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人
生活指南

Kanoya City

鹿 屋 市

～ Guidebook for Foreign Residents ～

2020年2月發行



　該生活指南是為使外國朋友在鹿屋市愉快，安心地生活而

發布的有關行政服務方面的信息。有關詳細的服務內容，請

咨詢負責部門。

鹿屋市政府聯系方式

～ Welcome to Kanoya ～

名稱 地址 電話 設施說明

鹿屋市政府 鹿屋市共榮町20-1 0994-43-2111

可辦理市政府的各種手
續和咨詢

鹿屋市政府分部機關 
（上下水道部） 鹿屋市壽2丁目11-18 0994-43-2800

鹿屋市政府吾平綜合支所 鹿屋市吾平町麓3317 0994-58-7111

鹿屋市政府輝北綜合支所 鹿屋市輝北町上百引3914 099-486-1111

鹿屋市政府串良綜合支所 鹿屋市串良町岡崎2081 0994-63-3111

鹿屋市保健咨詢中心 鹿屋市北田町11-6 0994-41-2110
設有健康促進課。可進行健
康檢查，預防接種，母子健
康問診的咨詢和手續。



大隅半島

薩摩半島

①
③

②

鹿兒島縣

　鹿屋市位於鹿兒島的大隅半島的近乎中

心地帶，是大隅半島的交通，產業，經

濟，文化中心。人口約101,500人，面積

448.15km2。年平均氣溫17度，氣候溫

暖，自然環境良好，因此農業，畜業，漁

業的發展勢頭良好，黑豬，黑牛，紅薯，

高体鰤等是其特產。國立大學鹿屋體育大

學和海上自衛隊鹿屋航空基地也位於此，

鹿屋市的名字因此為全國所知。

　占地八萬平米的寬闊土地上種植着，1,500 種，
35,000 株盛開的玫瑰，是日本最大規模的玫瑰園。
春秋兩季舉辦 “鹿屋市玫瑰節”。另外，園內還設有
可以品嘗到 “玫瑰味咖喱飯” 和 “玫瑰味奶油冰激凌”
的飲食店。

③鹿屋市玫瑰園

　位於縣道 68 號線沿線，鳥居處於沙灘的上面，正
殿在岩山的山頂。祭祀著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很多
人來此祈禱學業，事業成功。滿潮時，沙灘被海水淹
沒，呈現一座浮島模様，同時也是風光明媚的知名能
量氣場地。

①荒平天神（菅原神社）

　該天體觀測設施的獨特造型是其一大特點。其天體
瞭望空頂設置了九州最大直徑 65cm的望遠鏡，即使
白天也可看到美麗閃光的一等星。輝北上場公園有野
營地，還設置有木制小屋。

②輝北天文臺，輝北上場公園

鹿屋市概要，名勝

鹿屋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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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事故

①�「（急救，交通事故，

火災，事件）。」

②地點

③姓名

④電話

鹿屋市

緊急呼叫電話

　急病或重傷必須馬上去醫院時，失火呼叫消防車時所用的電話。

　發生交通事故，或受到犯罪傷害時，與員警聯繫的電話。

「☎119」「☎110」是緊急呼叫電話號碼。
不能談話，詢問。

急病或重傷必須

接受治療時 

您要自己通報

失火時

發生交通事故，

或受到犯罪

傷害時

員警

110

消防隊

119
※�輕傷可自行前往醫院。

※�馬上呼叫附近的人， 
告知發生了火災。

「☎119」

「☎110」

打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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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時諮詢視窗

視窗 電話 接待時間（除年末年初）
法務省�外語人權諮詢專線　 0570-090911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外語進行的有關人權的諮詢

視窗 電話 地址 接待時間（除節假日，年末年初）

市民綜合諮詢室 0994-43-2111 鹿屋市共榮町20-1 週一至週五　8:30 ～ 17：15

※市政府的相關手續辦理和諮詢視窗請看第四頁後的內容。

○不知諮詢視窗時

視窗 電話 地址 接待時間（除節日，年底年初）

福岡出入境在留管理局
鹿兒島辦理處 099-222-5658 鹿兒島市浜町2號5-1號

鹿兒島港灣合同廳3樓

週一至週五
9:00～12:00、
13:00～16:00

○在留資格諮詢，在留手續等諮詢
　在留日本的外國人請通過護照的登陸許可證印或在留卡確認在留資格和在留期間。需要變更其
在留資格，或在留期過期欲繼續逗留的需要到出入境在留管理局辦理手續。

視窗 電話 地址 接待時間（除節日，年末年初）

鹿屋市公共職業安定所 0994-42-4135 鹿屋市北田町3-3-11
（鹿屋市產業支持中心1樓） 週一至週五　8:30 ～ 17：15

○就業諮詢 （對求職人員解答就業問題，介紹適宜的，本人希望的職業）

視窗 電話 地址 接待時間（除節假日，年末年初）

鹿屋勞動基準監督署 0994-43-3385 鹿屋市西原4丁目5-1 週一至週五　8:30 ～ 17：15

○勞務諮詢 （工作時間，休息日，休假，工傷，解雇，欠薪等的解答）

視窗 電話 地址 接待時間（除年底和年初）

鹿兒島縣外國人諮詢
視窗 070-7662-4541 鹿兒島縣山下町14-50

鹿兒島縣居民交流中心1樓
週二至周日

9：00～17：00

○在住外國人日常生活相關事宜的諮詢
　通過電話或面談，可用多種語言解答外國人的各種問題，給以指導。諮詢免費，請隨意提問。

請前往接待視窗請通過電話與
視窗聯繫

電話諮詢 面談諮詢

應對語言（19國語言）
　日語，英語，越南語，中文，菲律賓塔加路族語，韓語，印尼語，尼泊爾語，高棉語，泰語，緬甸語，
葡萄牙語，西班牙語，馬來語，法語，俄語，德語，義大利語，蒙古語

生活中的困難（就業，醫療，福利，生育，育兒，孩童教育等）

檢　索面向外籍劳动者的咨询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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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屋市

氣象廳

氣象廳

鹿屋市

鹿屋市

　發生水災，滑坡，泥石流時，如下圖所示，按照5級警戒級別發出避難警報。
平時要注意對災害的防備，確認好住處附近的避難場所和避難路線，以便一旦發生時能夠迅速避
難。

災害防備（安全安心課　☎0994－31－1124）

災害的防備

避難時，請在自家或朋友家，避難所等，
可保證自身安全的地點避難。

級別

1

級別

2

級別

3

級別

4

級別

5

警戒級別

■ 注意近期的氣象預報，加強防災意識。
就是預測可能發生災害的天氣狀況。 
（參考第5頁）

■ 保全生命的最佳行動！！
這是已經發生災害時的情況。
所有人請採取保全自身性命的最佳避難行動。

■避難場所和避難路線的確認
很可能轉為大雨警報的狀況。

■ 避難行動緩慢的請抓緊！！
這是預測災害發生的狀況。
高齡者等避難行動不便的人，及其協助人員
請開始避難行動。
其他人員感覺危險時也請儘快避難。

■ 全體人員請迅速到安全地點避難！！
這是發生災害危險性極高時的狀況。
發佈了4級警戒令地區的所有人員請馬上開始避難。
自家安全的話，就在自家內，自家處於危險區域時請到避難
所或其它安全場所避難。設置的避難所根據
災害情況會有不同，發生災害時請在市官網
主頁查詢確認。

狀　　況
發佈者

發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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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資訊提供App（Safety tips（觀光廳））
　11國語言（英語，中文（簡體，繁體），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
菲律賓塔加路族語，尼泊爾語，日語）

○ＮＨＫ Ｗｏｒｌｄ ＪＡＰＡＮ
　用多種語言向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播報國際新聞和災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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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屋市發佈避難資訊和災害資訊。

多語言災害資訊

鹿屋市發佈的避難資訊

災害的防備

▲鹿屋市防災圖 ▲避難所一覽

鹿屋市官網
https://www.city.kanoya.lg.jp

智慧手機App
（鹿屋生活）

ＦＭ鹿屋廣播
（77.2MHz）

檢　索鹿屋市

從如下連結可下載。

用如下的QR編碼
也可閱覽

　用手機讀取右面的QR碼，可看到鹿屋市
防災圖和避難所一覽。平時注意各種資訊，
時刻防範災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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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到來之前
・�強風可能會卷來各種物品，請務必關緊
家裡的防雨柵，捲簾門窗。

・�防止強風卷走家中各處的物品（盆栽，自
行車等），要固定好或是搬到屋內。

・�強風可能會卷起各種物品，所以請不要外出。必須外出
時也要儘快返回。

・�注意電視，廣播的氣象預報和住處四周的情況，發
覺有危險時要自行避難。（參考第5頁）

・市政府，消防隊發出避難的呼籲時，要立刻避難。

○避難時
・�要切斷電氣開關，關掉天然氣的氣源。

・�穿戴便於行動的服裝，儘量2人以上一齊避難。

・�儘量從安全的道路通過。

・�避難時，要準備好食品，飲水（3天的量），
貴重物品，手電筒，打火機，收音機，常備
藥品等。

・�如果行動遲緩來不及時，要到最近的堅固建
築等安全場所避難。

・�首先要保全自身的安全。（躲到桌子下麵。要防止傢俱，掉落物品對自身的傷害）

・�晃動減輕時，要立刻切斷電源開關，關掉天然氣的氣源。打開門窗保證出口。
穿上鞋子保護雙腳。

・�避難出逃時要徒步行走寬闊的道路，不要靠近山
崖，矮牆。

・�採用電臺廣播以及電視臺的準確播報，然後考慮
避難後的行動。

大雨颱風的防備

發生地震時的行動

災害的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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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新的生活時

１　搬到鹿屋市居住時

〇居民移動申報（國外遷入）（市民課  ☎0994-31-1114）
　�　這是成為鹿屋市居民的手續。取得在留資格後14天內必須提交申報。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申 報 人 本人，家庭成員��※委託代理申報時請先諮詢。

必要的資料 ・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明
・護照

○國民年金（市民課　☎0994-31-1114）
　�　居住在日本的20歲以上60歲以下的居民，根據法律規定，有義務參加國民年金，交
納保險，所以請您辦理加入手續。然後，年金證將發放給您。在留期較短，交納保險困
難等情況時，請您諮詢相關保險免除的規定。

○國民健康保險，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健康保險課 　☎0994-31-1162）
　�　該制度是通過交納保險稅（保費），在醫院看病時減少個人支付的公共醫療保險。如
下的物件需要辦理相關手續。

　�　保險證請妥善保管，去醫院看病時必須攜帶。
　○國民健康保險
　　�　74歲以下的，在工作單位未上保險的。
　○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
　　�　75歲以上的和65歲到74歲的有某種身體殘疾的。

○居民遷移申報（遷入）（市民課  ☎0994-31-1114）
　�　�從開始居住算起的14日內必須進行申報。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申 報 人 申報本人，家庭成員　※委託代理申報時請先諮詢

必要資料
・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明
・遷出證明
・通知卡或個人編號

○ 國民健康保險，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的手續 
（健康保險課 ☎0994-31-1162）

①首次在日本居住者的手續

②從本國國內其它市區町村遷入鹿屋市居民應辦理的手續

　日本學校制度是小學6年，中學3年的義務教育，4月份開學，轉年3月結課為一個學年。小

學入學規定是該年4月1日滿6歲的兒童。關於孩子上學的小學，中學的事宜，或是您有何關心

的事情，請您諮詢。

兒童教育

〔諮詢處〕學校教育課　☎0994－3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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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遷移申報（搬家）（市民課  ☎0994-31-1114）
　　從開始居住算起的14天內，必須辦理住址變更手續。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申 報 人 申報本人，家庭成員　※委託代理申報時請先諮詢

必要資料
・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明
・通知卡或個人社會保險信用卡
・國民健康保險證（加入者）等

　�　開始在鹿屋市居住的市民，家中使用自來水時需要辦理手續。水費的支付
方式可選擇申報支付和銀行轉帳的方法。

２　從鹿屋市遷出時

○居民遷移申報（遷出）（市民課　☎0994-31-1114）
　�　遷出日期，遷移住處確定後，要儘快辦理（大約14日左右）申報。您會收到遷出證明
信，請攜帶到遷出地的市區町村。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申 報 人 申報本人，家庭成員　※委託代理申報時請先諮詢

必要資料
・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明
・國民健康保險證（加入者）等

○國民健康保險，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健康保險課  ☎0994-31-1162）
　�　請辦理交還保險證手續。辦理手續需要保險證。

③鹿屋市內居民遷移的手續

④用水手續（業務課　☎0994－43－2800）

①從鹿屋市遷移到其它市區町村時的手續

開始新的生活時

　町內會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們進行互助的，鄰近區域的集體組織。

加入町內會具有如下的優點。

・可獲得鹿屋市政府發佈的各種通告和活動資訊。

・和附近的居民一起參加各種活動。

・發生災害等困難時，相互協助。

　欲知本人居住地區的町內會時，請詢問地區活力促進課。

請加入町內會

［問詢處］地區活力促進課  ☎0994－3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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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需要辦理手續。

　�　居民證是記載個人住址，姓名，出生日期等的文件。需要居民證時請按如下程式申請。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手續費 200日元

申請人 本人，家庭成員���※委託代理申請時請先諮詢。

必要資料
・�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或駕照等附帶正面照的，官方機構頒發的證件 
（需在有效期內）等可證明是本人的材料。

　�　印章登記是將自己的印章拿到市政府進行登記。
　�　登記後的印章可作為本人的證明來使用。一人可登記一枚。印章的文字規定為居民證
上的姓名或姓氏與名字一部分的組合，對此請到視窗諮詢。登記後，發放鹿屋市民卡，
作為印章登記證明。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手續費 200日元

申請人 原則上為本人　　※委託代理申請時請先諮詢。

必要資料
・�登記的印章，在留卡，或特別永久居住證，或駕照等附帶正面照的，官方機構頒
發的證件（需在有效期內）等可證明是本人的材料。

※�需要對登記的印章給以證明的材料時，請申請辦理印章登記證明書。（費用：200日元）

　�　社會保障納稅人識別號（個人編號）是一人一個號碼。辦理國家，都道府縣，市區町
村的相關手續時，辦理健康保險，納稅手續時都是需要的。自己的個人號碼除了辦理手
續，請不要告知他人。

視　窗 市民課，各綜合分部居民服務課，各辦理點

　�　市民稅，縣民稅，固定資產稅，小型汽車稅，法人居民稅等手續，均可諮詢。

① 家屬故去，結婚，離婚時等（市民課　☎0994－31－1114）

②居民證的申請手續（市民課　☎0994－31－1114）

③印章登記制度（市民課　☎0994－31－1114）

①妊娠したときの手続き（健康増進課　☎0994－41－2110）④個人編號的手續（市民課　☎0994－31－1114）

⑤稅金（稅務課  ☎0994－31－1112）

關於各種程序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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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妊娠時，發給本人一個記錄有母親健康狀況，孩子成長記錄，各種健診
等結果的母子健康手冊。去婦產科醫院時要攜帶。

　�　自生產當日起的14日內必須辦理手續。

○乳幼兒健診事宜（健康促進課　☎0994－41－2110）
　�　定期健診，是根據月齡和年齡，確認嬰兒的健康狀況和成長狀態，解答育兒難題的手
段。當孩子在3個月，7個月，9-11個月，1歲6個月，2歲，3歲時會有通知，接受健診。

○兒童預防接種（健康促進課　☎0994－41－2110）
　�　兒童定期預防接種是在指定的醫療機構進行卡介苗，四種混合（白喉，百日咳，破傷
風，脊髓灰質炎）麻疹風疹混合，乙型腦炎等各種預防接種。

○兒童醫療費補助制度（育兒協助課　☎0994－31－1134）
　　　　　　　　　　　　

　　對15歲內的兒童加入保險醫療後的醫療費的個人負擔部分給以補助。

　�　　　　　　　　　　　　　　　　

　�　對單親家庭的母親或父親及其孩子的醫療保險的個人負擔部分給以補助。對補助額度
等有規定限額。

○兒童補貼（育兒協助課　☎0994－31－1134）
　�　對養育15歲內孩子的人給以補助。

○撫養兒童補貼（育兒協助課　☎0994－31－1134）
　�　對無父或無母的，父母一方有重度殘疾的，或代替父母養育孩子的人發放的補貼。

○保育院（育兒協助課　☎ 0994 － 31 － 1134）
　�　針對學前兒童的父母因工作的原因不能撫育時將孩子寄託的設施。

　�　當您認為周圍有人對孩子進行暴力行為，或性虐待及丟棄嬰兒的事件，或是有這種嫌
疑時，請您舉報。

①妊娠時的手續（健康促進課  ☎0994－41－2110）

②生產後的手續（市民課　☎0994－31－1114）

③育兒者可享受的制度

兒童醫療費補助

單親家庭醫療費補助

④虐待兒童的諮詢，舉報（育兒協助課　☎0994－31－1134）

妊娠，兒童的相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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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證的發放與重症殘疾人的醫療
　�　有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者可申請辦理殘疾人證。
　�　持殘疾人證者可享受多種殘疾人福利，還可享受減免稅款，乘坐公共交通優惠等政策。
　�　而且，肢體重度殘疾者或智力殘疾者可享受減少醫療費個人負擔額的政策。

○護理保險制度
　�　因臥床不起或癡呆等原因需要護理時，或者日常生活需要支援時，接受認定後，可享
受上門護理或前往護理院接受護理等服務。

　�　40歲以上者需繳納護理保險費。

○特定健康檢查（健康保險課　☎0994－35－1014）
　�　在參加國民健康保險的人群中，針對40歲至70歲者開展特定健康檢查。

○各種癌症篩查與健康檢查（健康促進課　☎0994－41－2110）
　�　開展以下癌症篩查與健康檢查。就診手續等詳細情況請致電諮詢。

①針對殘疾人的制度（福利政策課　☎0994－31－1113）

②需要護理時（高齡福利課　☎0994－31－1116）

③關於健康檢查

社會福利制度

胃癌篩查

子宮癌篩查

大腸癌篩查

骨質疏鬆症檢查

肺癌篩查

乳腺癌篩查

前列腺癌篩查

腹部超聲檢查

11



垃圾扔棄規定（生活環境課　☎0994－31－1115）

不可再生紙張

不可再生的舊纖維類

貼有鋁箔或塑膠膜的紙張

衛生處理物

塑膠袋或塑膠製品

應充分瀝水，減少垃圾中的水分。

扔棄可燃生活垃圾時

收費的指定垃圾袋（藍色）
受污染或潮濕的紙張，或經過加工的紙張

紙杯
紙盤

紙尿褲

生理用品

照片

收據

煙頭

ヨーグルト
焼
酎

優酪乳容器 桶装速食麵
蓋子

內側是鋁箔的
紙盒

手提包

水桶，洗臉盆

塑膠杯

梳子

鞋子

襪子
毛毯，
羽絨被等

褥墊
靠墊

布偶玩具

家庭垃圾分類與扔棄方法

可燃垃圾

1 ２② 將垃圾扔棄至規定的
回收站。

①在規定日扔棄規定垃圾
・垃圾扔棄日詳見 “垃圾收集日曆”。
・�垃圾收集日曆可從生活環境課領取。

可在市內
便利店或超市等

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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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類與扔棄方法

玻璃類

陶瓷類

其他

收費指定垃圾袋（紅色）

※�扔棄碎玻璃類垃圾或陶瓷類垃圾時，請以報紙等包裹，並注
明 “きけん”。

鏡子平板玻璃

LED 電燈泡玻璃杯

白熾燈泡

花盆茶杯 盤子，茶碗 陶鍋 花瓶

金屬瓶蓋
鋁箔

鋁盆，鋁盤

打火機
雨傘

不可燃垃圾

４２ ３ ④ 不同種類的垃圾規定使用 
不同的垃圾袋。 
請務必使用指定的垃圾袋。不可於前一天晚上扔棄。

③ 在規定垃圾收集日當天早 
8點前扔棄。

可在市內
便利店或超市等

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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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袋類

　鹿屋市正在積極對報紙、飲料瓶以及空罐等加以回收利用。

家庭垃圾分類與扔棄方法

（A）廢紙類

（D）空罐

（B）飲料瓶 （C）空瓶

請分類捆好後扔棄至垃圾回收站

請按照（A）～（H）分類扔棄。

①報紙、傳單 ③雜誌類 ④其他種類的廢紙

※揭下膠帶。

②紙箱

※�保鮮膜類軸芯較硬，作為可燃垃圾扔棄。（詳
見第 12頁）

※�瓶蓋與標籤取下，作為塑膠容器包裝扔棄。�
（詳見第 16頁）

衛生紙軸芯廚房用紙軸芯
鋁箔軸等

管狀紙

空盒子

※�拆開後捆綁起來，避免
體積過大。

將內部清洗乾淨後控
水，扔棄時不要壓扁。
※�污染嚴重或有塗寫的
瓶子作為可燃垃圾扔
棄。

僅限盛裝供人飲用或食用物品的罐，扔棄前
應將內部清洗乾淨並控幹水。

※紅酒或橄欖油等瓶子

僅限盛裝供人飲用或食用物品的瓶子，扔棄
前應將內部清洗乾淨並控幹水。

※一升裝瓶子或啤酒瓶等

①重複使用的瓶子 ②一次性瓶子

飲料罐 罐頭用罐 方形罐 圓形罐

海
苔

（A）～（D）
裝入容量小於45ℓ的透明（或半透明）
垃圾袋或塑膠袋中扔棄。

ＡＢＣ
スーパー

可再生物①

①與②垃圾袋要分開。

容量小於45ℓ的
透明（或半透明）袋
可在便利店或超市等

處購買。

辦公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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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類與扔棄方法

請按照（A）～（H）分類扔棄。

（H）紙包裝

・�裡面貼有鋁箔的，作為可燃垃
圾扔棄。（詳見第 12頁）

③�完全乾燥後，裝入垃
圾袋內扔棄。

①�裝滿水後放置一段
時間

②打開粘合部分並清洗。

打開，清洗內部，晾乾後扔棄。

（F）舊纖維類 （G）小型舊家電

（E）金屬類

①噴罐類 ②其他金屬類

打2-3 個以
上的孔。

裝入容量小於45ℓ的透明（或半透明）
垃圾袋或塑膠袋中扔棄。

ＡＢＣ
スーパー

①與②垃圾袋要區分開。

是衣服的形狀，也可保留拉鍊或紐扣。
比手帕大（30cm見方）的布類。

應取下充電池或乾電池等，送至回收點。
（詳見第 16 頁）

貼身衣物、窗簾、襪子、靠墊、 
布偶玩具作為可燃垃圾扔棄。 

（詳見第 12 頁）

數碼相機

吹風機

電話機

可再生物②

容量小於45ℓ的透明
（或半透明）袋可在便利店

或超市等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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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垃圾分類與扔棄方法

裝入45ℓ的透明垃圾袋中扔棄。
（不可使用超市等提供的塑膠袋）

ＡＢＣ
スーパー

飲料瓶標籤與瓶蓋

清洗劑、洗髮水、�
護髮素、�
乳霜包裝瓶類

泡沫塑料等�
緩衝材料類

生鮮食品等的託盤

雞蛋或豆腐用包裝

本市不回收的垃圾

家電回收　※第四類家電

定點回收品

電視機空調

洗衣機、乾衣機

冰箱

　請採用以下①或②的方法，自行處理。
①處理一直使用的物品時
　致電任一電器店，請其進行處理。處理需收費。

店名 地址 電話號碼

K's電器�鹿屋店 鹿屋市旭原町3591番地16 0994-40-0120

山田電機Tecc.Land鹿屋店 鹿屋市札元2丁目3656号-1� 0994-42-7231

②購買新品，處理此前一直使用的物品時
　請委託新品銷售店進行處理。處理需收費。

大件垃圾
（可燃、不燃）

無法裝入收費的指定垃圾袋中的，請自行送至肝屬地區清潔中心。
　　　　　　鹿屋市串良町下小原3893號-8　☎0994-63-0168
　　　　　　�星期一～星期六、每月第3個星期日（年末年初除外） 

8點30分～中午、13點～ 16點30分
　　　　　　每10kg收費80日元

地址

回收日期

回收手續費

請扔棄市內設置的22處定點回收箱中。請致電生活環境課（☎0994-31－1115）確認回收箱的設置
地點。

　以下介紹不可扔棄至垃圾回收站的垃圾處理方法。此類垃圾請自行負責處理。

乾電池

紐扣電池

充電池

螢光燈管

ＡＢＣ
スーパー

塑膠容器包裝

45ℓ的透明垃
圾袋可在便利店
或超市等
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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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方式]　鹿兒島交通（株）鹿屋營業所 ☎0994-65-2258
　　　　　　鹿屋市政府地區活力促進課 ☎0994-31-1147

公交車乘坐方式  

1 查詢上下車的網站名稱與地點。

　在乘車網站可看到公交車行駛時刻表。
　而且，在 “九州公共汽車行駛時刻表”
主頁或 “NAVITIME” 亦可查詢公交車行駛
時刻。

公交車行駛時刻在 “平日” “星期六” “星期
日與節日” 各不相同，查詢時請注意。

　要乘坐的公交車開門後，即可上車。
　有的車從前門上車，有的從後門上車。

　從車前門下車。

５ 上車

8 下車

　在車站乘車。 
　正常情況下，公交車按照行駛時刻表所
述時間到達車站。

3 前往車站，等車。

・�車費顯示在駕駛座附近的車費顯示牌上。
　乘車時，請確認車票的編號欄中所寫的車費。

・�請以現金支付。投幣箱位於駕駛座旁邊。

7 支付車費。

乘車時，一定要自行取乘車劵。

※車費不找零。
※只可兌換1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
※無法兌換5千日元與1萬日元。

○○方面
○○○○行き

　公交車到達後，先確認公交車上所寫的
目的地，確認是否是自己欲乘坐的車。如
不明確，請諮詢司機。

2 查詢公交車時刻表。

○○方向  前往○○○○

４ 確認公交車目的地。

　您下車的車站報站後，
請按下位於座位附近的下
車鈴。

6 發出下車信號。

不按車鈴，不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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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場所的規則
・�在公共場所或自己家中發出較大聲音時，會干擾周圍的人，請注意。
・在公共場所應排隊等候。
・使用公共設施或房屋後，請進行整理，並清掃乾淨。
・�請在指定地點吸煙。而且，請勿在人群集中的地點吸煙。

○乘坐公共交通時的規則
・�乘坐公共汽車或電車時，請儘量不要接打手機電話。

○騎行自行車時的規則
・自行車是車輛的一種，原則上應沿道路左側騎行。
・�在人行道上應禮讓行人。在人行道上騎行時，應靠道路側緩慢騎行。
・夜間騎行時，應打開車燈。

○禁止實施以下行為。
・雙人騎行
・並列騎行、酒後騎行
・騎行過程中撐傘、接打電話、操作手機

○加入自行車損害賠償保險等
・�為防備騎自行車的過程中可能會傷及他人， 
應加入自行車損害賠償保險等。

①請遵守生活中的規則。

②騎行自行車時，應遵守規則。

生活規則與自行車的騎行方法

本手冊由一般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贊助事

業編寫。

【鹿屋市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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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屋市國際交流協會主頁】

http://kiea.ne.jp

【鹿屋市手機App】

鹿屋生活

鹿屋市（地區活力促進課）

〒893-8501

鹿兒島縣鹿屋市共榮町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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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jp

發　行 鹿屋市資訊與活動資訊等

鹿屋市正在就實現SDGs推進各種措施。

iPhone Android

檢　索鹿屋市

檢　索鹿屋市 國際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