区报”

和区网站等加以通知。

●.年轻人会议・年轻人意识调查

　　创造机会提高年轻人对区政的关注度和参

与度，提供机会开展“新宿年轻人会议”和“新

宿年轻人意识调查”。内容・日程等决定后将在

“新宿宣传报”和区主页等通知。

■公众意见

 区政信息课 广听系

. .03-5273-4065

　　公众意见是在决定广泛影响区民生活的政

策等时，事先公布草案，听取区民提出的意见等，

考虑后作出决定的制度。还会公布决定政策时

提出的意见和与其相对应的区政府观点，在决

定实施措施时公报。

公众意见的实施，通过“新宿公报”和区网站

等进行通知。

■区民意识调查

 区政信息课 广听系

. .03-5273-4065

　　每年了解 1次所有区民对于区政运营重要

基本课题的意愿、希望和区民意识等内容。随

机抽取 2500 人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刊登于面

向外国人的生活信息网页上。另以 4国语言制

作的概要版（日语、英语、汉语、韩国语）可

在图书馆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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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区民之声委员会

.03-5273-3508

.03-3209-1227

　　本着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处理区民提出的

与区政有关的投诉的第三方机关。

○可提出投诉的人员

　　与区机关业务执行相关事项及与上述业务

有关职员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法人或其他

团体

○提出方法　

　　请在投诉提出书上填写必要事项，提交给

区民之声委员会（区政府第一分厅舍２楼）。

※“投诉提出书”可从区网站上下载。

受理时间. 开厅日的上午 9点〜下午 5点

. （中午 12点〜下午 1点除外）

■信息公开制度

 区政信息课 宣传系 信息公开担当

　　所谓信息公开制度，就是用来保障区民们

所谓信息公开制度，就是用来保障区民们浏览

区拥有的公文、获得公文复印件的权利的制度。

　　但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等，有些公文是

不能公开的。

○可提出请求的人员

所有人都可提出请求。

○可请求浏览的信息

　　实施机关的职员制作或取得的、与其职务

相关的文件、设计图及电子记录，可在该实施

机关由职员有组织地使用的内容。

○请求处（向各课的窗口提出请求）

　　请将指定的请求书递交给各担当课的窗口。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区政信息课 宣传系 信息公开担当

　　所谓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就是为了保护个

人隐私，对区所保存的个人信息进行正确管理，

同时，保障请求开示、修改自己的个人信息的

权利的制度。准备好个人信息业务的登记簿等，

通过该登记簿可以查看区收集、利用了什么个

人信息。

　　并且，个人信息中个人评价、诊断等内容

是不能告知本人的，详情请询问有关人员。

实用信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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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之间交流的信息

■亲密交谈上门服务 

（向地区派遣新宿区职员）

 生涯学习体育课  

　　新宿区职员将前往大家家里，灵活地就行政

措施、运用职员的专业性知识与大家进行交谈等。

讲座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从生活、福利、环境等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到一些专业性话题。

○可提出申请的团体

　　原则上，半数以上成员在区内居住、上班

或上学的 10人以上的小组可提出申请。

○内容

　　请从生涯学习体育课和特别办事处窗口处

的讲座一览表中进行选择，然后直接向负责课

提出申请。您也可浏览生涯学习体育课主页。

○费用

　　免收讲师费。但有时需要教材费等。

○会场

　　原则上请准备好区内的会场。

　　其他详情请询问有关人员。

■地区中心

　本设施被地区活动团体和地区各位人士用来

作为开展集体活动的场所。其中设有多用途大

厅、会议室、烹饪室、谈话室等，配备有放映设备、

钢琴、立体声装置等。

　　各地区中心的使用时间均为上午 9点到晚

上 9点 45分。

　　并且，如要用来开展集体活动，必须事先

进行团体登记。

●申请

《登记团体》

　　从使用日所属月份之前 2个月的第一个星

期六开始到使用日当日（1月为第 2个星期六

开始到使用日当日）

《其他团体》

　　从使用日所属月份之前 1个月的 10 号开

始到使用日当日（如正好 10号这天为闭馆日，

则从次日开始）

○.四谷地区中心

. .新宿区内藤町 87

. .03-3351-3314

○.牛込箪笥地区中心

. .新宿区箪笥町 15

. .03-3260-3677

○.榎町地区中心

. .新宿区早稻田町 85

. .03-3202-8585

○.若松地区中心

. .新宿区若松町 12-6

. .03-3209-6030

○.大久保地区中心

. .新宿区大久保 2-12-7

. .03-3209-3961

○.户塚地区中心

. .新宿区高田马场 2-18-1

. .03-3209-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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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合第一地区中心

. .新宿区下落合 4-6-7

. .03-3954-1611

○.落合第二地区中心

. .新宿区中落合 4-17-13

. .03-3951-9941

○.柏木地区中心

. .新宿区北新宿 2-3-7

. .03-3363-7036

○.角筈地区中心

. .新宿区西新宿 4-33-7

. .03-3377-1373

对您有帮助的电话
服务指南

● 观光

○.新宿观光振兴协会

. .03-3344-3160

○.东京观光信息中心

. .03-5321-3077

○.东京都青年招待所协会

. .03-3851-1121

○.日本观光振兴协会

. .03-6435-8331

○.日本酒店协会

. .03-3279-2706

○.哈多巴士新宿营业所

. .03-3356-4270

● 志愿者

○.新宿志愿者、市民活动中心

. .03-5273-9191

○.东京志愿者、市民活动中心

. .03-3235-1171

实用信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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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大使馆的电话号码

中国 03-3403-3388

韩国 03-3452-7611

尼泊尔 03-3713-6241

越南 03-3466-3311

缅甸 03-3441-9291

美国 03-3224-5000

法国 03-5798-6000

菲律宾 03-5562-1600

泰国 03-5789-2433

英国 03-5211-1100

孟加拉国 03-3234-5801

印度 03-3262-2391

加拿大 03-5412-6200

印度尼西亚 03-3441-4201

斯里兰卡 03-3440-6911

德国 03-5791-7700

澳大利亚 03-5232-4111

俄罗斯 03-3583-4224

蒙古 03-3469-2088

乌兹贝克斯坦 03-6277-2166

意大利 03-3453-5291

马来西亚 03-3476-3840

巴西 03-3404-5211

西班牙 03-3583-8531

新加坡 03-3586-9111

瑞典 03-5562-5050

荷兰 03-5776-5400

土耳其 03-6439-5700

阿联酋 03-5489-0804

哥伦比亚 03-3440-6451

墨西哥 03-3581-1131

巴基斯坦 03-5421-7741

新西兰 03-3467-2271

秘鲁 03-3406-4243

瑞士 03-5449-8400

比利时 03-3262-0191

波兰 03-5794-7020

阿根廷 03-5420-7101

爱尔兰 03-3263-0695

柬埔寨 .03-5412-8521

伊朗 03-3446-8011

智利 03-3452-7561

芬兰 03-5447-6000

沙特阿拉伯 .03-3589-5241

乌克兰 03-5474-9770

丹麦 03-3496-3001

挪威 03-6408-8100

罗马尼亚 03-3479-0311

葡萄牙 03-5212-7322

突尼斯 03-3511-6622

奥地利 03-3451-8281

匈牙利 03-5730-7120

尼日利亚 03-5425-8011

以色列 03-3264-0911

希腊 03-3403-0871

老挝 03-5411-2291

摩洛哥 03-5485-7171

加纳 03-5410-8631

塞内加尔 03-3464-8451

埃及 03-3770-8022

斯洛伐克 03-3451-2200

保加利亚 03-3465-1021

捷克 03-3400-8122

立陶宛 03-3408-5091

塞尔维亚 03-3447-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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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外国人咨询窗口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5272-5060

汉语 .03-5272-5070

韩国语 .03-5272-5080

●.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韩国语（仅下午） （星期一）

.03-5291-5171

汉语、泰国语、尼泊尔语 （星期二）

英语（第 2、4个星期三除外）（星期三）

缅甸语、汉语 （星期四）

韩国语

英语（仅第 3个星期五）
（星期五）

●外国人综合咨询援助中心
入境、居留手续、

生活咨询

英语、汉语

.03-3202-5535

.03-5155-4039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孟加拉语、越南语、

印度尼西亚语

●外国人居留综合信息中心 居留咨询
英语、西班牙语、汉语、

韩国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13904

.03-5796-7112

●东京都外国人咨询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5320-7744

汉语 （星期二、星期五） .03-5320-7766

韩国语 （星期三） .03-5320-7700

●日本司法援助中心
日本的法律制度和咨询

窗口信息的介绍等

英语、汉语、韩国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

他加禄语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78377

●警视厅综合咨询中心 与犯罪相关的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3-3501-0110

直通线路　　　　　　　　... .＃ 9110

●警视厅外国人困扰咨询 与犯罪相关的咨询 英语、汉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3-3503-8484

●.东京法务局内面向外国人的人权

咨询
人权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

越南语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90911

●新宿外国人雇用援助 /指导中心
劳动咨询、

就业・打工帮助
英语、汉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3204-8609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角 劳动咨询

英语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

.03-3512-1612
汉语

（第 2星期一、第 4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四）

他加禄语 （星期二、星期三）

越南语 （星期三、星期五）

●东京都劳动咨询信息中心 劳动咨询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3265-6110
汉语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东京都保健医疗信息中心

. “向日葵”
医疗机关、医疗制度

英语、汉语、
（每日） .03-5285-8181

韩国语、泰国语、西班牙语

●公益财团法人　结核预防会 外国人结核电话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越南语、

缅甸语（限每月上午 2次）

（星期二）10:00 〜 12:00、

13:00 〜 15:00

.03-3292-1218

〜 9

● Tokyo.English.Life.Line 生活咨询 英语 （每日） .03-5774-0992

● NTT信息中心 电话等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每日） .0120-005-250

● JR.East.InfoLine 有关 JR东日本的指南 英语、汉语、韩国语 （每日）  050-2016-1603

可受理外语的咨询窗口

汉语版本

发　　　行：.新宿区

. 区主页　 .http://www.city.shinjuku.lg.jp/

. 面向外国人的生活信息主页

. .http://www.foreign.city.shinjuku.lg.j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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