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7日現在

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疾病、检查、预防对策
如有发烧等症状时，请在去经常就诊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前，务必先打电话说明情况。
如没有经常就诊的医生，请向24小时服务的东京都发烧咨询中心（03-5320-4592）咨询。※下述７

■有关预防措施的咨询
■生活支援的咨询

1

东京都新型冠状病毒电话热线中心
0570-550571
9点～22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韩语、越南语、他加禄语、尼泊尔
语、缅甸语、泰语、法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

2
一般电话咨询
（无症状但有担忧时）
预防、检查、医疗等方面的一般
咨询。

3

曾在流行地区旅行、居住或与患
者接触过时

感染症电话咨询
（当有症状或收到接触确认应用 对有发烧等症状但没有平时固定
软件的通知时）
就诊的医生的人提供咨询

东京都发烧咨询中心
03-5320-4592(24小时，含周六周
日节假日)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韩语、越南语、他加禄语、尼泊尔
语、缅甸语、泰语、法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

当收到新型冠状病毒接触确认应
用软件（COCOA）的“可能接触了 显示在应用软件上的东京都发烧咨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通知时的咨 询中心COCOA的专用号码
询

6

7

厚生劳动省电话咨询窗口
0120-565653
・日语、英语、中文、韩语、葡萄
牙语、西班牙语 9点～21点（含周
六周日节假日）
・泰语 9点～18点（含周六周日节
假日）
・越南语 10点～19点（含周六周日
节假日）

新型冠状病毒就诊窗口
（八王子市健康部保健对策课内）
042-645-5195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4

5

八王子市综合电话热线中心
TEL 042-620-7253
FAX 042-620-7322
8点30分～17点（含周六周日节假
日）

（东京都）医疗机构向导服务
“向日葵”

介绍医疗机构的位置、电话号
码、诊疗科目、诊疗日期和时间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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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5272-0303
传真：03-5285-8080
每天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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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有关疫苗

1

2

有关疫苗接种的咨询

八王子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电
话中心
0120-383-183
9点～17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韩语

有关疫苗的一般咨询

厚生劳动省新冠疫苗电话热线中心
0120-761-770
9点～21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泰
语、越南语

有关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咨询

东京都新冠疫苗不良反应咨询中心
电话：03-6258-5802
传真：03-5388-1396
24小时（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韩语、越南语、他加禄语、尼泊尔
语、缅甸语、泰语、法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

有关新冠疫苗诈骗的咨询

国民生活中心新冠疫苗诈骗咨询电
话
0120-797-188
10点～16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有关疫苗的电话咨询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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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补助金
1

《以餐饮店等为对象》
(东京都）与缩短营业时间相关的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缩短营业
时间及休业要求的餐饮业者等店
预防感染蔓延的合作金
铺支付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６月21日～7月
事業者
11日
申请日期：2021年8月18日～9月
17日
支付金额：
＜中小企业等＞
每店铺52.5万日元～420万日元
＜大企业＞
每店铺上限420万日元
事業者
事業者

《以餐饮店等为对象》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缩短营业
时间及休业要求的餐饮业者等店
铺支付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7月12日～8月
31日
申请日期：2021年9月15日～10月
15日
支付金额：
＜中小企业等＞
每店铺204万日元～1020万日元
＜大企业＞
每店铺上限1020万日元（根据一
天的营业额减少程度计算）
《以餐饮店等为对象》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缩短营业
时间及休业要求的餐饮业者等店
铺支付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9月1日～9月30
日
申请日期：2021年10月14日～11
月15日
支付金额：
＜中小企业等＞
每店铺120万日元～600万日元
＜大企业＞
每店铺上限600万日元（根据一天
的营业额的减少程度计算）
《以餐饮店以外的中小企业等为
对象》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休业等要
求的中小企业、个人业主等支付
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５月12日～５
月31日
申请日期：2021年8月2日～9月30
日
支付金额：2万日元/天/1设施
（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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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紧急事态措施/预防感染蔓
延合作金咨询中心
03-5388-0567
9点～19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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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以大型设施为对象》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休业等要
求的大型设施及承租店铺等支付
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５月12日～５
月31日
申请日期：2021年8月2日～9月30
日
支付金额：
<配合休业等要求的大型设施及承
租店铺>
·大型设施
休业面积每1000平方米20万日元/
天
·承租店铺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天
<配合缩短营业时间要求的大型设
施内的承租商铺>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
天×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以大型设施为对象》
向东京都内的全力配合缩短营业
时间及对部分设施的周六周日休
业要求的大型设施及该设施内根
据承租合同经营着面向普通消费
者事业的事业所（以下简称 "承
租店铺等"） 支付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６月１日～６
月20日
申请日期：2021年9月15日～11月
30日
支付金额：
<大型设施>
休业面积每1000平方米20万日元/
天×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承租店铺>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天
×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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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设施为对象》
向东京都内（桧原村、奥多摩町
除外）的全力配合缩短营业时间
及对部分设施的周六周日休业要
求的大型设施及在该设施内根据
承租合同经营着面向普通消费者
事业的事业所（以下简称 "承租
店铺等"） 支付合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６月21日～7月
11日
申请日期：2021年9月15日～11月
30日
支付金额：
<大型设施>
休业面积每1000平方米20万日元/
天×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承租店铺等>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天
×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以大型设施为对象》
向全力配合缩短营业时间要求的
超过1000㎡的大型设施及在该设
施内的承租店铺等，根据事业规
模以及营业时间缩短比率支付合
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7月12日～8月
31日
申请日期：未定
支付金额：
<大型设施>
休业面积每1000平方米20万日元/
天×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承租店铺等>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天
×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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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信息

《以大型设施为对象》
向全力配合缩短营业时间要求的
超过1000㎡的大型设施及在该设
施内的承租店铺等，根据事业规
模以及营业时间缩短比率支付合
作金
实施期间：2021年9月1日～9月30
日
申请日期：未定
支付金额：
<大型设施>
休业面积每1000平方米20万日元/
天×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承租店铺等>
休业面积每100平方米2万日元/天
×营业时间缩短比率

2

（经济产业省）面向中小企业和 对因自2021年4月起实施的紧急事
个人业主的月度支援金
态措施和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受“餐饮店的休业/缩短营业时间
事業者
"和 “节制外出”的影响，导致
销售额下降50%以上的中小企业和
经济产业省
个人业者支付月度支援金。
电话：0120-211-240
电话（IP电话等）：03-6629-0479
申请日期
8点30分～19点（含周六周日节假
4月和5月：6月16日～8月15日
日）
6月：7月1日～8月31日
7月：8月1日～9月30日
支付金额
中小企业等：每月20万日元
个人业主等：每月1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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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东京都）中小企业等月度支援
补助金
事業者

3

对因2021年4月之后发布的紧急事
态措施，受餐饮店休业/营业时间
缩短或克制外出的影响而导致销
售额下降的东京都内的中小企业
支付东京都中小企业等月度支援
补助金，该补助金是在国家发放
的月度支援金的基础上追加的补
助金，同时放宽所要求的条件、
扩大补助范围。
<4、5、6月部分>
申请日期：7月1日～10月31日
东京中小企业月度支援补助金电话
支付金额（每月上限）
热线中心
<4、5、6月的月销售额下降率在
03-6740-5984
50%以上>
9点 ～ 19点（含周六周日节假
中小企业等（酒类销售行业）：
日）
20万日元
中小企业者（上述以外）：5万日
元
个人业者等（酒类销售行业）：
1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上述以外）：2万5
千日元
＜4月、5月、6月的月销售额下降
率在30%至50%之间>
中小企业（不分行业）：10万日
元
个人业者（不分行业）：5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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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7、8月部分>
申请日期：9月1日～1月14日
支付金额（每月上限）
（酒类销售行业）
销售额下降率在90%以上
中小企业等：6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30万日元
销售额下降率在70%以上且低于
90%
中小企业等：4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20万日元
销售额下降率在50%以上且低于
70%
中小企业等：2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10万日元
销售额下降率在30%以上且低于
50%的情况持续两个月
中小企业等：2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10万日元
销售额下降率在15%以上且低于
30%的情况持续两个月
中小企业等：1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5万日元
其他行业
销售额下降率在50%以上
中小企业等：1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5万
销售额下降率在30%以上且低于
50%的情况持续两个月
中小企业等：15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7万5千日元
不分行业
销售额下降率在30%以上且低于
50%
中小企业等：10万日元
个人业者等：5万日元

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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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事業者

4

针对由于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导致无法从事劳动的加
入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者(有工
资收入的被保险者)支付伤病补
贴。
（厚生劳动省）国民健康保险伤
申请时需要事先咨询，请向保险
病补贴
年金课给付担当咨询。
支援期间：截止2021年6月30日因
疗养原因不能从事劳动的期间。
個人
注意，如需继续住院，上限为1年
零6个月。

八王子市医疗保险部保险年金课给
付担当
042-620-7235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八王子市福祉部生活自立支援课
自立担当
042-620-7408
9点～16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5

本制度对收入因停业和失业等减
少而无法支付房租的人（有收
入、资产要求），以参加求职活
动为条件，提供原则上为期3个月
（厚生劳动省）住房保障补助金
厚生劳动省住房保障给付金咨询电
的房租（有上限）。
個人
话热线中心
個人
申请期限：2021年9月30日
0120-23-5572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事業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应停工支援
金・补贴金电话热线中心
0120-221-276
8点30分～20点（周一至周五）
8点30分～17点15分（周六周日节
假日）

6

（厚生劳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针对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及其
预防扩大措施的影响而停工并在
染症对应停工支援金・补贴金
停工期间没有领到工资（停工补
個人
贴）的中小企业的职工，将支付
支援金和补助金

7

八王子市医疗保险部
大横保健福祉中心
电话：042-625-9128
传真：042-627-5887
东浅川保健福祉中心
对象：正在抚养符合以下所有要
电话：042-667-1331
求的儿童的家庭
八王子市婴儿家庭补助金支付项
传真：042-667-7829
・在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
目
南大泽保健福祉中心
出生
电话：042-679-2205
個人
・从出生之日起至2021年6月1日，
传真：042-679-2214
一直为八王子市住民
8点30分～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补助内容：每位儿童可获价值10
万日元的预付卡
（东浅川保健福祉中心每月第二个
申请期限：2021年9月30日
周一休馆）
向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影响
带着各种担忧正在生儿育儿的家
庭提供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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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为支持和鼓励在新冠疫情下生儿
育儿的家庭，提供价值10万日元
的育儿用品、育儿支援服务等

8

东京都生育支援项目
個人

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生活困窘者自立支援金

对象：符合以下要求之一的家庭
・有在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
间出生的儿童，儿童的出生日和
2021年4月1日在东京都内有住民
票的家庭
・有在2021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
31日期间出生的儿童，儿童的出
生日在东京都内有住民票的家庭

联系信息
东京都生育支援项目咨询中心
0120-922-283
9点～18点 (年末年初假期除外)
八王子市医疗保险部
大横保健福祉中心
电话：042-625-9128
东浅川保健福祉中心
电话：042-667-1331
南大泽保健福祉中心
电话：042-679-2205
8点30分～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对不能利用社会福利协议会的综
合支援资金再贷款制度，正在找
工作或正在申请生活保护的家庭
提供支援金（最长3个月）
※已接受生活保护的人除外

八王子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生活
困窘者自立支援电话热线
电话:042-620-7283
传真:042-627-5956
８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申请日期：2021年7月1日-11月30 周五）
日

贷款
八王子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042-620-7496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事前预约制】

1

紧急小额资金（特例贷款）

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
响，由于停业等因造成收入减
少，提供紧急且暂时维持生活的
贷款。
贷款额度20万日元以内（整笔交
付）。

中央劳动金库
0120-22-5755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可以在东京都社会福祉协议会的
网站上确认制度的详细内容，并下
载申请表。
〈关于内容的问询〉
厚生劳动省个人紧急小额资金、综
合支援资金咨询电话热线中心
0120-46-1999
9点～21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2

综合支援资金（特例贷款）

向遭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
响，生活由于收入减少和失业等
因陷入穷困，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的家庭提供贷款。
两人以上家庭：每月额度20万日
元以内。
单身家庭：每月额度15万日元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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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子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042-620-7496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事前予約制】
〈关于内容的问询〉
厚生劳动省个人紧急小额资金、综
合支援资金咨询电话热线中心
0120-46-1999
9点～21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2021年9月27日現在

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支付、延付

市税的延付

罹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或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相关而受重大
损失等情况时的延付税金。

八王子市税务部纳税课
042-620-7224
8点30分～17点15分（周一至周
五）
8点30分～17点（周日）

国民年金保险费的免除、延付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收
入由于收入来源业务的丧失和营
业额的减少等因而有相当程度减
低，无法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
者，请使用保险费的免除、延付
制度及学生缴纳特例制度等临时
特例手续。

八王子市医疗保险部
保险年金课国民年金担当
042-620-7238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减免看护保险费

收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
影响减少时，看护保险费可视情
况减免。有关详细信息，请向业
务承办人咨询。

八王子市福祉部看护保险课保费担
当
042-620-7415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延迟支付公共污水处理使用费

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
响，暂时无法支付污水处理使用
费的污水处理使用者为对象，允
许延迟支付（自申报日起最长可
延付4个月）。

东京都自来水局多摩电话热线中心
0570-091-101
或042-548-5110
8点30分～20点（周日节假日除
外）

5

延迟支付净化槽使用费

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影
响，暂时无法支付净化槽使用费
的净化槽使用者为对象，允许延
迟支付（自申报日起最长可延付4
个月）。

八王子市水循环部污水处理课
042-620-7290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6

入住居民的收入由于新型冠状病
延付或减免市营住宅房租（使用
毒感染症的扩大而减少时，可延
费）
付或减免房租（使用费）。

八王子市街道整备部住宅政策课
042-620-7385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7

（东京都住宅供给公司）关于支
若有暂时难以支付房租等情况，
付本公司租赁住宅房租等特别措
可延长房租等的支付期限。
施

JKK东京电话热线中心
0570-03-0031
9点～18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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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7日現在

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8

9

延付道路占用费

支援内容
由于新冠状病毒感染症的扩大的
影响，如若在支付道路等占用费
支付上有困难，可延付占用费
（最长4个月）。

联系信息
八王子市道路交通部管理课
道路管理担当
042-620-7274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东京都自来水局多摩电话热线中心
0570-091-101
或042-548-5110
8点30分～20点（周日节假日除
外）

自来水费

10 电费

东京电力Energy Partner
■电力自由化前的费率使用者
0120-993-052
9点～17点（周日节假除外）
■自由化后的新费率使用者
0120-995-113
9点～17点（周日节假日除外）

11 瓦斯费

东京瓦斯电话热线中心
0570-002211
03-3344-9100（IP电话、从国外拨
打时）
■周一～周六 9点～19点
■周日、节假日 9点～17点

生活支援咨询

1

2

3

4

5

消费生活咨询

有关商品和服务的合同纠纷等消
费生活咨询。

心理健康咨询

保健师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每天都很担心，晚上无法入睡
等)

生活穷困者咨询

生活保护咨询

单亲家庭咨询服务

向生活困窘者提供咨询支援。
（就业咨询和家计咨询）

八王子市市民部消费生活中心
042-631-5455
9点～16点30分（周日节假日、跨
年假期除外）

八王子市健康部保健对策课
042-645-5196
9点～16点30分（只限周一至周
五）
八王子市福祉部生活自立支援课
自立担当
042-620-7462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生活保护申请相关咨询窗口。

八王子市福祉部生活自立支援课
咨询担当
042-620-7443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向单亲家庭提供一般咨询

八王子市儿童家庭部育儿支援课
母子・父子自立支援担当
042-620-7362
8点30分～17点（只限周一至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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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中小事业业者支援、咨询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各项细节和链接，亦刊载于八王子市网页 ▶
▶八王市网页（内部链结）

1

2

3

针对营业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安全网４号、５号担保及危机相
染症而减少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关保证
支援措施。

（东京都）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 中小企业业者经营和融资相关支
中小企业单位等特别咨询窗口
援特别咨询服务。

（经济产业省）新型冠状病毒相 以受到或可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
关中小企业、小规模事业业者支 流行影响的中小企业、小规模事
援咨询窗口
业业者为对象的咨询窗口。

八王子市产业振兴部产业政策课
042-620-7252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东京都中小企业业者等特別咨询服
务窗口
■融资相关咨询
03-5320-4877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经营相关咨询
03-3251-7881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八王子分行 国
民生活事业
042-646-7711
商工中金 八王子分行
042-646-3131

八王子商工会议所

八王子市内的中小事业业者皆可
咨询经营等事业问题。

八王子商工会议所
042-623-6311
9点～17点30分（只限周一至周
五）

5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基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的
中小企业等咨询窗口。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03-3582-5651
9点～12点/13点～17点（只限周一
至周五）

6

为受到或可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
（观光厅）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特
影响的住宿业者提供特别咨询窗
别咨询窗口
口。

国土交通省观光厅 关东运输局观
光部观光企画课
电话：045-211-1255
传真：045-211-7270

4

7

为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被
迫缩小事业活动范围，但为了维
（厚生劳动省）雇用调整扶助金 持员工雇佣，根据劳务协定实施
雇佣调整（休业）的事业主提供
咨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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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生劳动省电话热线中心
0120-60-3999
9点～21点（含周六周日节假日）
八王子 HELLO WORK 职业介绍所
042-648-8609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2021年9月27日現在

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8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影响的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融资、还
中小企业、小规模业者和农林业
款等相关咨询
者的融资和还款相关咨询窗口。

9

（东京信用保证协会）经营咨询

10

联系信息
事业资金咨询专线
0120-154-505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 新创业者、个人企业．小规模
事业业者为周一至周五9点～19点
为止

中小企业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经营
咨询窗口。

东京信用保证协会（八王子分行）
042-646-2511
9点～18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中小企业厅）小规模事业业者 针对小规模事业业者进行市场开
持续化补助金
发等努力之补助金。

日本商工会议所 小规模业者持续
化补助金办公室
03-6747-4602
9点30分～12点，13点～17点30分
（周六日节假日、跨年假期除外）

个人事业、劳工咨询

1

为包括自由业者在内的个人业者
（东京都）针对包括自由业者在
提供有关融资和经营的特别咨询
内之个人业者的特别咨询窗口
窗口。

东京都产业劳动局金融部金融课
■融资相关咨询
03-5320-4877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经营相关咨询
03-3251-7881
9点～16点30分(只限周一至周五）

2

（东京劳动局）综合劳动咨询角 劳动基准法相关事宜。

八王子劳动基准监督署
042-680-8081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东京都）新型冠状病毒紧急劳 休假和停业处理事宜、职场骚扰
动咨询专线
等咨询专线。

东京都劳动110
0570-00-6110
※请指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咨
询”。
■一～五 9点～20点
■六
9点～17点

3

远程办公
1

（东京都）东京远程办公促进中
远程办公实施咨询。
心

东京远程办公促进中心
03-3868-0708
9点～17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学校
1

2

学校相关事宜

教育活动相关事宜。

八王子市学校教育部教育指导课
042-620-7412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有关学校给食（供食）事宜

学校供食食材供应商咨询窗口
（学校供食停止期间营业额下降
的咨询）

八王子市学校教育部学校供食课
042-620-7331
8時30分～17時15分(周一至周五の
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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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的各种支援·咨询窗口一览表

支援案名等

支援内容

联系信息

保育园、学童保育所

保育园相关事宜

作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措
施的保育设施入所时的育儿休假
的处理事宜。

八王子市儿童家庭部保育幼稚园课
042-620-7369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学童保育所相关事宜

作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措
施的学童保育所入所时的育儿休
假的处理事宜。

八王子市儿童家庭部青少年青年课
042-620-7246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周五）

1

面向外国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关 针对外国人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生活咨询
感染症不安和生活影响的多方面
咨询。

东京都多语种咨询导航
03-6258-1227
10点～16点（只限周一至周五）
【可用语言】易懂日语、英语、中
文、韓语、越南语、尼泊尔语、他
加禄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

2

外国人居留综合信息中心
0570-013904（IP电话和PHS请拨
■支援特定产业领域的再就业。
03-5796-7112）
有关对技术实习生提供的雇用维 ■赋与居留资格“特定活动（可
8点30分～17点15分（只限周一至
持支援
就业）（最长1年）”，支援对于
周五）
外国人在日本的雇用维持。
【可用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韓语、西班牙语

1

2

外国人支援、咨询

发放布质口罩

1

厚生劳动省
布质口罩全面发放相关电话咨询窗
有关2020年4月起由国家向全国所
口
（厚生劳动省）布质口罩的发放 有家庭发放的2个布质口罩的事
0120-829-178
项。
9点～18点（含周六、日、节假
日）

其他

1

（内阁府）家暴咨询

由于担心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
大的节制外出、停业等情况下，
家暴将有所增加或恶化，故紧急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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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咨询＋
0120−279−889
24小时服务
【服务语言】日语、英语、中文、
韓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
禄语、泰语、越南语、印尼语、尼
泊尔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