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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生活与居住

Ⅲ-1 找房子
1.申请府营住宅

府营住宅一年数次进行公开募集，每次募集都会制作募集用的宣传册，在府内各市町村区役所、

各府民咨询中心信息广场、各指定管理者事务所、大阪府厅等处散发。经过抽签后满足入住资格者可

以入住。如能够满足下列条件，外国人也可以申请。

1 符合收入标准

2 现在住房困难

3 申请人在大阪府内居住或工作（预定有工作）

4 进行了居民登记

大阪府住宅经营室

URL http://www.pref.osaka.lg.jp/s_jutakukeiei/

2.其他的公营住宅

市营住宅 由大阪市提供的面向收入低于一定水准的家庭住宅

大阪府特定公共出租

住宅

由大阪府直接提供，面向中坚收入者的出租住宅

URL

http://www.pref.osaka.lg.jp/jutaku_kikaku/boshujigyo/index.html

大阪府公社出租住宅
由大阪府住宅供给公社管理，面向中坚收入者的出租住宅

TEL:06－6203－5454

ＵＲ住宅
由 UR都市机构建设管理，面向中坚收入者的出租住宅

TEL:06－6968－1717

3.寻找民营的出租住宅
寻找民营的出租住宅时要明确房租、押金、地域、房子大小等条件。然后可以请该区域的房地产

公司（介绍出租房或公寓的店铺）为你介绍出租住宅。在提自己的要求的同时，了解大体的行情也是

很重要的。也可以通过住宅信息杂志等查找。同时，也可以参考面向在日外国人的招工、不动产情报

等所提供的外语情报网站上登载的广告。

决定了要租的房子后要在房地产公司的事务所签订租借合同（租房等时的合同）。租借合同中会

有关于房租、公共负担费用、押金、退房时的注意事项、可否饲养宠物及其他的规定的记述。因此，

应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签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同意）。事先搞清楚退房时通知（告知房地产公

司）的时机、从押金中要扣除的金额等详细内容，以免发生纠纷。

也有为寻找民间出租住宅提供有用信息的“Osaka 安心住宅推进协议会”。

URL http://www.osaka-anshin.com/

○签约时需要的资金

房租 每月一付，前一月要支付下一月的租金。因此，最初要支付两个月的租金。

管理费（集体

住宅的情况）
住户公摊场所的管理、清扫等所需的费用，每月都需要支付。

押金

租房的人在签约时作为支付房租的保证金，存放在房主（房子的所有者）处的钱。

在关西，押金是房租的１～３倍，用来进行房子的补修等。大多情况下，退房时

会被扣除３０％到一半。

礼金 签约时支付给房东的谢礼,退房时不会返回。

中介费 支付给房地产公司的手续费。

http://www.osaka-anshin.com/


- 15 -

Ⅲ-2 搬家与回国

1.前住址的手续
如果是出租房，要结算水费、煤气费、电费。搬家前要给上述各营业所打电话，告知搬家事宜，

请他们来进行结算。家里安装固定电话时也是同样，要通知电话公司搬家事宜，并告知新住址（拨打
１１６）。同时，如果去邮局提交搬家报告，搬家后一年之内的邮件就会免费转送到新住址。

另外，如果搬迁地不是现在所居住的市区町村时，要在原来的市区町村役所提出“转出报告”，
会得到“转出证明书”。还要向国民健康保险的主管人员提出“资格丧失报告”，并返还保险证。

2.搬到新住址后
首先要通知煤气公司和电力公司。煤气公司会派人来打开管道，请家中留人在场。关于用电，一

般来说只要合上电闸立即就能够使用，但开始使用后请尽早和电力公司联系。关于用水，根据出租住
房有不同的规定，请询问房主。

同时，搬家后应在１４天之内去新住址所在的市区町村役所办理住址转入变更手续。如果你加入
了国民健康保险，办理完住址转入手续后，请在新住址所在地办理加入手续。

如持有驾驶执照，请去警察署办理住址变更手续。

3.回国时
①进行有关所租房的各项结算。请务必完成煤气费、电费、水费以及国内、国际电话费的结算。
②如果在年度的中途回国的话，也需要税金的结算。住民税应去市区町村役所全额支付当年度税金。

地方税是以上年度收入为基准算出的，因此，即使此年不在日本，也须全额支付当年的税金。
③关于所得税，回国前确定纳税管理人并上报税务署，到了税务申报时就可得到所得税的返还。同

时进行暂行税务申报，应结清所得税未缴纳部分。
④请在市区町村的役所办理海外住址转出手续。
⑤国民健康保险应在回国前去市区町村的役所结算保险费，并办理退出手续。
⑥如加入了年金，回国后可以申请脱离补助费。请去年金事务所或工作单位领取申请表。
⑦在出境时请把在留卡交还给入国审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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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用水

在日本，包括大阪在内自来水可直接饮用。在搬入处使用水管道需要提出申请。

1.申请
家门上挂着使用开始卡，请将上面的“使用者号码”打电话告诉水道部（局）。得到通知后，工作

人员会去开栓。联系后到使用开始最长需要４天，因此请尽早申请。也有些高级公寓或出租住房由管
理委员会或房东负责水管道的管理及办理手续。

2.费用
水费是由基本使用费与由用水量算出的费用两项构成的。水费单通常是将两个月的水费加在一起，

两个月邮寄一次。支付可以账户自动转帐，去金融机构汇款，有些市町村还可以去便利店支付。要注
意，拖欠水费有可能会被停止供水。
下水道齐备的地区，下水道使用费也会与水费一起征收。集体住宅一般由管理委员会或房东计算各

户的使用量收取水费。

3.冬季注意事项
冬季极冷的日子，水管道会被冻裂，需要采取夜间少量放水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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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4 用电

1.日本的电
日本的电压是１００伏特，电压稳定。有频率为５０赫兹的地区（东日本）和６０赫兹的地区（西

日本），大阪是６０赫兹。，请注意，外国产的电器用品因频率不同有可能性能降低，或不能使用，或
发生故障。

2.申请
一般新住址申请供电时，请在合上总电闸后打电话给最近的关西电力公司营业所的客户中心。总电

闸一般在玄关或厨房周围墙壁上的分电盘（为了安全用电，将必备的漏电闸与安全闸汇集在一起的箱
子）里。玄关或分电盘处有关西电力的联系表，请打联系表上的电话或用带有联系表的明信片进行申
请。

3.支付
以查表的结果为准，每月都会收到电费单，请前往关西电力的营业所、金融机构、便利店等进行支

付。也可预先指定银行账户转帐。

4.电·煤气的使用量通知单

※如果登录了电子邮件地址，也可以利用通过邮件确认请求金额和使用费。

协力:关西电力公司（株）

燃料费调整额（外汇牌价和燃料费

用一定程度以上变动时的调整额)

电费(根据本月的使用量

算出的参考金额)

用户号码(用户的签约号码。

咨询时使用)

本月部分

上个月的电费

用户的签约种类

转帐月日(银行转帐日)

收到金额(银行转帐的用户是

上个月的收到的金额)

本月的使用量

早收期限日（超过这天付款的

话,下个月要加算迟交费)

下回查表日

联络处电话号码

电量使用通知。查电表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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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 煤气

1.煤气的种类
煤气有通过管道输送到家的都市天然气和各家庭置放液化气罐使用的液化石油气。不同的煤气使用

的器具也不同。使用不符合煤气种类的煤气用具是很危险的。请向房东或煤气公司确认煤气的种类。

⑴都市天然气
都市天然气的仪表设置于居室的外面。仪表上写有新签约时的联系方式，开始使用煤气时请打电

话联系。打电话时，对方会询问你的住址、姓名、使用开始日期、上门时间等。
联系后，工作人员会去开栓，家中请留人。

⑵液化石油气
在供应液化石油气的区域，与都市天然气一样，煤气表上会挂着写有联系方式的牌子。开始使用

煤气时请联系该地址。液化石油气的煤气罐由燃料店搬运。请注意，不要直接使用都市天然气的煤
气用具。

2.煤气泄漏
煤气是有气味的。发生泄漏时会产生异味。如果怀疑发生煤气泄漏，请立即关上总开关，并联系煤

气公司。

都市天然气的煤气泄漏时（大阪煤气公司 煤气泄漏报警专用电话号码，只对应日语）
大阪市内 ０１２０－０－１９４２４
大阪府南部 ０１２０－３－１９４２４
大阪府东北部 ０１２１－５－１９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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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气使用量通知・收据单

（用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时）

协力:大阪煤气公司（株）

你的名字
煤气费用银行账户转账完成收据单

银行账户转账日

付款金额

咨询电话

使用号码
煤气使用量的通知

使用期间和使用量①

收据金额

基本费用

使用量①×单价②

根据使用量适用的

该月单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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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6 垃圾

1.扔垃圾的方法
以垃圾的减量化及再利用为目的，实施分类收集。

垃圾的分类
・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
・旧报纸、旧杂志、空罐、饮料瓶

不遵守扔垃圾的制度与规矩，有可能与周围的居民发生矛盾。

禁止以下行为
1 在规定的日期以外扔垃圾
2 在指定的场所以外扔垃圾
3 所扔的垃圾未经过分类

垃圾分类的种类及规则各市町村有所不同，请向役所或邻居询问。有的役所可以用外语进行垃圾规
则的说明。

２．其他垃圾的丢弃方法
⑴电池·饮料瓶等
电池中含有有害物质，进行无害处理需要技术，因此原则上应送回到店铺里的回收箱。将啤酒瓶、饮
料瓶退还到购买店时，有时会得到退瓶费，请向店方确认。

⑵容器包装塑料
将包装商品的塑料容器、包装等汇集起来，在指定的日子扔出去。

⑶大型垃圾
不用了的家具、家电制品（但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参照下面）作为大型垃圾，于指定日被回
收，或自己申请请人上门回收。有的市町村是收费的。

⑷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衣物烘干机
一般家庭要处理掉空调、电视、冰箱、洗衣机、衣物烘干机时，应与购买该产品（或要买同类产品）
的电器店联系，支付规定的费用，请店方回收。回收的家电由生产厂方进行再利用。市役所、町村役
场不回收。

（参考）家电回收法
URL http://www.meti.go.jp/policy/it_policy/kaden_recycle/

http://www.meti.go.jp/policy/it_policy/kaden_r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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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7 日常生活

1.生活礼节

与日本人交往
在日本的生活中首先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礼节与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学习掌握吧！

・要遵守与别人约定的时间。在来不及或不能赴约时，一定要联系对方。
・日本人打招呼的时候要弯腰低头。
・关系不是很亲密的情况下，询问过于深入的问题（职业、收入、家庭情况等）是很不礼貌的。
・在拜托别人办事时，再三地叮嘱、自我主张过强等会让对方感到不快。

邻里间交往
⑴打招呼
与左邻右舍的人打招呼是很重要的。平常打招呼可以成为日后顺利交往的契机。同时，互相打招呼

对防止犯罪发生也是很有效果的。

⑵噪音
在都市里，有对生活噪音特别敏感的人。同时，对于小孩子发出的声响并不是很宽容。公寓等集体

住宅要特别小心。一般来说晚上１０点后尽量不要发出付近邻居可以听到的声音。另外，也有人夜里
工作，白天是珍贵的睡眠时间。
对自己来说不算噪音，但由于建筑物的构造关系，传到隔壁的人家时有时会听得很清楚。尤其要注

意夜里使用吸尘器、洗衣服、人员进进出出、开关门等。
当你因噪音而困扰的时候，若是集体住宅可以与签订入住合同的房地产公司、除此以外的人可以与

自治会的役员商量。

⑶自治会（町内会）
区域内有谋求邻里间的和睦相处，自主地进行扫除、防范等活动的地方团体——自治会。自治会会

经常组织各种联欢活动及公共场所的清扫活动。
是否参加自治会完全是自愿的，但区域行政信息等往往可以通过自治会到手，加入自治会会为你

提供很多方便。同时，认识左邻右舍的人也有利于防止周围发生犯罪，所以请尽量参加自治会。

⑷回览板(传阅板)
加入自治会之后,会传来“回览板”。回览板多数是采取把役所传来的有关信息等装订在文件夹上

的形式。由邻居传到你家，阅读之后,盖章或签名,然后再传给下一户家庭。下一户应该传到谁家,最
好是在接受回览板的时候问清楚。

⑸扫除
各町内或小区内要在规定的日子对自家周围的道路、附近的公园进行清扫。当天，各家庭要出一人

以上打扫卫生或除草。作为与平常因工作等原因很少见面的人以及与左邻右舍的人进行友好交流的机
会，请务必参加扫除。

2.消费生活

最近，除了去实体店，也可以简单地通过网络购买商品、享受服务和签约。作为消费者，会涉及到
手机、网络签约、贷款买车、购房签约等事情。由于自己国家和日本的商业消费习惯不同，加上语言
障碍，在购买商品、签约时难免遇到麻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咨询附近的消费生活中心或前去
咨询。消费生活中心对来自消费者的有关商品和售后服务等消费生活问题的咨询等等，实施免费对应。
URL http://www.kokusen.go.jp/map/ncac_map27.html

http://www.kokusen.go.jp/map/ncac_map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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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8 生活有困难时

为了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定有以下制度。详情请向市区町役所负责福祉的窗口咨询。（附录Ⅸ-1）
⑴民生、儿童委员

接受来自生活发生困难的人、独居老人、卧床不起的老人、单亲家庭、有残疾的人等的咨询，实
施必要的援助以外，协助福祉事务所及有关行政机构的工作。同时对有关儿童的问题也提供咨询、
提议等活动。

⑵生活保护
靠自己可使用的资产（财产）及自己的能力、即使适用其他的制度政策、或即使接受亲人的援助，

生活仍有困难的时候，请前往居住地的福祉事务所保健课进行咨询。根据困难程度会进行相应的保
护措施。

⑶生活资金贷款

对于生活贫困的家庭，有生活福祉资金及紧急援助资金等贷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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