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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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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円(en)の種類 （日元的种类）
1(ichi)日元

5(go)日元

10(juu)日元

50(gojuu)日元

100(hyaku)日元

500(gohyaku)日元

正
面

反
面

1,000(sen)日元

5,000(gosen)日元

10,000(ichiman)日元

正
面

反
面

其他还有 2,000(nisen)日元的纸币。
如果硬币存的多的话，

如果在公用电话打国际电话的话，请使用标有

可以去银行兑换。

“国際通話兼用公衆電話”的字样的电话机 。
那些电话机有的前面镶着金色的金属片，机体是绿色的。
或则是贴着金色帯子的灰色电话机，都可以打国际电话。
在电话机上还标有“INTERNATIONAL&DOMESTIC”的字样。
所需费用是以 100 日元为单价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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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方法

客：ジョギング・シューズは，どこですか

顾客：运动鞋在哪儿卖的？

Jogingu syuuzuwa dokodesuka

店員：こちらですよ

售货员：在这儿呢。

Kochiradesuyo

客：このデザインの色違いはありますか

顾客：这个样子还有其它的颜色吗？

Kono dezainno irochigaiwa arimasuka

店員：白と青があります

售货员：还有白色和蓝色的。

Shiroto aoga arimasu

客：この青がいいですね

顾客：这个蓝色的好看。

Kono aoga iidesune

店員：どうぞ、履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售货员：那请试试看吧。

Doozo haitemitekudasai

客：ちょっと、きついです

顾客：有点小，尺寸大点儿的有吗？

Chotto kitsuidesu
Ookii saizuwa arimasuka

大きいサイズはありますか
店員：ありますよ

售货员：有的 。

客：ぴったりです

顾客：正好，就给我这双吧！

Arimasuyo
Pittaridesu
Koreo kudasai

これを、ください

店員：税込みで、3,129 円になります

售货员：加上税。一共是 3.129 元

Zeikomide 3,129enni narimasu

店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售货员：谢谢！

Arigatoogozaimashita

×××购物中心
鞋店
電話：０７９－△△△－▽▽▽▽
２００☆年○○月××日（土）１５：２０

合計
(内消費税 ５％

￥３,１２９
￥１５０)

支付
找钱

￥３,１２９
￥０

以上是您购物的详细账目！

有的店里有减价商品券，
回扣
或者优惠券等的服务。
详情可
以到店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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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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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邮件
□通常邮便物
・定形邮便物（封书 fusho）
：25g 以内 80 日元。50g 以内 90 日元。
・定形外邮便物：根据重量不同而邮费也不同。
・通常用明信片（hagaki）
：50 日元。
・其他还有、邮件书简（mini-letter）
：60 日元。来回明信片（ofukuhagaki）
：100 日元。
□特殊业务
・ 現 金 书 留 （ genkinkakitome ）： 寄 现 金 时 采 用 。 信 封 要 采 用 邮 电 局 专 卖 的 封 筒 。
（genkinkakitomefuto）
・简易书留（kan’ikakitome）
： 寄现金以外的贵重品时采用。
・速達（sokutatsu）
：比通常邮件优先发送。

●国际邮件
□通常邮件物
・航空便：有明信片，封书，航空书简，7 天～10 天到达。
□国际包裹：长＋宽＋高＝90cm 以内，2kg 以内
・航空便：7 天～10 天到达。
・SAL（经济航空）
：大约需航空和船运之间的天数(6 天～13 天左右)到达。
・船便：约 50 天到达。
□EMS（国际快递邮件）
：比航空邮件优先发送。

日本的民间宅配运送很发达。
（日本国内只需１～2 天时间）
24 小时便利店也受理。寄到国外也
可以采用国际宅配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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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神戸入管・大阪国际(伊丹)空港・关西国际空港
●去神戸入管（大阪入国管理局神戸支局）
JR 篠山口 乘开往大阪方面的快速
大约１小时
JR 尼崎

山陽本線 换乘开往姫路的新快速
或者

换乘开往網干的快速

大约 15 分钟
JR 三ノ宮
走路大约 15 分钟

●去大阪国际(伊丹)空港

神戸入管

JR 篠山口 乘开往大阪方面的快速
大约 50 分钟
JR 伊丹

乘开往大阪国际空港的市营公共汽车

（每隔 15～30 分钟有一趟）
大阪国际(伊丹)空港

●去关西国际空港

孕妇乘坐飞机时（国际
线）
、在预产期的４个星期

JR 篠山口 乘开往大阪的快速

之前的话、需要医生的诊
断证明书。

大约１小时

在２个星期之前的话、如
JR 大阪

到环状线的外围站台

果没有医生的陪同是不能

换乘开往关西空港的快速

乘坐飞机的。
婴儿要在出生后的第８开

大约 1 小时
関西国际空港

始可以搭乗飞机！

把行李用宅急便运送到
机场很方便的。行李在
搭乘飞机的前一天送到
机场，就要提前 2 天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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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日本的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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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汽车
如果持有日本以外的汽车驾驶执照的话,可以更换日本的驾驶执照。
□更换条件
・18 岁以上
・考取驾照后,需要在本国逗留 3 个月以上的时间
・在驾驶执照的有效期以内
□更换地点

到考试场地…
ＪＲ篠山口

・明石運転免許考试场

乘坐『快速･大阪行き』

明石市荷山町 1649-2
☎078-912-1628
・书类审查・简单的笔试・实际操作。

ＪＲ尼崎

＊笔试可以选择以下语言考试,英语・中文·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汉语·朝鲜语・波斯语・
注有假名的日语。
＊也有的国家的驾照只需要书类审查。
□登记时间
・周一～周五 上午 9:30～10:30

换乘『新快速･姫路行き』
或『快速・網干行き』
ＪＲ明石
乘座车站北边的①号站发出
公共汽车

□申请时所需要的资料
・申请书
・外国的驾驶证：需要记有取得驾照日期

（大约 20 分钟）
在「免許更新センター前」或者在
「運転免許試験場前」下车

・护照：记有出入国纪录
・外国人登录证的复印件，或者是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項

運転免許考试场

证明书、在留卡
・外国運転免許証の日语译本：在领事馆或者是ＪＡＦ可以
翻译（自费）
・須要审查费及申请手续费
□更新
・驾驶证的有效期限是第三个生日的那一天。之后每三年必须更新一次。
（优秀的驾驶员是每五年更新一次）
・到了更新期限时,在驾驶证上所记载的地址的警察署,会寄来更新的通知。
＊在日本考取驾驶执照的话,要考笔试和实际操作。
＊笔试也可以选择英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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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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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买车
□有关买车的手续非常复杂，所以还是从汽车贩卖专业单位购买比较方便。
□从专业单位购买的情况下，除购买费用（除车辆费以外还包括税金·汽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费·牌照费
等）外，还需要手续费，但是给代办一切复杂的手续。
□需要实印（jitsuin 已办理好印鉴登录手续的私章。印鉴登录需去市役所户籍系申请）与汽车保管场所证
明书（车库证明 shakoshomei 的申请是在管辖保管场所的警察署）
有关私人间汽车买卖与转让
汽车的所有权移转登录，保险的名义变更等手续非常琐碎还需印鉴证明书等。如变更手续不妥，
在发生事故等纠纷时，处理非常为难。所以尽量避开私人间买卖与转让。不能避开时，则请行政书士
代办手续。
（费用自费）

●保险
□汽车保险包括强制保险（汽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 jibaiseki）与任意保险。
□强制保险是在买车时就有义务加入。
□发生事故时，只有强制保险是不够的，也需要加入任意保险。

●车检
□车辆检查（车检 shaken ）原则上新车的情况下，是在第 3 年，以后每 2 年检一次。
□车检（检查登录申请料·汽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费·重量税·修理费）需要一笔高额的费用。事先应该
准备好。

●汽车税
□普通汽车每年需要交纳汽车税，轻汽车需要交纳轻汽车税。
□发票在车检时需要。请妥善保存好。

●处理汽车时
□应办理废弃汽车手续。
・废弃车体的费用也要自己负担。
□转让给他人的话，要办理所有权移转手续。
＊不办好废车与所有权移转手续的话，就得继续支付汽车税和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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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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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住宅
□去不动产公司，只要把租房的预算，房子的大小，想找的地方讲清楚，不动产就会将适合条件的物件给你
介绍。
・一点要亲自去看看房子的阳光照射，噪音如何等。
・日本的房子一般是不带家具与窗帘等。也有的房子没有浴池，淋浴等设备。

签约时必需用的词汇
・手付け tetsuke
为保证签约而支付的费用
如签约则充当保证金，如不签约，一般是不退的
・賃貸契約書 chintaikeiyakusho
是写有借主与贷主间的约定事项的合同
包括房租，签约的期间等
・敷金(保証金) shikikin(hoshokin)
是预先交给房东的费用
・共益費(管理費) kyoekihi(kanrihi)
用于住宅整体的修理，共用部分的电费等
这种费用也有的是包括在房租里
・仲介手数料 chukaitesuryo
付给不动产公司的手续费
・連帯保証人 rentaihoshonin
发生纠纷时能够一起负责的人

要搬出的话，需要提前 1 个月向房东或管理人联络。联络太迟的话，
可能要多支付 1 个月的房租。

为了找到让自己称心
的房子，就是再麻烦也
要多找几家不动产。

● 公营住宅
□有市营住宅，县营住宅，雇用促进住宅。
□要看有无同居家人，收入等条件。
□没有空房子时，就是申请也不能入居。
▼申请·查询

市营·县营住宅：地域计划课
兵庫県住宅供给神户事务所

☎079-552-1118
☎078-232-9557

雇用促進住宅：ハローワーク篠山 ☎079-55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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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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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搬家自己也可以做，也可以请专门的搬家公司，一定要事先确认需要多少费用。

●煤气・水道・电气
□开始时用前的联络
・煤气：都市煤气
丙烷气

直接去篠山都市煤气(株)办理。
与个煤气会社联络。
（个会社电话号码都不同）

煤气是由市役所职员或煤气公司的社员来亲自开栓的。千万不要自
己乱开栓。
・水道：直接去上水道课或支所办理。
・電気：关西电力三田营业所 （0800-777-8047）
＊需要说出地址，姓名，顾客号码。
（点表箱上所贴的数字）
日本大多数地方的电压为 100V。请注意外国的电器产品有的不能使用。

□费用的支付方法
・付现金
・自动转账

搬好家后，请和邻居打
招呼。向他们请教垃圾
收集日，附近的医院，
买东西的超市等。

「我叫○○。
」
「请多多关照。
」
（Kondo koshitekita ○○desu.）
（Yoroshiku onegai shimasu.）

●住所变更的手续
□外国人登录的居住地的变更一定要在 14 天以内到市民課去办理。
（☎079-552-5242）
□国民健康保险的住所变更要到医疗保险课去办理。
（☎079-552-7103）
＊到邮局去办理邮局备有的『专居届』卡，这样前住所的邮件都会转送到新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