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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到青叶区 

本转学手册是归国子女的母亲编写的。最初在几个学校编写成册，后来大家聚集在青叶交流中心 

商定把它编写成青叶区的所有归国子女都能使用的通用手册。有一些人归国之前没有做过家庭主妇， 

因为归国之前所居住国家不同， 所以在日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 归国后， 人人都会遇到困难， 

也会感到不安，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帮助你们早点习惯新的环境，愉快地度过学校生活。并希望通过本 

手册能帮助转学到横滨的各位和第一次来到日本的外国朋友。 

安定下来以后，请您来到市尾的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会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活动，例 

如交流会，日语班，外语班，自愿活动班等。另外还有提供海外和日本的情报，出借书籍，发行杂志 

等服务。登记为会员的人每月一次聚在交流室谈谈自己原住的国家的情况。还没有来过的各位，也请 

不要有顾虑，欢迎您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谈一谈。并请您提供给我们您所在的国家，城市的情报， 

信息，经验等。 

我们希望您在青叶区的生活幸福美满。 

2010 年 ３月 

＊自下页我们开始说明学校用品等。此说明是为外国人所准备，所以写得很详细。 

＊各学校，各学区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请您在各学校或机关再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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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服装及在校用品 

（1） 室内鞋（うわばき）…白色的（脚尖处有颜色也可） 

商店出售的，一般叫做芭蕾鞋 

·关于脚尖处的颜色请去各学校确认一下 

·姓名的书写方式：用黑色的油性笔在鞋面或后跟处写清楚 

·装室内鞋的包：可以挂在钩子上，有带子的包。 

* 星期一 把室内鞋装入袋中，带到学校。换完之后，请把鞋子放在指定的地方。 

* 周末 请把鞋子带回家清洗 

（2） 上学穿的鞋…诸如运动鞋之类，体育课也可穿，穿着舒适的鞋子。 

（3） 运动服…如果是新买的话，请向老师咨询。 

*青叶区的小学常见的例子 

·上装：白色的短袖衫（体操着） 。像冬季等寒冷的季节，可以咨询班主任，在短袖衫上加穿 

衣服，或穿长袖运动衫。 

·短裤：白色，蓝色短裤或中裤，在膝盖以上的长度，能够自由活动的棉质地的短裤。 

·红白帽子：男女通用。有帽沿的或无帽沿的。 

*以上的运动服，各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规定。关于购买地点和姓名的书写方式请向所在学校咨询。 

·装运动服的包（体操着袋） ：像可以挂在钩子上，有吊带的小包都可以。 

将运动服放进包里带到学校，放在指定的地方。 

室内鞋 

注* 运动服… 

有的学校允许继续穿用现有的运动服。 

请向所在学校咨询。 
红白帽子 

运动鞋 

装室内鞋的 

短袖运动衫（有领子的） 装运动服的包 短袖运动衫（无领的） 课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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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灾头巾（防災頭巾）…为了确保受灾时儿童的安全，请准备防灾头巾。在大型超市可以买到。 

也有的学校不用防灾头巾，使用头盔。 

＊ 请贴上写有学校名，年级，班级，姓名，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血型的牌子。 

（5〕 抹布（雑巾）…学校打扫卫生时会使用抹布。用旧毛巾缝成适当的尺寸。在大型超市、百元商 

店也可以买到。 

（6〕 午餐袋（給食袋）…装餐巾、筷子等用品，如果学校规定饭后要刷牙的话，牙刷、小杯子等也 

要装上。 

一般都把它挂在双肩背书包的挂钩上，所以使用有带子的小口袋。 

*午餐值日（給食当番）的时候，需穿戴白色罩衫（白衣） ，口罩（マスク） ，帽子等，因为各 

个学校有不同的规定，请向所在学校咨询。 

白色罩衫 
口罩 帽子 

带防灾头巾时 

用抹布擦地板 
抹布 

午餐袋 筷子、餐巾、杯子、刷牙用品 

放在椅子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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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游泳衣（水着）…无论男女，大多穿深蓝色的游泳衣，戴游泳帽。关于帽子的颜色，姓名的书 

写方式，游泳课的时间等，请向班主任老师咨询。 

（8〕 关于书包 … 一般都用双肩背的皮革书包（ランドセル） 。也有使用双肩背旅游包的学生。 

书包里放不下的东西装在另外的手提袋里。 

（9〕 联络本• 联络袋 （連絡帳・連絡袋） 

・上学前，在家里按课程表和联络本准备第二天的课本，削好铅笔。 

・ 联络本（連絡帳）…为了便于和学校联系，请每天都把联络本放在联络袋（※1）里带到学 

校。联络本可以用商店出售的，或者普通的笔记本。请假的时候也要用。 

・ （※1）联络袋（連絡袋）…是装联络本和学校发的通知，注意事项等用的袋子。也有不用 

联络袋的学校，具体规定请向所在的学校咨询。 

游泳衣 （男子） 泳镜 游泳衣（女子） 浴巾 

折叠式手提袋 

书包 

穿着游泳衣时 

联络袋 联络本 

游泳帽 

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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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习用品…请参考附页的学习用品一览表 

·一部分学习用品，可以通过学校一起购买。 

关于用品的名称和购买的时间，因为各个年级规定不同，详情请向班主任老师咨询。 

2． 关于上学 

有的学校根据所在地区不同编成路队（登校班） ，按指定的上学路线集体上学。有关上学路队和 

路线的事宜，请向各个地区的校外委员（※2）和老师咨询。 （※2 请参照第 10 页 PTA 的地方） 

各个学校有规定的开门时间。开门时间以外的时间校门上锁，不能入内。 

·请确认各个学校为防止可疑人员侵入采取的安全措施。 

·有的学校规定学生携带防止犯罪的警笛（防犯ブザー） 。 

３．学校体检（健康診断） 请参照附页② 

横滨市的小学定期进行学校体检。 

４．预防接种 请参照附页③ 

关于预防接种，请务必事先向各区的福利保健中心咨询一下。 

咨询处：青叶区 福利保健中心 增进健康主管（福祉保健センター健康づくり係） 
0459782438 

儿童的预防接种，根据以前住过的国家和年龄不同，今后需要注射的种类和次数也不一样。请把 

住在国外时的接种记录带到福利保健中心窗口，关于今后怎样接种会有详细说明。另外，在窗口还可 

拿到免费接种的申请书。请带母子健康手册去（母子手帳） 。 

在外国出生的儿童，把区内的转入登记（転入届）办好后，可领取母子健康手册。 

在青叶区政府（区役所） ，可以拿到医疗机关地图。另外，在福利保健中心也有介绍附近医疗 

机关的资料。 

圆规 蜡笔 雕刻刀 

键盘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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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发生自然灾害时确保儿童安全的有关事项 请参照附页④ 

有关儿童保护请向各学校咨询。 

有的学校发短信进行紧急联络（登录制） 

６．小学生活 

·教科书…教科书由学校免费发给。其他的学习用品由个人负担。 

·缺课请假、体育课见习时的请假条…如果请假或不参加体育课时，要把理由写在联络本上交给 

班主任。 

●提交方式:缺课请假时在联络本上写下请假理由，让兄弟姐妹或住在附近的同学交给班主任 

老师。 

体育课见习时由本人交给老师。 

·保健室的使用方法 

在学校受伤或身体不适时，可以去保健室。 

保健室里有专门负责护理的老师（養護教諭）。有时会通知家长来接学生。 

·学校午餐（給食）…午餐不需要自己带盒饭，学校给大家提供一样的伙食。午餐一般在自己的 

教室吃。由当班的值日生 发放午餐。 

各个学校规定不同，一般要自带餐巾，牙刷。轮到值日时还要穿学校发的 

白罩衣，戴口罩和帽子。如果因为过敏症而有 

不能吃的食品，要事先跟班主任说明。 

※伙食费由个人负担，从银行或邮局账户直接拨入。(详情请向班主任咨询。) 
※午餐值日结束后，周末把白罩衣等带回家清洗并用熨斗熨平后，返还给学校。 

午餐值日 午餐（面包） 午餐（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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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礼（朝会）…有的学校举行早礼。全体学生在操场或体育馆集合，有时唱校歌或季节性的歌 

曲，有时听校长讲话，有时还做体操。 

·兴趣小组活动（クラブ活動）…4，5，6 年级可以参加兴趣小组，内容丰富有趣。详情请向班 

主任咨询。 

例如:现代舞、茶道、棒球、手工课、行进乐队舞、羽毛球、相声、绘画手工、乒乓球、足球、 

音乐、篮球、科学、田径 

·委员会活动 …由各委员帮助组织学校内的各种活动。 

例如 : 广播委员会在午餐时间播放音乐，集会时准备广播器材。保健委员会负责调查保健 

室的使用情况，做保健委员会会报，呼吁预防流感等。委员会的种类，活动时间各学校不同。 

·体育 …日本学校的体育课要作许多器械体操的运动。使用单杠练习前翻，后翻等。另外，还 

有跳绳，跳箱等运动。如果有以前从没有做过的项目，可以一边跟老师商量，一边慢慢练习。 

·运动会 …一年一次，一般在春天或秋天学校举行全体运动会。很多家长带午饭前去助阵。 

比赛有很多项目，例如:拔河、丢球、骑马战、赛跑、跳舞、接力赛、割铃等等。 

注 关于游泳课 

游泳课当天，家长要在「游泳卡」（プールカード）上填写孩子的体 

温和健康状况，盖章提交给老师。详情请向班主任咨询。 

单杠 跳绳 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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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学习 …①郊游（遠足） ②参观公共设施（社会科見学） ③在外住宿的校外学习（修学 

旅行等） 

·图书馆 …利用时间及利用方法，请向图书委员或班主任咨询。 

·扫除 …在日本的学校，学生们每天要自己打扫教室卫生，通过扫除还可以学习如何保持清洁。 

学校的扫除，一般使用扫帚和抹布。要事先学习抹布的拧法。 

·厕所 …厕所有洋式和日式两种。要事先确认地点并学会使用方法。 

·学校志愿者… 

学校有时会请家长做协助学校活动的志愿者。 

例如:上家庭课时作帮手，整理图书，讲故事，上课时的助理， 组织学生做地区清扫活动时 

的帮手等。 

·上观摩课（星期六的观摩课）…为家长前来观摩安排日程上公开课。 

·家长会…家长和班主任交换信息。可以为外国人配置翻译。 （需要事先商量） 

拧抹布 用扫帚扫地 搬桌子 用抹布擦地 

日式厕所 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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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放学后的儿童提供的活动场所 

·滨之子交流学校（はまっこふれあいスクール）…放学后的一定时间内，学校给学生提供活动 

场所，不分年级，都可以参加。不收费但需要登记。 （详情请向各 

学校咨询。 ） 

·放学后的儿童俱乐部（放課後キッズクラブ）…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利用小学设施为放学后 

的儿童提供玩耍和设施兼备，安全舒适的活动场所。 

下午 5 点以后收费。 

·学童托管所（学童保育）… 如果因为家长上班，不能照看放学后的孩子，不分年级，可以托管小 

学生。 

收费（详情请向福利保健中心咨询） 

青叶区福利保健中心家庭支援咨询电话（青葉区福祉保健センター子ども家庭支援） 
0459782460 

８．PTA 

PTA…为了儿童有意义地度过学校生活，家长和老师共同协作举办各种活动。 

所有的家长和老师只要付会费就可以成为 PTA 会员。 

每年新学年开始时，从家长中选出几名干事（役員） 。 （委员会的名称，活动内容由各 
PTA 章程规定）本部干事以外其他的主要委员如下： 

（例） 

学年委员（学年学级委员）…负责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的联络。为了促进班级内，年级内和 

年级间的交流，举办联欢会或制定其他计划组织活动。 

宣传委员（広報委員）…主要发行宣传报刊 

教养委员（教養（成人）委員）…从文化和艺术角度举办演讲会等活动，提高学生和会员的修 

养。 

厚生保健委员…举办提高儿童保健和安全意识的活动。 

校外委员…为了确保学生在地区的安全，经常与学校、警察保持联系，充实学区各项设备，给 

儿童做安全指导。 

9．关于在学校受伤（保险） 

＊横滨市内的中小学生全部参加保险。 

◎在学校的管理下，儿童受伤时…日本体育·学校健康中心 

（放学时，不走规定路线的情况不能得到保险金） 

◎不在学校管理下，而是在放学后以及公休日等时间受伤时…横滨市安全教育振兴会 

◎关于家长参与 PTA 活动时发生的事故等…横滨市安全教育振兴会 

遇到以上的情况均可得到保险，如果发生意外情况，请直接与学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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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国后转学，遇到困难时 

＊请向以下单位咨询＊ 

①各学校负责回国儿童的老师 

·各学校负责回国儿童的教师老师（有的学校设有归国儿童协会。） 

②青叶国际交流中心的支援交流制度 

青叶国际交流中心为学校（班主任老师等）与外国人家庭（或与外国有关联的儿童的家长）搭桥， 

安排翻译人员促进双方 

的沟通，负责传达学校发出的信息（各种通知信等），将有关家庭来的回信转达给学校等。 

③公共咨询机关 

·海外子女教育振兴财团 TEL: 0343301341 
URL: http://www.joes.or.jp/index.html 

·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部小中学校教育课 
TEL: 0456713265 小中学校指导系 

·各区的福利保健中心 服务科（福祉保健センター サービス課） 

青叶区 儿童家庭支援咨询（子ども・家庭支援相談） TEL: 0459782460 
都筑区 儿童家庭支援咨询（子ども・家庭支援相談） TEL: 0459482319 
绿区 儿童家庭支援咨询（子ども・家庭支援相談） TEL: 0459302361 

·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中心（横浜市青葉国際交流ラウンジ） 

＊向海外归国人士提供日本的生活信息，向去海外赴任人员提供外国的生活信息。 

向外国市民提供多语种的信息情报。 

以外国人为对象，开设日语教室（星期三上午、星期四晚上、星期六上午） 

为外国儿童学生举办学习辅导班（学習補習教室） 

横滨市青叶区田奈町 76 青叶区区民交流中心内 

（东急田园都市线 田奈站下车 步行 1 分钟） 
TEL: 0459895266 FAX: 0459820701 
URL：http://home.h00.itscom.net/aobalnge/ 
Ｅmail: aobaloungeintl89h1@t07.itscom.net 

开馆时间: 9:00~ 21:00 
星期日，节假日 9:00~17:00 
休馆日: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以及年底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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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民间的支援归国人员团体 

·归国子女会 「朋友」（帰国子女の会 フレンズ） 

志愿者参与，咨询，学校介绍，发行机关报 「朋友通讯」（「フレンズだより」） 

〒100-0005 东京都千代田区丸の内 1-2-1 

东京海上日动大厦新馆 703 （東京海上日動ﾋﾞﾙ新館 703） 
TEL: 0332128497 FAX: 0332128419 
受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30~16:00 
Home Page:http://www.ne.jp/asahi/friends/kikoku/ 
Ｅmail：fkikoku@asahi.email.ne.jp 

·LET＇S 国际志愿者交流会（LET’S 国際ボランティア交流会） 

设在川崎的志愿者团体。举办日语沙龙，外国料理讲习会，发行信息杂志等。 
Home Page:http://www.inthe.info/lets/old_index.htm 
联系人：小仓敬子 Ｅmail：lets@inthe.info 

·TGAL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于 1997 年都筑区的终身教育组织发起的团体。通过演讲会和交流会，加深对异国文化理解和回 

国后的适应性等方面的交流。同时为将去海外赴任的人士提供信息，组织学校内的国际理解活动。 
TGAL  PHS：07065280125 
Ｅmail: tgal20yokohama@yahoo.co.jp 
Home Page: http://www.geocities.jp/yokohamatgal/ 

·Humpty Dumpty 文库 

青叶区国际交流中心的自主活动团体。每月的第二，四个星期四下午在中心开展活动。 

以回国儿童为对象，朗读书籍、做游戏等进行交流活动。 

联系人：漆原真弓 

TEL：  0459721274  Ｅmail：  tkurushibara@ybb.ne.jp 
Home Page: http://aobalounge.sakura.ne.jp/jishugroup/shokai.html#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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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公休日·夜间急救中心 

·青叶区公休日急诊所（青葉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诊疗科目： 内科、小儿科 
TEL: 0459732707 
青叶区藤が丘 22010 （藤が丘 下车） 

受理时间：公休日（星期日、节假日及 12 月 30 日至 1 月 3 日） 

上午 9:30~中午 12:00 下午 1:00~下午 3:30 

都筑区公休日急诊所(都筑区休日急患診療所) 诊疗科目：内科、小儿科 
TEL: 0459110088 

横滨市都筑区牛久保西 1234 (市营地下铁 センタ-北下车) 
受理时间：公休日 上午 10:00~16:00 

横滨市北部夜间急救中心(横浜市北部夜間急病センター) 诊疗科目：内科、小儿科 
TEL: 0459110088 
横滨市都筑区牛久保西 1234 (市营地下铁 センタ-北下车) 

受理时间：晚上 8:00~凌晨 12:00 

·救急医疗信息中心（救急医療情報センター） 需要看急诊时，可为您介绍医生。 

（信息中心不是医院，请注意！） 
TEL: 0452011199 （24 小时受理·年中无休）



附页① 不同年级 学习用品参考一览表 （例） 平成 17 年度横滨市市荏田西小学校 ＊何时准备由班主任联络 

＊学校购买物品： ①口袋歌集「みんなの歌」 ②健康手册，体育读本(一年级开始)，萧笛(需提交申请书)，五年级或六年级社会资料集等 

＊※由学校准备，也可以申请集体购买。但根据时期不同，有时需要由个人购买(在商场的乐器专柜可以买到)。 

＊笔记本各年级的规格不同。请向班主任询问。 
2009 年内容确认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语文 万能笔，签名笔，笔记本 笔记本 一套毛笔工具 一套毛笔工具 一套毛笔工具 一套毛笔工具 

数学 笔记本 笔记本 三角尺，圆规 
三角尺，圆规，量角 

器，直尺 

三角尺，圆规，量 

角器，直尺 

三角尺，圆规，量 

角器，直尺 

理科 

社会 

生
活

科
 

花盆※ 

生
活

科
 

花盆（一学期 一 

年级时使用的物 

品） 地图 社会科资料集 社会科资料集 

音乐 
键盘式口琴的吹口 

（胶管）※ 
键盘式口琴的吹口 

高音萧笛，巴罗克式 B 
萧笛 ※ 

高音萧笛，巴罗克式 
B 萧笛 

高音萧笛，与中音 

萧笛一起的巴罗克 

式 B 萧笛 

高音萧笛，与中音 

萧笛一起的巴罗克 

式 B 萧笛 

美工 

蜡笔，彩色铅笔，胶水，剪 

刀，透明胶带，纸木工用万 

能胶，钉书器，折纸，水彩 

画工具 

水彩画工具 水彩画工具 
水彩画工具 

雕刻刀 

水彩画工具 

雕刻刀 

水彩画工具 

雕刻刀 

体育 
上下运动服，红白帽，跳绳 

及游泳衣（夏）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生活 

用品 

防灾头巾，室内鞋，联络本， 

餐巾，手提袋，午餐值日生 

用的口罩， 装运动服的布袋， 

儿童工具箱(23×33) 

儿童工具箱的内容(剪刀， 

胶水， 彩色铅笔， 钉书器， 

折纸，透明胶带等)，与一 

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与一年级相同 

家
庭

科
 

缝纫工具※ 

剪刀，针， 

线 

家
庭

科
 

缝纫工具， 

剪刀，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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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② 学校体检调查项目以及实施年级 

项目 

小学 中学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三年 

级 

四年 

级 

五年 

级 
六年级 

一年 

级 

二年 

级 

三年 

级 

身高 

体重 

座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视力 ◎ ◎ ◎ ◎ ◎ ◎ ◎ ◎ ◎ 

色觉 ◎ 

听力 ◎ ◎ ◎ ◎ ◎ ◎ 

眼科 ◎ ◎ ◎ ◎ ◎ ◎ ◎ ◎ ◎ 

耳鼻喉 

科 
◎ ◎ 

内科 ◎ ◎ ◎ ◎ ◎ ◎ ◎ ◎ ◎ 

牙科 ◎ ◎ ◎ ◎ ◎ ◎ ◎ ◎ ◎ 

结核 ◎ ○ ○ ○ ○ ○ ◎ ○ 

心电图 ◎ ○ ◎ 

尿 ◎ ◎ ◎ ◎ ◎ ◎ ◎ ◎ ◎ 

寄生虫 ◎ ◎ ◎ 

◎对全员实施 ○只对指定对象实施 

＊心电图的二年级指定对象为一年级时没接受检查的儿童。 

2009 年确认



よ ばうせっ しゅ  せっしゅ ねんれい せっしゆ  かんかく

こどもの予防接種 (接種する年齢と接種の間隔)
Vaccinations for
and rest‐period

Ch‖dren・age

【お問い合わせ】健康づくり係 TEL 045-9782438～ 2441

●接種対象年齢と標準の接種年齢

予防接種は接種対象年齢であれば、無料で受け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が、できる限り標準の接

種年齢で接種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ていま魂

Ovaccinatlon age and standard vacOination

age

Ch‖dren can receive a vaccinaton during

the perOd of vaccination age, though we

recommend to let them vaccinated at the

standard age

EE]鸞お【 ラ‰字睦種醐
recommended age(Standard vaccination age/

□
無料で受けられる年齢 *]
(法律で定められている接種対象年齢)

The age of free vaccinations*1

(VaCCination age designated by laヽv)Tlle circled number represents the necessary times of vaccinations)

無14で受けられる年齢

例えば'生後3か 月～90か 月未満Jとは 3か 月になった日の当日から90か 月になる日の前日までを指します。

the age of free vaccinat ons

The age per od from three months to nine months means the per od starts at the 90th day and ends at one day beiore the 270th day

:言 曾: :: 苫量 る営 烏言 螢: 畠: 8: 晨言島詈 ::β:霞言拶言ξ嘗馘言曽詈 擬言ξ:ξ[ 檸
三種混合/●PhheiaPem●si10u§

1期初回/nt a shot

l期追力員/nLia boo.ter

*2 麻しんは感染力が強く重症化することがあるので 生後12か月を過ぎたらボ
リオに優先して 麻しん風しん混合ワクチンを受けましょう

*2 Meas es are h gh y conta9 ous so we stron9 y recommend to ld
chlden vacanatd as soon as they turn to be]2 months od

*3 乳幼児|ま結核に対する抵抗力が弱いので 生俸 か月を過ぎたらなるべく早く受けること

が重要で■

*3 8ab es have ess res iance to tubercu os s「BI sO We recommend O let
bab es o(90 months o d and over vacc nated

二 種 混 合 /DP

H  期

*2麻 しん風しん混合/
Mees es Rubela comb ned

l 期

1 期

1 期

IV  期

日 本 脳 炎 /

Japanese Encephali s

l期 初 回

1期 追 カロ

‖  期

ポリオ/Po yomyelt s

●他の予防接種との間隔

予防接種を安全に受けるためには、次のような間隔が必要で丸 ただし、同一ワクチンで

2回 以上接種の必要なものについては、それぞれの接種項目の間隔になります。

●Rest period between vaccinations

in order to sarely vaccinate your ch‖d, it is

important to fo‖ow the recommended rest

per od between vaccinations

Depending on the vaccinat ons, the rest

period var es Please refer to the schedule

of each vaccination

他の予防接種との間隔は?

前にうけた予防接種    間   隔

X三 種混合(二種混合)と三種混合(二種混合)は20日 間以上あけてください。

9」翫1鵠。n  Re,Pelod  戦
煎hmon

'DPT should not be repeated、vthin 20 days



りL童預防接神 (預防接神的
年齢和接神的同隔)
●接紳対象的年齢和椋准接神年齢

只要在預防接神対象年齢 内的嬰幼りし,都 可

以接受免奏接神。清尽可能在祢准的接神年

始内接神。

回塞』撃乱ξi壁呵 ξ麗虐奮禦″
脚    □

Edad recomendable(Edad normal para la vacuna′

n6mero con cfrculo sign iica la cani dad de veces de la vacuna

VACUNAS PREVENTiVAS
(EDAD PARA VACUNAR E
INTERVALO)

●Edad correspondiente y edad recomend―

able para recib rla vacuna

Es gratis la vacunaci6n  si se recibe

durante la edad correspondiente sin

embargo se les aconsela vacunarse en

la edad recomendable

可以免菱接神的年蛉 *l (法 律規定的菰防接神対象年蛉)

早星Ol対望詈 +摯 =り 雪 *1(響 智0星 智副 型 g∃ )

Edad en que se puede recib「grat s
*1(Edad correspondiente para la vacuna establecida pOrla ley)

日

憫
躍
　

咽

を召)

早三q州

召舎警

*]可 以免菱接rl的年蛉

例如 「出生3企月后―未満9企月J是 指第3企月的第一天升始到満90企月的前一天力止.
*]早 三●月 暫詈 今 以=Jき

q言 言9「 想亭3フ‖留～90フ‖讐口JJ O己|■ 癸=,3フ‖讐OJ冒 旱目 90フ‖置0'フ 型冒″1天詈 暫 Jし EI

*l  Edad en que se puede recib r gratis por●:3 meses haSa antes de cumpl,90 meses

signfica desde eldia que cumpla 3 meses hasta l dfa antes que cumpla 90 meses

:P
月く

４

歳

ω
ｏ
コ
ｏ
●

３

歳

２

歳 〕量黒i3 ９

川

９

歳

８

歳
７

川

７

歳
‐０

歳
セ
歳

“
利

‐６
歳

‐５

利

‐５

歳
●
利

‐４
歳

‐３

利

‐３

歳

三和混合′3香喜J′Vacuna tip e

第一蛎勁次J'杢i/1a tz`J I"1∞ o

第一嬌追加J烈キ
'1/助

cuno`e“1崚m

二神混合′2吾2'ソVa(una doЫ=

第二期/2フレ pe■ odo

*2麻 疹風疹混合′=曽 =J喜 ]
V調田m,ねoe mはm n̈γ刊晩da

第一期/]フレ peri00o

第二期/2フレ periodo

第二期/3フレⅢ pe●odo

第四期/4フレ V perodo

乙型田炎′警暑¬管だnc・dis l"neSa

第一期初茨′11=J/1,"zoJ I貯 |“o

第―場鳩力11'||'ア,“unate Ju,「
“̀ o

第二期/2フ ′|l periodo

小′し麻携症′吾a21Pabmね lis

*2青
58撃陛戯ま三菱l』晶:塾鼎

叫型亭柁刺コ対■川●=剌雪
*2 E sarampOn os muy coo●9o‐ y puede resular moy 9rae p。「。sta r″On recban a

興●llりL対結核病菌的機抗力猥弱 出生3●月以肩 泣該尽早縦神■介首
♀。|'[塾 報01引 OI利利き■O 摯も|フ 叫=IJ早 3'1包O スし1月ヨ 今 鰍ユJ瞥 2
暫=茨 O番 ■普し二|

Es muy lmponante rec O「a BGC en cuanto cumpa os e meses po“。e os beb6s

●与其他預防接神的同隔

力了保証預防接神的安全,如 下的lll同同隔

是必要的。但是,在 同一神疫苗必須接受 2

回以上接神的情況下,要 按照各紳疫苗所規

定的吋同同隔遊行。

●[1尋 ql瞥召舎工lg a召
q瞥 雹舎詈 世■61列 世フ ♀う‖州讐,
EI呂ユ1型 ♀ を401■ 9書 しに|

口1世,暑留J針 」0三 2● 0を 召舎O

型2■ 裂q E‖ |‖州讐 計4■ 吾]暑 2

を召0

留Ω●卜刻 Jし 匡|

●Perfodo de intervalo con otras vacunas

/ヽacunas que se pueden recibir son la

vacuna doble, tr ple, sarampi6n y rub6ola

Cada cFnica u hospital tiene su horaro de

denci6n, oonsulte por telёfOno antes de

asistin

馴 詔“
 nё 祠°

霧需
m

前一回的n防 接神   可 隔
 ¨

*三仲提叙 二神混合)和三神混含 (二仲,品合)
的注射司隔ll同是20大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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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⑤商店信息 

转学指南中写到的学校用品，在哪里可以买到？ 

以下向您介绍青叶区、都筑区、绿区的超市、百货商店的信息。 

①东急あざみ野车站周边 

東急 
とうきゅう 

ストア あざみ野店 

青葉区 
あ お ば く 

あざみ野 2-1-1 TEL：045-902-0109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 

②东急たまプラーザ车站周边 

たまプラーザ東急 
とうきゅう 

青葉区 
あ お ば く 

美しが丘 1-7 TEL.045-903-2211(代表)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 

上学用的运动鞋、午餐袋、筷子、杯子、 

双肩背书包 

イトーヨーカ堂 
どう 

たまプラーザ店 

青葉区美しが丘１丁目 TEL 045-901-9311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③东急田奈车站周边 

パシオス田奈店 
た な て ん 

青葉区 
あ お ば く 

田奈町 
たなちょう 

４６-８ フードワン田奈店２楼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 

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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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东急•JR 长津田车站周边 

アピタ長津田店 

緑区長津田みなみ台４丁目７-１ TEL.(045) 989-0511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 

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マルエツ長津田店 

緑区長津田 41030 TEL.(045) 9812135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 

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⑤横滨市营地下铁センター北车站周边 

都筑阪急 

都筑区中川中央 1丁目 31-1-1 TEL.(045) 914-1111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 

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⑥横滨市营地下铁センター南车站周边 

港北東急 

都筑区茅ケ崎中央５ TEL.(045) 9145111 

商品： 

运动服、抹布、学习用品、室内鞋、上学用的运动鞋、 

游泳衣、防灾头巾、午餐袋、筷子、杯子、双肩背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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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中心 学校支援事业 

连接学校.保育园和家庭的桥梁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サポーター” （简称 SCS） 

什么是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サポーター]（SCS）？ 

以[学校（班主任等）与外国人家庭（外国学生的家长）之间的联络员]形式出现。一方面， 

将学校发的信息资料（如各种的通知信件等）翻译传达给外国学生家长，另一方面，把外国学生 

家长的信息（意见、要求等）反馈给学校，在两者之间起到联络沟通作用的翻译志愿者。 

SCS 的作用・ 组织系统 

SCS 实施学校 青叶地域内需要利用 SCS 系统的中、小学校、保育园提交利用申请书（由学校申 

请）⇔SCS 利用认可书（由青叶国际交流中心发给） 
SCS 实施对象 由“青叶国际交流中心”呼吁已登录的语学志愿者等参加，并对希望参加者进 

行培训和登录。在支援活动时尽量让同一位志愿者持续对同一家庭进行支援帮助。 

（现在已有西班牙语、中国语、韩国.朝鲜语、俄语、菲律宾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志愿者登录。） 

实施期间 一年（更新） 

经费补助 学校和学生家长不承担此费用 

问询处 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中心 

电话：0459895266 传真：0459820701 
9:00~21:00 星期日.节假日 9:00~17:00 第四周星期日休馆 

学校（班主任等） 
需要支援外国人家庭 

学校发的各种通知等 

来自接受支援外国人 

家庭的信息反馈等 

来自学校的联络（用 

电话、传真等形式） 

通过电话或传真与 

外国人家长联络。 

SCS 人员家里 

根据学校的要求将通知内容通过电话 

口头翻译给接受支援的外国人家长，必 

要时翻译成文稿传真给外国人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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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附页① 横滨市荏田西小学校 各年级 学校用品目录 

附页② 横滨市立小学校标准 

附页③ 横滨市健康福利局 「预 种 防接 制度」2009年 4 月更新 

附页④ 横滨市田奈小学校 

发布暴风洪水警报时 关 确保儿童安全的有 事项 

欢迎您到青叶区 转学指南（为了归国儿童、外国人儿童） 

初 版 2001 年 1月 

第 2版 2001 年 2月 

第 3版 2001 年 7月 

第 4版 2002 年 7月 

第 5版 2005 年 6月（7 月改版） 

第 6版 2010 年 3月 

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中心 

提供海外生活情报志愿者 

归国子女转学手册项目组 

Ⓒ横滨市青叶国际交流中心 

横滨市青叶区 田奈町 76 青叶区区民交流中心内 

Tel: 045-989-5266 Fax: 045-982-0701 

URL：http://home.h00.itscom.net/aobalnge/ 

E-mail： aobaloungeintl89h1@t07.itscom.net 

Ⓒ本指南内容严禁擅自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