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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生活指南是为使外国朋友在鹿屋市愉快，安心地生活而

发布的有关行政服务方面的信息。有关详细的服务内容，请

咨询负责部门。

鹿屋市政府联系方式

～Welcome to Kanoya ～

名称 地址 电话 设施说明

鹿屋市政府 鹿屋市共荣町20-1 0994-43-2111

可办理市政府的各种手
续和咨询

鹿屋市政府分部机关�
（上下水道部） 鹿屋市寿2丁目11-18 0994-43-2800

鹿屋市政府吾平综合支所 鹿屋市吾平町麓3317 0994-58-7111

鹿屋市政府辉北综合支所 鹿屋市辉北町上百引3914 099-486-1111

鹿屋市政府串良综合支所 鹿屋市串良町冈崎2081 0994-63-3111

鹿屋市保健咨询中心 鹿屋市北田町11-6 0994-41-2110
设有健康促进课。可进行
健康检查，预防接种，母
子健康问诊的咨询和手续。



大隅半岛

鹿屋市

萨摩半岛

①
③

②

鹿儿岛县

　鹿屋市位于鹿儿岛的大隅半岛的近乎中

心地带，是大隅半岛的交通，产业，经

济，文化中心。人口约101,500人，面积

448.15km2。年平均气温17度，气候温暖，

自然环境良好，因此农业，畜业，渔业的

发展势头良好，黑猪，黑牛，红薯，高体

鰤等是其特产。国立大学鹿屋体育大学和

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也位于此，鹿屋

市的名字因此为全国所知。

　占地八万平米的宽阔土地上种植着，1,500 种，

35,000 株盛开的玫瑰，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玫瑰园。

春秋两季举办“鹿屋市玫瑰节”。另外，园内还设有

可以品尝到“玫瑰味咖喱饭”和“玫瑰味奶油冰激凌”

的饮食店。

③鹿屋市玫瑰园

　位于县道 68 号线沿线，鸟居处于沙滩的上面，正

殿在岩山的山顶。祭祀着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很多

人来此祈祷学业，事业成功。满潮时，沙滩被海水淹

没，呈现一座浮岛模样，同时也是风光明媚的知名能

量气场地。

①荒平天神（菅原神社）

　该天体观测设施的独特造型是其一大特点。其天体

瞭望空顶设置了九州最大直径 65cm 的望远镜，即使

白天也可看到美丽闪光的一等星。辉北上叶公园有野

营地，还设置有木制小屋。

②辉北天文台，辉北上叶公园

鹿屋市概要，名胜

鹿屋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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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事故

①�「（急救，交通事故，

火灾，事件）。」

②地点

③姓名

④电话

鹿屋市

紧急呼叫电话

　急病或重伤必须马上去医院时，失火呼叫消防车时所用的电话。

　发生交通事故，或受到犯罪伤害时，与警察联系的电话。

「☎119」「☎110」是紧急呼叫电话号码。
不能谈话，询问。

急病或重伤必须

接受治疗时

您要自己通报

失火时

发生交通事故，

或受到犯罪

伤害时

警察

110

消防队

119
※�轻伤可自行前往医院。

※�马上呼叫附近的人，告
知发生了火灾。

「☎119」

「☎110」

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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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咨询窗口

窗　口 电　话 接待时间（除年末年初）
法务省�外语人权咨询专线　 0570-090911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外语进行的有关人权的咨询

窗　口 电　话 地　址 接待时间（除节日，年末年初）

市民综合咨询室 0994-43-2111 鹿屋市共荣町20-1 周一至周五　8:30 ～ 17：15

※市政府的相关手续办理和咨询窗口请看第四页后的内容。

○不知咨询窗口时

窗　口 电　话 地　址 接待时间（除节日，年底年初）

福冈出入境在留管理局
鹿儿岛办理处 099-222-5658 鹿儿岛市浜町2号5-1号

鹿儿岛港湾合同厅3楼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3:00～16:00

○在留资格咨询，在留手续等咨询
　在留日本的外国人请通过护照的登陆许可证印或在留卡确认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间。需要变更其
在留资格，或在留期过期欲继续逗留的需要到出入境在留管理局办理手续。

窗　口 电　话 地　址 接待时间（除节日，年末年初）

鹿屋市公共职业安定所 0994-42-4135 鹿屋市北田町3-3-11
（鹿屋市产业支持中心1楼） 周一至周五　8:30 ～ 17：15

○就业咨询 （对求职人员解答就业问题，介绍适宜的，本人希望的职业）

窗　口 电　话 地　址 接待时间（除年底和年初）

鹿儿岛县外国人咨询
窗口 070-7662-4541 鹿儿岛县山下町14-50

鹿儿岛县居民交流中心1楼
周二至周日
9：00～17：00

○在住外国人日常生活相关事宜的咨询
　通过电话或面谈，可用多种语言解答外国人的各种问题，给以指导。咨询免费，请随意提问。

请前往接待窗口请通过电话与
窗口联系

电话咨询 面谈咨询

应对语言（19国语言）
　日语，英语，越南语，中文，菲律宾塔加路族语，韩语，印尼语，尼泊尔语，高棉语，泰语，缅甸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马来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蒙古语

生活中的困难（就业，医疗，福利，生育，育儿，孩童教育等）

窗　口 电　话 地　址 接待时间（除节日，年末年初）

鹿屋劳动基准监督署 0994-43-3385 鹿屋市西原4丁目5-1 周一至周五　8:30 ～ 17：15

○劳务咨询 （工作时间，休息日，休假，工伤，解雇，欠薪等的解答）

检　索面向外籍劳动者的咨询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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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屋市

气象厅

气象厅

鹿屋市

鹿屋市

　发生水灾，滑坡，泥石流时，如下图所示，按照5级警戒级别发出避难警报。
平时要注意对灾害的防备，确认好住处附近的避难场所和避难路线，以便一旦发生时能够迅速避
难。

灾害防备（安全安心课　☎0994－31－1124）

灾害的防备

避难时，请在自家或朋友家，避难所等，

可保证自身安全的地点避难。

级别

1

级别

2

级别

3

级别

4

级别

5

警戒级别

■ 注意近期的气象预报，加强防灾意识。
就是预测可能发生灾害的天气状况。�
（参考第5页）

■ 保全生命的最佳行动！！
这是已经发生灾害时的情况。
所有人请采取保全自身性命的最佳避难行动。

■避难场所和避难路线的确认。
很可能转为大雨警报的状况。

■ 避难行动缓慢的请抓紧！！
这是预测灾害发生的状况。
高龄者等避难行动不便的人，及其协助人员
请开始避难行动。
其他人员感觉危险时也请尽快避难。

■ 全体人员请迅速到安全地点避难！！
这是发生灾害危险性极高时的状况。
发布了4级警戒令地区的所有人员请马上开始避难。
自家安全的话，就在自家内，自家处于危险区域时请到避难
所或其它安全场所避难。设置的避难所根据
灾害情况会有不同，发生灾害时请在市官网
主页查询确认。

状　　况
发布者

发令人

4



○灾害发生信息提供App（Safety tips（观光厅））
　11国语言（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
菲律宾塔加路族语，尼泊尔语，日语）

○ＮＨＫ Ｗｏｒｌｄ ＪＡＰＡＮ
　用多种语言向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播报国际新闻和灾害信息。
從如下連結可下載。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ja/

　鹿屋市发布避难信息和灾害信息。

多语言灾害信息

鹿屋市发布的避难信息

灾害的防备

▲鹿屋市防灾图 ▲避难所一览

鹿屋市官网
https://www.city.kanoya.lg.jp

智能手机App

（鹿屋生活）

ＦＭ鹿屋广播

（77.2MHz）

检　索鹿屋市

从如下链接可下载。

用如下的QR编码也
可阅览

　用手机读取右面的QR码，可看到鹿屋市
防灾图和避难所一览。平时注意各种信息，
时刻防范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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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到来之前

・�强风可能会卷来各种物品，请务必关紧
家里的防雨栅，卷帘门窗。

・�防止强风卷走家中各处的物品（盆栽，自
行车等），要固定好或是搬到屋内。

・�强风可能会卷起各种物品，所以请不要外出。�
必须外出时也要尽快返回。

・�注意电视，广播的气象预报和住处四周的情况，�
发觉有危险时要自行避难。（参考第5页）

・市政府，消防队发出避难的呼吁时，要立刻避难。

○避难时

・�要切断电气开关，关掉天然气的气源。

・�穿戴便于行动的服装，尽量2人以上一齐避难。

・�尽量从安全的道路通过。

・�避难时，要准备好食品，饮水（3天的量），
贵重物品，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常备
药品等。

・�如果行动迟缓来不及时，要到最近的坚固建
筑等安全场所避难。

・�首先要保全自身的安全。（躲到桌子下面。要防止家具，掉落物品对自身的伤害）

・�晃动减轻时，要立刻切断电源开关，关掉天然气的气源。打开门窗保证出口。
穿上鞋子保护双脚。

・�避难出逃时要徒步行走宽阔的道路，不要靠近山
崖，矮墙。

・�采用电台广播以及电视台的准确播报，然后考虑
避难后的行动。

大雨台风的防备

发生地震时的行动

灾害的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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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的生活时

１　搬到鹿屋市居住时

〇居民移动申报（国外迁入）（市民课　☎0994-31-1114）
　�　这是成为鹿屋市居民的手续。取得在留资格后14天内必须提交申报。

窗　　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申 报 人 本人，家庭成员　※委托代理申报时请先咨询。

必要的资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明
・护照

○国民年金（市民课　☎0994-31-1114）

　�　居住在日本的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有义务参加国民年金，交纳
保险，所以请您办理加入手续。然后，年金证将发放给您。在留期较短，交纳保险困难
等情况时，请您咨询相关保险免除的规定。

○国民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健康保险课　☎0994-31-1162）

　�　该制度是通过交纳保险税（保费），在医院看病时减少个人支付的公共医疗保险。如
下的对象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　保险证请妥善保管，去医院看病时必须携带。

　○国民健康保险
　　�　74岁以下的，在工作单位未上保险的。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　75岁以上的和65岁到74岁的有某种身体残疾的。

○居民迁移申报（迁入）（市民课  ☎0994-31-1114）
　�　�从开始居住算起的14日内必须进行申报。

窗　　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申 报 人 申报本人，家庭成员　※委托代理申报时请先咨询

必要的资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明
・迁出证明
・通知卡或个人編号

○ 国民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手续 
（健康保险课　☎0994-31-1162）

①首次在日本居住者的手续

②从本国国内其它市区町村迁入鹿屋市居民应办理的手续

　日本学校制度是小学6年，中学3年的义务教育，4月份开学，转年3月结课为一个学年。小

学入学规定是该年4月1日满6岁的儿童。关于孩子上学的小学，中学的事宜，或是您有何关心

的事情，请您咨询。

儿童教育

〔咨询处〕学校教育课　☎0994－3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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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迁移申报（搬家）（市民课  ☎0994-31-1114）
　　从开始居住算起的14天内，必须办理住址变更手续。

窗　　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申 报 人 申报本人，家庭成员　※委托代理申报时请先咨询

必要资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明　
・通知卡或个人社会保险信用卡　
・国民健康保险证（加入者）等

　�　开始在鹿屋市居住的市民，家中使用自来水时需要办理手续。水费的支付
方式可选择申报支付和银行转账的方法。

２　从鹿屋市迁出时

○居民迁移申报（迁出）（市民课　☎0994-31-1114）
　�　迁出日期，迁移住处确定后，要尽快办理（大约14日左右）申报。您会收到迁出证明信，
请携带到迁出地的市区町村。

窗　　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申 报 人 申报本人，家庭成员　※委托代理申报时请先咨询

必要资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明
・国民健康保险证（加入者）等

○国民健康保险，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健康保险课  ☎0994-31-1162）
　�　请办理交还保险证手续。办理手续需要保险证。

③鹿屋市内居民迁移的手续

④用水手续（业务课　☎0994－43－2800）

①从鹿屋市迁移到其它市区町村时的手续

开始新的生活时

　町内会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们进行互助的，邻近区域的集体组织。
加入町内会具有如下的优点。

・可获得鹿屋市政府发布的各种通告和活动信息。

・和附近的居民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发生灾害等困难时，相互协助。

　欲知本人居住地区的町内会时，请询问地区活力促进课。

请加入町内会

〔问询处〕地区活力促进课  ☎0994－3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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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需要办理手续。

　�　居民证是记载个人住址，姓名，出生日期等的文件。需要居民证时请按如下程序申请。

窗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手续费 200日元

申请人 本人，家庭成员���※委托代理申请时请先咨询。

必要资料
・�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或驾照等附带正面照的，官方机构颁发的证件
（需在有效期内）等可证明是本人的材料。

　�　印章登记是将自己的印章拿到市政府进行登记。
　�　登记后的印章可作为本人的证明来使用。一人可登记一枚。印章的文字规定为居民证
上的姓名或姓氏与名字一部分的组合，对此请到窗口咨询。登记后，发放鹿屋市民卡，
作为印章登记证明。

窗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手续费 200日元

申请人 原则上为本人　※委托代理申请时请先咨询。

必要资料
・�登记的印章，在留卡，或特别永久居住证，或驾照等附带正面照的，官方机构颁
发的证件（需在有效期内）等可证明是本人的材料。

※�需要对登记的印章给以证明的材料时，请申请办理印章登记证明书。（费用：200日元）

　�　社会保障纳税人识别号（个人編号）是一人一个号码。办理国家，都道府县，市区町
村的相关手续时，办理健康保险，纳税手续时都是需要的。自己的个人号码除了办理手续，
请不要告知他人。

窗口 市民课，各综合分部居民服务课，各办理点

　�　市民税，县民税，固定资产税，小型汽车税，法人居民税等手续，均可咨询。

① 家属故去，结婚，离婚时等（市民课　☎0994－31－1114）

②居民证的申请手续（市民课　☎0994－31－1114）

③印章登记制度（市民课　☎0994－31－1114）

①妊娠したときの手続き（健康増進課　☎0994－41－2110）④个人編号的手续（市民课　☎0994－31－1114）

⑤税金（税务课　☎0994－31－1112）

关于各种程序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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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妊娠时，发给本人一个记录有母亲健康状况，孩子成长记录，各种健诊
等结果的母子健康手册。去妇产科医院时要携带。

　�　自生产当日起的14日内必须办理手续。

○乳幼儿健诊事宜（健康促进课  ☎0994－41－2110）

　�　定期健诊，是根据月龄和年龄，确认婴儿的健康状况和成长状态，解答育儿难题的手
段。当孩子在3个月，7个月，9-11个月，1岁6个月，2岁，3岁时会有通知，接受健诊。

○儿童预防接种（健康促进课  ☎0994－41－2110）

　�　儿童定期预防接种是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卡介苗，四种混合（白喉，百日咳，破伤
风，脊髄灰质炎）麻疹风疹混合，乙型脑炎等各种预防接种。

○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育儿协助课  　☎0994－31－1134）

　　　　　　　　　　　　

　　对15岁内的儿童加入保险医疗后的医疗费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以补助。

　�　　　　　　　　　　　　　　　　

　�　对单亲家庭的母亲或父亲及其孩子的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以补助。对补助额度
等有规定限额。

○儿童补贴（育儿协助课  ☎0994－31－1134）

　�　对养育15岁内孩子的人给以补助。

○抚养儿童补贴（育儿协助课  ☎0994－31－1134）

　�　对无父或无母的，父母一方有重度残疾的，或代替父母养育孩子的人发放的补贴。

○保育院（育儿协助课  ☎ 0994 － 31 － 1134）

　�　针对学前儿童的父母因工作的原因不能抚育时，将孩子寄托的设施。

　�　当您认为周围有人对孩子迸行暴力行为，或性虐待及丢弃婴儿的事件，或是有这种嫌
疑时，请您举报。

①妊娠时的手续（健康促进课  ☎0994－41－2110）

②生产后的手续（市民課　☎0994－31－1114）

③育儿者可享受的制度

儿童医疗费补助

单亲家庭医疗费补助

④虐待儿童的咨询，举报（育儿协助课  ☎0994－31－1134）

妊娠，儿童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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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证的发放与重症残疾人的医疗

　�　有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者可申请办理残疾人证。
　�　持残疾人证者可享受多种残疾人福利，还可享受减免税款、乘坐公共交通优惠等政策。
　�　而且，肢体重度残疾者或智力残疾者可享受减少医疗费个人负担额的政策。

○护理保险制度

　�　因卧床不起或痴呆等原因需要护理时，或者日常生活需要支援时，接受认定后，可享
受上门护理或前往护理院接受护理等服务。
　�　40岁以上者需缴纳护理保险费。

○特定健康检查（健康保险课　☎0994－35－1014）

　�　在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人群中，针对40岁至70岁者开展特定健康检查。

○各种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健康促进课　☎0994－41－2110）

　�　开展以下癌症筛查与健康检查。就诊手续等详细情况请致电咨询。

①针对残疾人的制度（福利政策课  ☎0994－31－1113）

②需要护理时（高龄福利课　☎0994－31－1116）

③关于健康检查

社会福利制度

胃癌筛查

子宫癌筛查

大肠癌筛查

骨质疏松症检查

肺癌筛查

乳腺癌筛查

前列腺癌筛查

腹部超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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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扔弃规定（生活环境课　☎0994－31－1115）

不可再生纸张

不可再生的旧纤维类

贴有铝箔或塑料膜的纸张

卫生处理物

塑料袋或塑料制品

应充分沥水，减少垃圾中的水分。

扔弃可燃生活垃圾时

收费的指定垃圾袋（蓝色）
受污染或潮湿的纸张，或经过加工的纸张

纸杯
纸盘

纸尿裤

生理用品

照片

收据

烟头

ヨーグルト
焼
酎

酸奶容器 桶装方便面盖子内侧是铝箔的
纸盒

手提包

水桶、洗脸盆

塑料杯

梳子

鞋子

袜子
毛毯、
羽绒被等

褥垫
靠垫

布偶玩具

家庭垃圾分类与扔弃方法

可燃垃圾

1 ２② 将垃圾扔弃至规定的
回收站。

① 在规定日扔弃规定垃圾
・�垃圾扔弃日详见“垃圾收集日历”。
・�垃圾收集日历可从生活环境课领取。

可在市内
便利店或超市等
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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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类与扔弃方法

玻璃类

陶瓷类

其他

收费指定垃圾袋（红色）

※�扔弃碎玻璃类垃圾或陶瓷类垃圾时，请以报纸等包裹，并注明
“きけん”。

镜子平板玻璃

LED电灯泡玻璃杯

白炽灯泡

花盆茶杯 盘子、茶碗 陶锅 花瓶

金属瓶盖

铝箔

铝盆、铝盘

打火机

雨伞

不可燃垃圾

４２ ３ ④ 不同种类的垃圾规定 
使用不同的垃圾袋。

　请务必使用指定的垃圾袋。不可于前一天晚上扔弃。

③ 在规定垃圾收集日当天早 
8点前扔弃。

可在市内
便利店或超市等
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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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袋类

　鹿屋市正在积极对报纸、饮料瓶以及空罐等加以回收利用。

家庭垃圾分类与扔弃方法

（A）废纸类

（D）空罐

（B）饮料瓶 （C）空瓶

请分类捆好后扔弃至垃圾回收站

请按照（A）～（H）分类扔弃。

①报纸、传单 ③杂志类 ④其他种类的废纸

※揭下胶带。

②纸箱

※�保鲜膜类轴芯较硬，作为可燃垃圾扔弃。（详
见第 12 页）

※�瓶盖与标签取下，作为塑料容器包装扔弃。（详见第
16 页）

卫生纸轴芯厨房用纸轴芯
铝箔轴等

管状纸

空盒子

※�拆开后捆绑起来，避免
体积过大。

将内部清洗干净后控
水，扔弃时不要压扁。
※�污染严重或有涂写的
瓶子作为可燃垃圾扔
弃。

仅限盛装供人饮用或食用物品的罐，扔弃前
应将内部清洗干净并控干水。

※�红酒或橄榄油等瓶子

仅限盛装供人饮用或食用物品的瓶子，扔弃前
应将内部清洗干净并控干水。

※�一升装瓶子或啤酒瓶等

①重复使用的瓶子 ②一次性瓶子

饮料罐 罐头用罐 方形罐 圆形罐

海
苔

（A）～（D）
装入容量小于45ℓ的透明（或半透明）
垃圾袋或塑料袋中扔弃。

ＡＢＣ
スーパー

可再生物①

①与②垃圾袋要分开。

容量小于45ℓ的
透明（或半透明）袋
可在便利店或超市等

处购买。

办公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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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类与扔弃方法

请按照（A）～（H）分类扔弃。

（H）纸包装

・�里面贴有铝箔的，作为可燃垃
圾扔弃。（详见第 12 页）

③�完全干燥后，装入垃
圾袋内扔弃。

①�装满水后放置一段
时间

②打开粘合部分并清洗。

打开，清洗内部，晾干后扔弃。

（F）旧纤维类 （G）小型旧家电

（E）金属类

①喷罐类 ②其他金属类

打 2-3 个以
上的孔。

装入容量小于45ℓ的透明（或半透明）
垃圾袋或塑料袋中扔弃。

ＡＢＣ
スーパー

①与②垃圾袋要区分开。

是衣服的形状，也可保留拉链或纽扣。
比手帕大（30cm见方）的布类。

应取下充电池或干电池等，送至回收点。
（详见第 16 页）

贴身衣物、窗帘、袜子、靠垫、
布偶玩具作为可燃垃圾扔弃。
（详见第 12 页）

数码相机

吹风机

电话机

可再生物②

容量小于45ℓ的透明
（或半透明）袋可在便利店

或超市等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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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类与扔弃方法

装入45ℓ的透明垃圾袋中扔弃。
（不可使用超市等提供的塑料袋）

ＡＢＣ
スーパー

饮料瓶标签与瓶盖

清洗剂、洗发水、
护发素、
乳霜包装瓶类

泡沫塑料等缓
冲材料类

生鲜食品等的托盘

鸡蛋或豆腐用包装

本市不回收的垃圾

家电回收　※第四类家电

定点回收品

电视机空调

洗衣机、干衣机

冰箱

　请采用以下①或②的方法，自行处理。
①�处理一直使用的物品时
　致电任一电器店，请其进行处理。处理需收费。

店名 地址 电话号码

K's电器�鹿屋店 鹿屋市旭原町3591番地16 0994-40-0120

山田电机Tecc.Land鹿屋店 鹿屋市札元2丁目3656号-1 0994-42-7231

②购买新品，处理此前一直使用的物品时
　请委托新品销售店进行处理。处理需收费。

大件垃圾
（可燃、不燃）

无法装入收费的指定垃圾袋中的，请自行送至肝属地区清洁中心。
　　　　　　鹿屋市串良町下小原3893号-8　☎0994-63-0168
　　　　　　�星期一～星期六、每月第3个星期日（年末年初除外）�

8点30分～中午、13点～ 16点30分
　　　　　　每10kg收费80日元

地址

回收日期

回收手续费

请扔弃市内设置的22处定点回收箱中。请致电生活环境课（☎0994-31-1115）确认回收箱的设置地点。

　以下介绍不可扔弃至垃圾回收站的垃圾处理方法。此类垃圾请自行负责处理。

干电池

纽扣电池

充电池

荧光灯管

ＡＢＣ
スーパー

塑料容器包装

45ℓ的
透明垃圾袋可在
便利店或超市
等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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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　鹿儿岛交通（株）鹿屋营业所 ☎0994-65-2258
　　　　　 鹿屋市政府地区活力促进课 ☎0994-31-1147

公交车乘坐方式

1 查询上下车的站点名称与地点。

　在乘车站点可看到公交车行驶时刻表。
　而且，在“九州公共汽车行驶时刻表”
主页或“NAVITIME”亦可查询公交车行驶
时刻。

公交车行驶时刻在“平日”“星期六”
“星期日与节日”各不相同，
查询时请注意。

　要乘坐的公交车开门后，即可上车。
　有的车从前门上车，有的从后门上车。

　从车前门下车。

５ 上车。

8 下车

　在车站乘车。�
　正常情况下，公交车按照行驶时刻表所
述时间到达车站。

3 前往车站，等车。

・�车费显示在驾驶座附近的车费显示牌上。
　�乘车时，请确认车票的编号栏中所写的车费。
・�请以现金支付。投币箱位于驾驶座旁边。

7 支付车费。

乘车时，一定要自行取乘车劵。

※车费不找零。
※只可兑换1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
※无法兑换5千日元与1万日元。

○○方面
○○○○行き

　公交车到达后，先确认公交车上所写的
目的地，确认是否是自己欲乘坐的车。如
不明确，请咨询司机。

2 查询公交车时刻表。

○○方向  前往○○○○

４ 确认公交车的目的地。

　您下车的车站报站后，
请按下位于座位附近的下
车铃。

6 发出下车信号。

不按车铃，不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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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的规则
・�在公共场所或自己家中发出较大声音时，会干扰周围的人，请注意。
・在公共场所应排队等候。
・使用公共设施或房屋后，请进行整理，并清扫干净。
・�请在指定地点吸烟。而且，请勿在人群集中的地点吸烟。

○乘坐公共交通时的规则
・�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时，请尽量不要接打手机电话。

○骑行自行车时的规则
・自行车是车辆的一种，原则上应沿道路左侧骑行。
・�在人行道上应礼让行人。在人行道上骑行时，应靠道路侧缓慢骑行。
・夜间骑行时，应打开车灯。

○禁止实施以下行为。
・双人骑行
・并列骑行、酒后骑行
・骑行过程中撑伞、接打电话、操作手机

○加入自行车损害赔偿保险等
・�为防备骑自行车的过程中可能会伤及他人，�
应加入自行车损害赔偿保险等。

①请遵守生活中的规则。

②骑行自行车时，应遵守规则。

生活规则与自行车的骑行方法

本手册由一般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赞助事

业编写。

【鹿屋市主页】

https://www.city.kanoya.lg.jp

【鹿屋市国际交流协会主页】

http://kiea.ne.jp

【鹿屋市手机App】

鹿屋生活

鹿屋市（地区活力促进课）

〒893-8501

鹿儿岛县鹿屋市共荣町20-1

☎0994-43-2111
邮箱地址：�daihyo@city.kanoya.

lg.jp

发行 鹿屋市信息与活动信息等

鹿屋市正在就实现SDGs推进各种措施。

iPhone Android

检　索鹿屋市

检　索鹿屋市 国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