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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使用方法

本手册面向

首次在日本的酒店、旅馆等住宿业工作的外国人士。

大家从外国远道而来，需要时间

来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以及新的职场。

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了解的事情，也可能会遭遇失败。

也许还会因许多事情难以适应而感到不安。

为了尽量减轻大家的不安，我们制作了这份手册。

我们在本手册中整理了即将或刚刚在日本的住宿业工作的人

需要注意或牢记的相关事项。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

本手册结合插图形式，进行通俗易懂的说明。

若对于本手册的相关内容有疑问与不解之处，

请尝试着向周围的人询问。

本手册除日语版外，另有英语、汉语、越南语、缅甸语版本。

将日语版与母语版本对照阅读，还可以促进日语学习。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能够在日本的酒店、旅馆等职场

安心工作，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2020 年 3 月

观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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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技能 1 号”之概要

Ⅰ．在日本生活

在留资格1

●在留卡样本

来源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HP（http://www.immi-moj.go.jp/tetuduki/zairyukanri/whatzairyu.html）

■ 居留期

每满 1 年、6 个月或者 4 个月更新，总计

上限为 5 年

■ 技能水平与日语能力水平

通过考试等来确认（结束“技能实习 2 号”

并取得良好成绩的外国人者可以免试）

技能考试必须通过住宿业技能考试中心举

办的日语笔试和实用技术考试

日语考试必须通过“日语能力考试”N4

等级或“日语基础考试”

■ 家人陪同

基本上不允许。

■ 属于接纳机构或者登记支援机构的

    支援对象

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与工作，必须取得在留资格。

从事住宿业方面的工作，必须取得“特定技能 1

号”、“技能实习”或“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等在留资格。在留资格不同，居留期以及准许进

行的活动内容也不同，所以请事先确认。

在留卡会在您获得新的入境许可、在留期间更

新许可或者在留资格变更许可等情况下交付给您。

如果您希望延长在日本的居留期限，必须于在

留许可有效期内申请“在留期间更新许可”。部分

文件需由工作单位等出具，请尽早咨询，切勿拖延。

另外，倘若未获许可而居留，可能会成为驱逐出

境的对象，请务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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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租房2

地区的差异，押金与礼金的金额也多有不同。一

般来说，押金与礼金分别相当于 1 ～ 2 个月房

租的情况较多。

承租人因故意或过失、违反善管义务以及其他

超出正常使用范围的行为导致住宅损耗时，须承

担将住宅修复回原状的义务（即所谓原状恢复义

务）。原状恢复费用由承租人负担，敬请注意。

在日本租房，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有连带保

证人或者使用保证公司。倘若承租人不支付房租，

或者损坏房屋却又无法赔偿，将由连带保证人或

保证公司代为支付房租与赔偿费用。因为不一定

能马上找到连带保证人或者保证公司，加上有一

部分用人单位会代为租房，所以找房子前可以先

向工作单位咨询。

在日本租房，很多情况下需要交付押金和礼金

作为先期费用。交付给房东的押金带有保证金的

性质。若未出现拖欠租金或损坏相关设备的情况，

原则上可以在退租时全额拿回押金。但是，租赁

合约中如果写明了退租时的清扫费用等会从押金

中扣除，那么退还的押金会少于交付的金额。因

此，请仔细确认合约内容。另一方面，礼金算作

对于房东的馈赠，退租时不会返还。出于房源与

房东 承租人

押金

礼金

交付给房东，含保证金性质。

若无问题，

原则上在退租时全额返还。

作为馈赠交付给房东。

退租时不会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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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政府或者法人单位

·属于特定行业且 1 年以上雇用人数为 5 人

　以上的个人事业所

※ 一定业种指 ：制造业、土木建筑业、矿业、电气瓦斯

事业、运输业、清扫业、物品销售业、金融保险业、

保管租赁业、中介代理业、收费指引广告业、教育研

究调查业、医疗保险业、通信报道业等

国家、地方政府

或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5人以上

强制适用

强制适用 任意适用

任意适用

从业人员

不足5人

非特定行业的

个人事务所

特定行业的

个人事务所

Ⅰ．在日本生活

登记手续3

具有加入社会保险义务的

法人或行政机关等（强制适用事业所） 

●住民登记

持有或者预定获发在留卡的外国人士，须在决

定日本居所之日起 14 天内前往居住地的市区町

村政府申报自己的住所。申报时需要出示在留卡

（事后交付者则为护照），请务必一并携带。

未在 14 天以内申告者，若无正当理由，可能

会被处以罚款或者取消在留资格，因此，请尽早

办理相关手续。

●社会保险

在日本，满足一定条件的法人或行政机关等具

有加入健康保险与厚生年金保险的义务。在此类

法人或行政机关等工作的外国人也必须加入这些

社会保险，因此入职时会进行相关手续。保险费

由雇主和劳动者各负担一半。劳动者负担的部分

通常从薪水中扣除。

倘若您在无加入社会保险义务的相关单位工

作，则须加入国民年金保险（仅限 20 周岁以上

59 周岁以下人士）与国民健康保险。加入国民

年金保险与国民健康保险的手续可于居住地市区

町村政府的相关窗口进行，可以在进行住民登记

之后一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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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开设银行账户4

开设银行账户时，宜选择住所附近设有店铺或

ATM 的银行。由于有时工作单位也会指定使用

特定的银行，请尽早确认。

日本的银行店铺基本上只在工作日开放，请在

工作日前往开设银行账户。开设银行账户时，需

要在留卡等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证明文件，请一

并携带，切勿遗漏。有一些银行会要求出示印章

或工作证等。如果没有工作证，可通过向工作单

位要求出具在职证明，或者由同单位员工陪同办

理等方法来处理。虽然部分银行支持通过邮寄、

电脑以及手机 APP 办理开户手续，但这些方式通

常会比在店铺开户时需要更多的文件。请根据您

自身的情况选择相应的开户方式。

即便在银行店铺办理手续，银行卡大多无法当

天拿到。银行会在日后将银行卡寄往您的住所。

因此，请先确认银行卡送达的时间。

买卖或者让他人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

都属于犯罪行为，请勿参与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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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只需其中任意一个即可。

※ 虽然部分情况允许事后支付必要费用，但为了以防

    万一，请携带足够费用前往。

Ⅰ．在日本生活

办理手机业务5

1

2

3

4

5

日本的手机服务含后付费式及预付费式 2 种，

后付费式为主流。一部分购自本国的智能手机在

日本也可以正常使用，请事先向手机运营商确认。

如果未持有可在日本使用的手机，可打包签约手

机与 SIM 卡，保险起见请携带手机购置费用一并

前往。

在日本，手机套餐种类繁多。如有必要，您可

以咨询手机店工作人员或者单位同事，以便选择

适合自己的套餐。

出于防止犯罪的需要，禁止未经申告

手机运营商就将手机（含 SIM 卡）转

让他人，敬请注意。

在留卡

银行卡

开设存折及银行账户时

用到的印章

信用卡

必要的费用（签约事务手续费、　　

智能手机购置费用等）

再确认一遍

办理手机业务时需要的物品

42

来源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HP（http://www.immi-moj.go.jp/tetuduki/zairyukanri/whatzair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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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资源与垃圾分类6

在日本，出于保护环境与有效利用资源等目的，

要求人们妥善区分资源与垃圾再行丢弃。一般而

言，丢弃资源与垃圾须在一周内的指定日期与时

间段内，于指定地点进行。不同的市区町村对于

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方法以及丢弃方式的规定也不

尽相同。例如，部分市区町村规定垃圾必须置于

付费垃圾袋内才可丢弃，未使用指定垃圾袋的垃

圾将不会被回收。

可燃垃圾

·出自厨房的厨余

·纸类

·皮包、皮鞋及皮带等皮革制品

·玻璃制品

·陶瓷制品

·手机、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等小型家电

·锅子、平底煎锅、菜刀等金属制品

·瓶子

·易拉罐

·宝特瓶

·塑料制容器包装

·桌子、椅子、床等家具类

·自行车

资源垃圾

不可燃垃圾

大型垃圾

●家庭垃圾的分类方法（例）

不遵守垃圾分类及丢弃的相关规定容易导致与

周围住户发生摩擦，请事先透过居住地市区町村

政府的相关窗口或主页等确认相关规定。另外，

通常情况下工作单位的垃圾与家庭垃圾的处理规

定并不相同，敬请注意。

·瓦楞纸

·旧衣物

·旧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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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医院就诊7

日本的医院在周末大多不开门，最好平时就了

解清楚居所及单位附近医院的门诊时间。部分医

院可在深夜与周末接受紧急病患，因此建议先做

好事前确认。

一般来说，前往医院时携带健康保险证与看病

费用即可，但也有需要介绍信的医院，出发前请

确认好需要哪些物品。另外倘若没有健康保险证，

须自己承担 100% 的看病费用。所以请务必妥善

保管健康保险证。

就诊时医生会详细询问病情，如果您对自己的

日语没有自信，请利用翻译应用软件或者拜托日

本人同事等一起前往医院。

什么是介绍信

介绍信上列有患者的名字、年龄、性别及

病情等。医生将患者介绍给其他医院时会开

具介绍信。

自 2006 年起，除去某些情况以外，拥有

500 张以上的病床的医院会对未持有介绍信

的患者收取额外费用。

●看病的常见流程

1 1 1

2 2 2

3 3

●出发去医院之前　　　　　 ●离开医院之后　　　　　●抵达医院之后　　　

确认医院的挂号时间　

确认是否需要预约

备好健康保险证与看病费用

将健康保险证交给医院工作人员

将症状填写在问诊单上

看病后支付费用

向药店出示处方与健康保险证

拿到药品之后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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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海外汇款8

若有意汇款至海外，除了开设银行账户，还需

另外申请使用海外汇款服务。银行不同，可汇款

的国家与币种、汇款方法与手续费等也会有所不

同。另外，海外汇款的方式有银行柜台、ATM、

网络及手机 APP 等。

●常见的海外汇款流程

（使用网络或手机 APP 时）

申请使用海外汇款服务

输入收款人的信息

将钱款存入汇款用的账户

汇款请求

实施汇款

收款人信息：收取钱款者的姓名、住址、银行名、

分行名、账户号码等

（输入币种、金额、汇款目的等）

1

2

3

4

5

为了防止犯罪，请勿使用自己的账户

代替他人向海外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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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日本生活

防灾9

日本是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国。请在

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以便能够在灾害发生时保

护生命安全。

●储备防灾物品

由于灾害发生时可能无法获取水与食物等物

资，因此请储备好 3 天以上的水与食物。

●固定家具

家具倒塌可能会导致受伤或者无法逃到房屋

外，因此请使用防倒塌用品等固定家具。另外，

卧室中请尽量不要放置坐高较高的家具。

●确认避难场所与避难路线

请预先确认住所与工作单位附近的避难场所。

此外，确认发生灾害时逃往安全地点的路径也很重

要。请设想避难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掌握 2 ～ 

3 条避难路线。

●确认获取信息的方法

不少市区町村会在发生灾害时用外语提供相

关信息，因此事先了解获取相关信息的方法非常

重要。

●参加防灾训练

请在平时积极参加防灾训练，以便紧急情况下

不致慌乱。

●灾害时最好备有的物品（例）

·便携式收音机

·手电筒

·干电池

·安全帽

·手套

·瓦斯炉、瓦斯瓶

·防寒防水用布

·应急厕所用品

·伞

·生理期用品（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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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晚上

客人到访

怀着对客人的感谢之情

下班时对同事说

Ohayo gozaimasu
（早上好）

Konnichiwa
（你好）

Konbanwa
（晚上好）
Oyasumi nasai

（晚安）

Irasshaimase
（欢迎光临）

Arigato gozaimashita
（谢谢）

Otsukaresama deshita
（您辛苦了）

问候1

●问候例

●敬语例

Taberu（吃）

Iku（去）

Miru（看）

普通说法 敬语说法

尊敬语

尊敬语

尊敬语

Meshiagaru

Irassharu

Goran ni naru

Itadaku

Mairu

Haiken suru

谦逊语

谦逊语

谦逊语

打招呼时，请先目视对方的眼睛，然后鞠躬。

面对客人当然需要问候，对于一起工作的同事

与其他业者，认真打招呼也很重要。

　对客人请使用敬语。像“…desu”“…masu”

这样的郑重语是基本的，此外尊敬语及谦逊语也

经常用到，请与同事一起练习。

早上

中午

请根据不同的时间与情况，好好地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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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POINT

仪容仪表2

●服装例以及检验要点

□ 制服是否经妥善清洗、熨烫

□ 发型是否经妥善打理

□ 指甲是否剪得短而干净

□ 是否勤刷牙以保持口气清新

□（如果是男性）胡须是否整洁

□ 是否洗过澡、抑制了体味

□ 鞋子是否干净

对从事住宿业的人而言，端正仪容仪表（服装及发型等）非常重要。请努力保持仪容仪表干净整洁。

请养成在上班及接待客人之前对镜检查仪容仪表的习惯。另外，刚入

职时请同事帮着确认也很有效。

【酒店】 【日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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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请分享预约情况与活动等信息。

·若有担心及不安的事情，请不要　　

　有所顾虑，尽快告知。

·休息是必要的。请充分休息。

·请与周围的人保持交流。

·请确保充分的时间出勤。

·请保持良好的仪容仪表。

·若遇到困难，请询问上级，

  不要自行判断。

·不要立即答复“做不到”，

  请先倾听客人的声音。

POINT

POINT

POINT

POINT

一天的工作流程3

上班

下班

休息

会议
交接

住宿业的一天工作流程，大概如下所示。遇到

问题时提问或找人商量很重要。在工作中掌握各

地通用的商业礼仪，创造快乐的工作环境吧。

由于住宿业提供 24 小时服务，因此实行轮班

制（早班、晚班）。请留意休息与上下班时间。

业务●2 业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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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POINT

利用会议等共享资讯、交接工作4

□ 请在厘清“谁”、“何时”、“何地”、“做什么”、“怎样做”、

“怎么样了”这些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讨论。

□ 发言的同时，请确认同事或上司是否理解了您想表达

的内容。

□ 如有不懂的地方请提问，不要不好意思。

很多职场都会举行会议。所谓会议，其目的在

于让在工作岗位的所有人员共享资讯，报告及交

接工作内容，以及交换全新想法，提出对于职场

的意见或想法。

虽然不同公司的会议方式不尽相同，但这是

一个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及倾听他人意见的重要机

会。请积极参加，以求有助于自身的工作。

在会议中共享资讯或者交接工作之时，为了能

让他人理解，需要通俗易懂地表达。参加会议时，

请注意以下事宜。

●日本的会议形式 ●共享资讯、交接工作的要点

□ 除了成功之处，也请大方分享失败与错误之处。

□ 工作中若有希望改变做法之处，抑或有感觉困难之

处，为了能够更好地工作，请尽管提出，毋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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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该业务涉及通过宣传住宿设施的优势来提升客人

的好感度。此外还负责策划方案，力求让来客获

得愉快体验。

●企划、宣传业务

当客人有所要求时，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应

欣然领命完成。若自己无法独立完成，应咨询同事

或上级，再决定如何应对。

住宿业相关业务大致可以分为 4 类。除此之外，各位应事先了解在住宿设施工作时需要牢记和留意哪些相关

事项。

该业务负责处理客人的入住、退房等各种不同的

事务。

该业务承担馆内、会议室、结婚礼堂等的客户接待，

提供必要服务。

该业务负责餐厅的客户接待，提供必要服务。

虽然各位的工作并不主要涉及礼品售卖以及更换房间与馆内备用品等，但这些分外

工作对于住宿设施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出于身心障碍等原因而需要

特殊照顾的客人。（例如 ：采用笔谈与听障客人交

流）。业务交接过程中应仔细了解客人的需求，以

求对应得体。

万一发生事故或危险，保护客人也是工作的重

要一环。必须确保 2 条以上的避难疏散路线。做

好事前引导，让客人了解在灾害发生时应使用楼梯

逃生，而非使用电梯。

●回应客人的要求

●业务构成

●前台业务 ●客户接待业务

●餐饮服务业务

●其他相关业务

●接待有特殊需求的人士

●保障客人的安全

【全体业务的注意事项】　 　 　 　

业务内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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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业务内容5

这项工作最先接触客人，在住宿业中举足轻重。请务必细致说明，认真

接待，让住宿设施能够给人以良好印象，使客人安心入住。

【前台业务】　　　　　

·住宿设施与住宿安排不同，入住与退房的时间也

不同。请事先确认每位客人的条件。

·退房时，请仔细确认该客人是否需结算住宿费及

其他服务费用。某些附带温泉的住宿设施，初中

生以上的客人入住时需要支付入浴税。

·请不要忘记给需要发票的客人开发票。超过 5 万

日元的发票应贴上印花税票。

·对于在日本没有固定住址的外国客人，入住时应

请其出示护照，并对护照的复印件进行保管。

●前台业务从事要点

●入住、退房

●确认护照

·客人入住时，请一并进行馆内说明。让客人预先

了解万一发生火灾等事故时如何逃生，应该去往

哪里避难。

·请先确认住宿者的名字、住宿日、电话号码，然

后说明住宿形式、内含税金等的住宿费用及其支

付方法。

·为了处理客人的需求，深夜也需 2 名以上员工来

负责前台业务。请妥善排班开展工作。

·打电话时无法看到客人的表情，所以应比直

接对话更加注意。与客人应答时请务必使用

“Itsumo arigato gozaimasu（感谢您日常惠

顾）”“Kashikomari mashita（我们明白您的

意思了）”“Ikaga itashi masho ka（能为您

做什么呢）”这样尊敬的表达形式。

●馆内说明（紧急出口、避难疏散路线）

●接受电话预订的必要流程

●深夜的前台业务

●电话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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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业务内容5

●从事企划业务时的要点

●从事宣传业务时的要点

【企划、宣传业务】　　　　　　　　　　

这项工作负责活动策划与信息传播，让来客能够获得愉快体验，让那些尚不清楚住宿设施详情的人士能够有

所了解。各位负责企划、宣传业务时，可以从外国人的视角考虑问题并发挥自身的能力。

·为了让客人出行愉快，有时需要住宿设施策划一些特别的活动。请和同

事一起集思广益，思考怎样才能使其旅程变得更加趣味盎然。

·这项工作旨在通过制作网页、SNS 及传单等，设

法吸引客人关注。各位可利用自身母语优势，发

布信息吸引本国人士来访。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索到的结果并不一定会自动

显示住宿设施的套餐。通常来说，旅游公司的套

餐会在搜索结果中排名比较靠前。请思考如何才

能提高您所在的住宿设施的网站点击率。

·酒店宣传用的照片即使是在馆内拍摄的，如果拍

到了客人，则未经该客人许可不得使用。这一点

请注意。

●活动企划

●信息发布 ●有关照片、视频等拍摄事宜

受理住宿预订时会问及客人的个人信息（名字、住址、电话号码、邮箱地址等）。未经客人允许，

请勿将这些信息挪作他用。通知客户活动策划方案时，请先确认是否获得其准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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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业务内容5

【客户接待业务】　　　　　

住宿设施内部会有涉及到馆内、会议室及结婚礼堂等的工作。不管客人支

付的费用是多少，任何时候都务必微笑以待。另外，请牢记工作礼仪及注意

事项。

●接待客户时的要点

·热情地打招呼。 ·给客人按下电梯按钮。此外，电梯使用也要以客

人为先。

·配送之前先电话确认客人是否在房间内。

·倘若敲门却没有回应，请勿将物品放置于门前。

·询问客人以确认情况。

·不可拒绝辅助犬（导盲犬、关照犬、导听犬）进入。

·面对残障客人，直接询问以确认其需要哪些帮助。

·倘若不清楚如何处理，请让其稍事等待，以便向上

司或同事等确认。

●见到客人时 ●当客人需乘坐电梯时

●给客房配送物品时

●客人需要帮助时

●残障客人的接待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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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业务内容5

【餐饮服务业务】

在餐厅接待客人时，不论其支付费用是多少，任何时候都需要微笑以对。

另外也请牢记供餐礼仪以及接单时不可或缺的过敏知识等工作注意事项。

●从事餐饮服务时的要点

·除了日期时刻与人数，还要确认饮食好恶以及有

无过敏史。

·确认来店人数。

·确认是否经预订，将已预订的客人引导至预约席

位。

·如果店内禁烟，请告知客人。

·客人不慎将筷子、勺子等餐具掉落于地时，给其

换上新的餐具。

·若有客人希望将剩余食品带回房间食用，请根据

餐厅的规矩告知是否可以带回。

·出现较为费时的餐点时，告知客人需要等待，以

及上餐顺序可能延后。

·点单完毕后再次向客人确认餐点内容。

·客人没有呼唤时也应判断情况，及时上前受理

点餐。

·确认客人的饮食禁忌及过敏史，告知厨房。

·客人点含酒精饮品时，告知客人未满 20 周岁

及开车的人士禁止饮酒。

●接受预定时

●当客人来店时
●客人用餐时

●客人离去时

●客人点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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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业务内容5

【其他相关业务】　　　　　

在住宿设施工作，有时需要在售卖饮食及礼品的店面任职。此外还可能被委以盘点或更换毛巾、杯子、牙

刷及灯泡等用品的工作。

对于持有住宿业特定技能在留资格的各位来说，不会主要负责这些工作。但也请像做其他业务一样牢记

要点。

●从事售卖业务时的要点

●用品的盘点、更换业务

·确认各商品的摆放位置，以便在客人问询时可以

告知。

·确认现金、信用卡、电子货币等可在店内使用的

结账方法。此外还需了解如何使用现金出纳机。

·确认目标用品的必要数量、盘点方法以及库存保

管地点。

·依照住宿设施的流程，记录盘点结果及更换数

量等。

·留心不要让盘点及更换工作打扰到客人。

·除去打扫客房的时间段，盘点及更换客人房间内

的用品时需要取得客人的同意。

·对于使用轮椅的客人，将浴室的莲蓬头及其他用

品等放在其方便拿到的地方。

·针对听障客人，准备好可显示字幕的电视机等物品。

·日本法律禁止向未满 20 周岁的人士出售香烟

以及酒精类饮料。不确定购买者是否年满 20

周岁时，可要求其出示身份证明以确认。

●事前确认

●事前确认

●盘点、更换后

●结账时

●盘点、更换时



2222

Ⅱ．在住宿业工作

案例 应对方式（例）

①未及时回应客人的要求 / 一时疏忽忘记回应

客人的要求

②客人以隔壁太吵，设备损坏，或者与事先的

说明不一致等理由要求更换房间。　

·若错在己方，请首先诚实道歉，说

  “Moushiwake arimasen（对不起）”。

·即便错不在己，也请不要当场反驳，应在倾

听客人责问的缘由之后，再与同事与上司商

量处理的方法。

·向客人确认其责问的理由。感觉因人而异，

为了令客人满意，可采用必要的处理方式 ；

如与隔壁的客人协调，修理损坏的设备，或

者准备别的房间等等。

·向同事与上司确认后，一同探讨解决之策。

纠纷、投诉的处理6

客人在到访前、住宿期间或者离店后感觉到不

快，可能会责问工作人员或者要求进行改善。这

便是投诉。一般而言，工作人员应充分倾听客人

提出投诉的“理由”，思考如何来解决问题。此外

及时与同事或上司商量也很重要。

●依据不同个案处理投诉

受到责问的案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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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住宿业工作

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会书面明示劳动时间（休

息时间、休假方法）。请事前确认自己的劳动条件。

●适当休息与休假

劳动时间管理与确保安全卫生等相关事宜，雇

主必须遵照劳动基准法、最低工资法、劳动安全

卫生法等进行处理。

对于作为劳动者的您而言，合同规定的休息（白

天、晚上的休息）与休假是宝贵的“权利”，请务

必充分利用。

不过，为了能让工作顺利进行，休息的时候也

要考虑到他人，要懂得谦让。休息前告知周围同

事很重要。由于在排班休息日以外休假可能会涉

及与其他人调整排班，请预先与上司商量能否休

假。

休息 劳动劳动　　　　

休息、休假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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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在住宿业开启职业生涯

日本的住宿业现正面临海外游客不断增加的状

况，为了让客人获得无忧的住宿体验，需要各位

海外员工来提供“周到服务”。

●掌握客人需求

面向海外游客，利用网站提供资讯，制作宣传

资料。

●正确传达住宿设施的相关信息

通过改善设施内的标识等，向客人准确传达必

要信息。

●给住宿业界带来全新视角

通过在会议上的发言提供全新视角，开发新型

服务。

日本的住宿业需要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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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在住宿业开启职业生涯

换工作前，需预先同现在的上司协商，以便双

方就何时辞职、工资支付、休假处理等问题达成

共识。　　　　　　　　　　　　　　　　　　　　　　　

其次，需要确认新的工作单位是否能够正确

雇用外国人（工作单位可通过委托登记支援机构

来满足相关要件）。请咨询公司或登记支援机构，

以便了解您希望加入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否满足条

件。

换工作2

各位在规划职业生涯之时，可能会考虑将来到

其他公司工作。但是，持有“特定技能 1 号”在

留资格的人在换工作时会有所限制。

首先，换工作仅限于同一种类的业务之内。从

事住宿业工作的人士只能在住宿业中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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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在住宿业开启职业生涯

前辈海外人才的职场道路3

● DOI THI TRANG小姐 （国籍：越南）

【从就职缘起到将来的职业规划】

【致有意在日本发展的海外人士】

2017 年，我来到日本进入语言学校。

学习之余，我还边打工边练习日语。在此

过程中，我对住宿业产生了兴趣，并开始

考虑日后在相关行业工作。

接着，我顺利通过了 2018 年 7 月的日

语能力考试 N2 级和 2019 年 4 月的住宿

业技能考试。毕业后， 2019 年 8 月起我

作为 World Heritage 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名合同工开始了在“Hotel Sobial 难波大

国町”的工作。接下来，我想积累更多的

经验，努力在将来成长为能够指导新晋海

外员工的导师。

用日语工作并不简单，前台业务与餐饮业务亦相当紧张，但是都非常有价值。

为了让客人满意，我每天都在学习和努力。

家人不在身边，有时也不免寂寞，但是这里还有同样来自越南的员工，到

了休息日可以一起出游，这让我过得很快乐。日本员工也都很和蔼，我很乐意

一直在日本工作。

DOI THI TRANG小姐的职业愿景

2024 年 8 月 ~

来到日本后进入日语学校
2017 年 4 月

~2019 年 3 月

成为海外人才

新晋员工的导师2020 年 8 月 ~

通过住宿业技能考试

及日语能力考试 N2 级别

毕业日语学校后，

就职于住宿业

（负责前台业务等）

作为一名经理从事

日本住宿业相关工作

（当前目标）

2019 年 4 月

2019 年 8 月 ~



2727

Ⅳ．对您有益的信息

当自己或者他人突发疾病抑或受伤，需要叫

救护车时，请拨打 119。打电话时，请先说明

“Kyukyu（急救）”，然后再告知地址、病症或伤情、

自己的名字、联络方式等。

如果您对自己的日语没有自信，或者在无法自

己拨打电话的情况下，请利用翻译应用软件或者

向周围人寻求帮助。

如果遭遇了事故或者犯罪，需要呼叫警察时，

请拨打电话 110。逗留在原地有可能再次遭遇危

险时，首先请转移到安全地点再拨打电话。

倘若遭遇事故，打电话时请先说明“Jiko（事

故）”，然后再告知地点、事故的情况、自己的名字、

联络方式等。倘若遭遇犯罪，打电话时请先说明

“Jiken（案件）”，然后再告知地点、犯人的特征、

自己的名字、联络方式等。

如果您对自己的日语没有自信，或者在无法自

己拨打电话的情况下，请利用翻译应用软件或者

向周围人寻求帮助。

发生火灾请拨打电话 119。打电话时，请先说

明“Kaji（火灾）”，然后再告知起火地点、自己

的名字、联络方式等。

如果您对自己的日语没有自信，或者在无法自

己拨打电话的情况下，请利用翻译应用软件或者

向周围人寻求帮助。

●电话医疗咨询、电话医疗口译

AMDA 国际医疗信息中心

电话号码 ：03-6233-9266

电话号码 ：110电话号码 ：119

电话号码 ：119

（周一）～（周五）10:00 ～ 15:00 

※ 除了节日及 12/29 ～ 1/3

https://www.amdamedicalcenter.com/

●访日外国人用救护车服务指南（英语、汉语、韩语、意大

利语、法语、泰语）

https://www.fdma.go.jp/publication/portal/post1.html

外语服务热线

遭遇事故与犯罪之时突发疾病、受伤之时 

发生火灾时 

1 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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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在留手续及生活相关咨询

·汉语、英语（周一～周五※除了每月第2与第4个周三）

·葡萄牙语（周一）

·西班牙语（周三、周五）

·孟加拉语（周二）

·印尼语（周二）

·越南语（周四、周五）

03-3202-5535

03-5155-4039

外语综合咨询支持中心

支持语言电话号码

外国人综合咨询琦玉中心

浜松外国人综合支持

一站式中心

048-833-3296

053-458-2170

●入境、在留手续相关咨询

·葡萄牙语（周一、周三、周五）

●关于外国人就业等的咨询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韩语、他加禄语、

泰语、越南语（周二）

●生活及其他生活相关服务咨询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汉语、韩语、他加禄语、

泰语、越南语（随时应对）

●入境、在留手续相关咨询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周三）

●生活及其他生活相关服务的咨询

·英语（周二～周五）

·葡萄牙语（周二～周五、周六、周日）

·汉语（周五）

·西班牙语（周三）

·他加禄语（周四）

外语服务热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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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引进及培养实践型观光人才的
门户网站

●本网站旨在促进日本住宿业有效使用海外人才。

●介绍日本住宿业者有效使用海外人才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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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 行
ぎょう

 / ka行 さ 行
ぎょう

 / sa行

6

● 健
けんこう

康保
ほけん

険 / 健康保险

一种公共保险制度，被保险人在生病或受伤等时

可享受医疗费用减免。

● 健
けんこう

康保
ほけんしょう

険証 / 健康保险证

用于证明持有者已加入健康保险的证件。

● 控
こうじょ

除 / 扣除 

指减去一定的金额。

● 厚
こうせい

生年
ねんきん

金保
ほけん

険 / 厚生年金保险

指在公司等工作的人员加入的年金。

加入者在达到一定年龄或不幸残疾等时，可领取

养老金或者一次性津贴。

● 国
こくみん

民年
ねんきん

金保
ほけん

険 / 国民年金保险 

该保险旨在保障加入者的晚年生活。凡是在日本

居住的、年满 20 周岁不足 59 周岁的人士，皆

有义务加入该保险。

● 国
こくみん

民健
けんこう

康保
ほけん

険 / 国民健康保险 

一种公共医疗保险，除了加入公司健康保险的部

分人士，凡在日本进行住民登记者皆必须加入该

保险。

● 最
さいてい

低賃
ちんぎんほう

金法 / 最低工资法

强制规定向劳动者支付日本政府指定金额以上工

资的法律。

● 社
しゃかい

会保
ほけん

険 / 社会保险

指满足一定条件者必须加入的医疗保险与年金保

险等。

● 処
しょほうせん

方箋 / 处方

医生给患者开具的文件，上面记载药品的种类及

用量等。

● 善
ぜんかん

管注
ちゅうい

意義
ぎ む

務 / 善管义务

社会普遍要求的、对于租赁房屋的小心使用义务。

● シ
し ふ と
フト交

こうたい
代 / 排班

根据不同的从业人员，亦或不同的职场来决定出

勤时段与休息日的工作制度。

● 損
そんもう

耗 / 损耗

指伤痕、污渍及凹陷等。

● 収
しゅうにゅういんし

入印紙 / 印花税票

由政府发行的票据，用以支付税金以及手续费等。

术语解说 （按日语50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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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メ
め た さ ー ち
タサーチ / 元搜索

利用多个搜索引擎，对关键词进行跨库搜索的搜

索系统。

● 問
もんしんひょう

診票 / 问诊单

让患者填写名字、年龄、症状以及有无过敏史等

信息的文件。

● 連
れんたい

帯保
ほしょうにん

証人 / 连带保证人

当承租人无力支付房租或赔偿费用时，代为支付

相关费用的人士。

● 労
ろうどう

働安
あんぜん

全衛
えいせいほう

生法 / 劳动安全卫生法

旨在保障职场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促进建设舒

适职场环境的法律。

● 労
ろうどう

働基
きじゅんほう

準法 / 劳动基准法

该法律规定了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最低基准。本法

适用于所有雇用了劳动者的工作场所。

ら 行
ぎょう

 / ra行

● 賃
ちんたい

貸契
けいやく

約 / 租赁合约 

租赁房屋时与房东签订的合约。

● 入
にゅうとうぜい

湯税 / 入浴税

温泉使用者所支付的税金。

● 弁
べんしょう

償費
ひよう

用 / 赔偿费用

给他人造成损失时，为弥补其损失所支付的资金。

● 補
ほじょ

助犬
けん

 / 辅助犬

指给眼耳手脚不便的人士提供帮助的导盲犬、帮

助犬、导听犬。

な 行
ぎょう

 / na行

は 行
ぎょう

 / ha行

た 行
ぎょう

 / ta行 ま 行
ぎょう

 / ma行

术语解说 （按日语50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