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1. 1. ゴールデンゴールデンゴールデンゴールデン    

ウィークのウィークのウィークのウィークの    

行事行事行事行事予定予定予定予定     ECHIZEN FLASH  No. 164   

2019年 年 年 年 5月月月月－ － － － 6月号月号月号月号                
 

        【关关关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于市内人口的通知于市内人口的通知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总总总人口    人口    人口    人口    82828282,,,,754754754754人人人人    
    其中外国人其中外国人其中外国人其中外国人    4,2684,2684,2684,268人人人人    
    ((((其中,中国人其中,中国人其中,中国人其中,中国人            243243243243人)人)人)人)    

※市※市※市※市总总总总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为为为为４月１日４月１日４月１日４月１日现现现现在、外国人口在、外国人口在、外国人口在、外国人口为为为为５月１日５月１日５月１日５月１日现现现现在的人数在的人数在的人数在的人数    
1. 请到幼儿园来玩 
2. 请到认定儿童园·保育园来玩 
3. 个人编号卡的节假日·夜间交付 
4. 开展水上救助的讲习会 
5. 本月的健康信息（门诊戒烟治疗者・特定不孕治

疗费补助、越前市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 
6. 举行特设人权咨询所 
7. 提供再生品    
8. 金属类・电器制品的据点回收 
9. 「支持你的未来！」福井合同就业面试会 
10. 募集「はぐもぐ小型货车菜市场」出店者 
11. 活动信息 

延长领取个人编号卡的窗口开放时间。 

利用此窗口时，请提前3天进行预约。 

● 时间／ 

・每周星期三 下午5点半～7点 

・毎月的第2个星期日 上午8点半～下午4点半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市民課  

☎0778-22-3001 

请请请请到幼儿园来玩到幼儿园来玩到幼儿园来玩到幼儿园来玩        
1. 幼稚園に遊びにおいで 

    
1. 幼稚園に遊びにおいで 

2.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に遊びにおいで 

3. 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を休日・夜間に交付します 

4. 水上救助の講習会を開催します 

5. 今月の健康情報（禁煙外来治療費・特定不妊治療

費の助成、えちぜん歯とお口の健康フェスタ） 

6. 特設人権相談所を開設します 

7. 再生品を提供します  

8. 金属類・電気製品の無料拠点回収 

9. ふくい合同就職面接会 
10. 「はぐもぐ軽トラ市」出展者を募集します 
11. イベント情報 

为防止水中事故和救护生命，举办学习从游泳的基础至救

助法、应急措施等的知识和技能的讲习会。考核后将颁发

日本红十字会颁发的资格认定书。 

● 时间／ 

6月1日（星期六）・8日（星期六）・9日（星期日） 

   （全部3次）上午9点～下午5点 

● 地点／ 

   家久スポーツ公園温水プール 

  コミュニティーセンター柳荘 

● 申请截止日／5月29日（星期三） 

● 参加费／2，200日元（教材费）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社会福祉課 ☎0778-22-3004 

请请请请到到到到认认认认定儿童园定儿童园定儿童园定儿童园····保育园来玩保育园来玩保育园来玩保育园来玩    
2.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に遊びにおいで 

开放９个公立·私立幼儿园。除了能够了解到各园

的样子和活动内容以外，还可以对有关于育儿问题

进行咨询。 

●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６月５日（星期三）上午9～11点半 

 ※无需预约。除当天以外也有进行开放。 

  详情请咨询各园。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教育振興会 ☎0778-22-7452 

开放２４个公立·私立认定儿童园·保育园。除了能够了解

到各园的教育以及保育方针和内容以外，还能都对育儿问

题进行咨询。 

●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６月１４日（星期五） 上午9点～正午 

   ※无需预约。除当天以外也有进行开放。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子ども福祉課 ☎0778-22-3006  

    或其他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个人个人个人个人编编编编号号号号卡卡卡卡的的的的节节节节假日假日假日假日····夜夜夜夜间间间间交付交付交付交付    
3. 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を休日・夜間に交付 

开开开开展水上救助的展水上救助的展水上救助的展水上救助的讲习讲习讲习讲习会会会会    
4. 水上救助の講習会を開催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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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健康信息本期的健康信息本期的健康信息本期的健康信息 5. 今月の健康情報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健康増進課  

☎0778-24-2221 

                                                                    补助一部分特定不孕治疗费补助一部分特定不孕治疗费补助一部分特定不孕治疗费补助一部分特定不孕治疗费            特定不妊治療費の一部を助成します 

                     ■对象／接受治疗的第一天妻子的年龄在42岁以下，并且已成为本市市民一年以上的

夫妇。 ※男性不孕治疗的补助业务也正在实施中。 

■补助额／年间上限为60万日元 

■次数／一年最多限 申请三次。 

      （初次申请时，妻子的年龄在39岁一下者，一年最多可以申请6次） 

   ※金额等详细请进行咨询。 

     ～～～～5555月月月月31313131日世界无烟日～  日世界无烟日～  日世界无烟日～  日世界无烟日～  ～5月31日は世界禁煙デー～ 禁煙外来治療費を助成します    

                                                给诸位想要戒烟的人，补助门诊戒烟治疗费。给诸位想要戒烟的人，补助门诊戒烟治疗费。给诸位想要戒烟的人，补助门诊戒烟治疗费。给诸位想要戒烟的人，补助门诊戒烟治疗费。    

对对对对象者：象者：象者：象者：已经结束适用于保险的门诊戒烟治疗者  

· 结束治疗时以及补助金申请时，拥有市内住址的人。 

 （仅面向市内居住者。） 

· 在医疗机构适用于医疗保险，在规定期限内结束治疗过程的人。 

· 未成为其他补助制度（单亲·重度医疗费等）的对象的人。 

≪补助额≫ 

·对于门诊戒烟治疗者所需支付的保险诊疗费用，个人负担金额的二分之（上限为1万日元） 

 ※ 每人仅限1次。 

 ※ 仅限从初次诊疗开始至12周内所需支付的费用。 

≪申请方法≫ 

至治疗结束后的次月末，请向健康増進課提交治疗时已支付的费用的凭证、诊疗详细单和申请表。 

≪申请时所需携带≫ 

·「禁煙外来治療費助成金交付申請書兼請求書」（可以在网站上进行下载） 

· 医疗机关发行的收据和诊疗明细的复印件 

· 补助金所汇入账户的存折复印件 

请考虑一下与身健康紧密相

连的牙齿健康的重要性吧 

                2019 越前市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越前市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越前市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越前市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     えちぜん歯とお口の健康フェスタ2019        
举办「牙齿与口腔的健康活动」。让我们考虑一下牙齿的重要性以及与牙齿相关的健康问题吧。  
▪ 时 间：    ６月９日（星期日）上午9点～11点半 

▪ 地 点：    ハート・フル・たけふ（AL PLAZA武生４楼） 

▪ 参加费用：免费！！      参与奖：        牙刷（数量有限） 

▪ 内 容  ・牙齿表面涂氟化物（小学生以下）・刷牙指导 ・儿童牙科咨询   

           ・成人牙科健康检查与咨询  ・对牙齿好又好吃的零食的介绍  ・健康检查角等 
 

   让让让让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口腔健康吧！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口腔健康吧！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口腔健康吧！保持身体健康！保持口腔健康吧！ 

     失去牙齿的原因的第一位是牙周病，第二位是蛀牙。 

     保持健康口腔「仔细刷牙」「少吃甜食」「不抽烟」等常识大家应该都 知道吧。 

     还有马上就能做的既简单又对口腔有益的事情。那就是「每吃一口咀嚼30次以上后再吞咽」。 

充分嚼碎「口水增多提高口中自净作用」，「促进头部血流」，「慢食可以防止肥胖」，「有助于肠胃蠕动有助于

消化」等，对身体尽是好处。  
    健康的身体，从口腔开始。健康的身体，从口腔开始。健康的身体，从口腔开始。健康的身体，从口腔开始。 

今天就开始实践！・请在睡前花５分钟左右的时间仔细刷牙 

        ・每一口咀嚼３０次以上 ・控制甜食・不抽烟 

        ・进行半年一次的定期检查与洗牙（去除牙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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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属資源の一層の資源化に向けて 

金属资源的进一步资源化金属资源的进一步资源化金属资源的进一步资源化金属资源的进一步资源化 

实施金属类实施金属类实施金属类实施金属类・・・・电器制品的免费据点回收电器制品的免费据点回收电器制品的免费据点回收电器制品的免费据点回收

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６月２日(星期日)上午９点～下午３点 

・地 点：・地 点：・地 点：・地 点：南越清扫组合 第１清扫中心 

    （北府１丁目３−２０） 

＊ 不能回收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衣服干

燥机。 
＊ 请将家电制品内的电池、蓄电池、灯油，荧光灯

管等取出。 

 

 

 

 
 

 

6666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是「人权拥护委员日」是「人权拥护委员日」是「人权拥护委员日」是「人权拥护委员日」 

举行特设人权咨询所举行特设人权咨询所举行特设人权咨询所举行特设人权咨询所            6.  特設人権相談所を開設します

有关于女性·儿童·高龄者等的人权问题和与近邻的纠纷等是否有使您感到困扰？ 

人权拥护委员将会与您一起思考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６月7日（星期五）上午９点～正午、下午１点～４点 

●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ハート・フル・たけふ相談室５ 

    （越前市福祉健康センター、AL PLAZA武生４楼） 

  ※免费进行咨询，严守秘密。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ダイバーシティ推進室 ☎0778-22-3293（市民協働课内）  
「支持你的未来！」「支持你的未来！」「支持你的未来！」「支持你的未来！」    

福井合同就业面试会福井合同就业面试会福井合同就业面试会福井合同就业面试会    
9.「応援します！あなたの未来」ふくい合同就職面接会   
举办为预计本年度大学等毕业者和已毕业3年以内者

的「合同就业面试会」。集聚县内优良企业约180

家。免费参加，无需提前预约。  
● 时 间／6月8日（星期六） 上午11点～下午3点 

● 地 点／県産業会館1・2号館  
咨询处／ハローワーク武生  ☎0778-22-4078    

7. 再生品を提供します   

提供再生品   提供再生品   提供再生品   提供再生品       

咨询处：利再来館（りさいくるかん） 

☎0778-28-1390  

——————————————————————————————————————————— 
● 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    ６月３日（星期一） 

          ～６月２０日（星期四） 

※ 星期六、星期日及祝日展馆休息 

● 地 点：地 点：地 点：地 点：利再来馆展示会场 

     （第二清扫中心）  

※ 可以在南越清可以在南越清可以在南越清可以在南越清扫组扫组扫组扫组合的网合的网合的网合的网页页页页上上上上浏览浏览浏览浏览到部分到部分到部分到部分

展示品。展示品。展示品。展示品。    

● 抽抽抽抽选结选结选结选结果果果果发发发发表：表：表：表：６月２４日（星期一）  

※由电话通知抽中者。 

● 领领领领取期取期取期取期间间间间：：：：６月２５日（星期二） 

       ～６月２９日（星期六）   

   ※不负责邮送。 

募集「はぐもぐ小型货车菜市场」出店者募集「はぐもぐ小型货车菜市场」出店者募集「はぐもぐ小型货车菜市场」出店者募集「はぐもぐ小型货车菜市场」出店者        
    10.「はぐもぐ軽トラ市」出展者を募集 

以小型货车作为店铺，出售本地新鲜蔬菜和水果·加

工品等。  地点／武生中央公園   ※计划每月举办一次 

 

 咨询处／はぐもぐ   

 ☎080-1960-8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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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活动萤火虫活动萤火虫活动萤火虫活动    ほたるカフェほたるカフェほたるカフェほたるカフェ    

11.イベント情

迎合阴历端午节，让我们做好吃的年糕和粽子吧。 

请提前进行申请。 

●时间／6月1日（星期六）内容①下午1点～3点 

    6月2日（星期日）内容②③  

       上午10点～下午1点 

●地 点／もやいの郷・農楽園（横住町17-29） 

●内 容／①制作用槲树叶包的带馅儿年糕  

           名额10组 1,500日元 

         （大概可以带回家10个） 

         ②制作粽子  

          名额15组 1,500日元 

         （大概可以打回家10串） 

         ③制作艾高叶糯米点心  

          名额10组 2,500日元  

         （大概可以带回家1升） 

※需要提前预约。 

●所需携带／三角巾・围裙・剪刀 

●咨询处／もやいの郷・農楽園 

       ☎0778-42-3838 

在旧白山小学校安養寺分校的校舎里举办现场演

奏会・提供学校伙食・萤火虫旅行·手工艺体验

等。（部分需要付费） 

●时 间／6月1日、8日、15日、22日、29日  

    以上均为星期六 下午1点～8点 

＊ 现场演奏会由下午６点开始 

＊ 15日举办由捉金鱼专业老师进行指导的「捉

金鱼选手权萤火虫杯」。 

●地 点／旧白山小学校安養寺分校 

●咨询处／水の里しらやま（太陽広場内） 

      ☎0778-28-1119 
 

端午节活动端午节活动端午节活动端午节活动        端午まつり端午まつり端午まつり端午まつり    

日野川河川日野川河川日野川河川日野川河川绿绿绿绿地（下地（下地（下地（下图图图图所指定的所指定的所指定的所指定的6个区域）个区域）个区域）个区域）    

[自带食材和道具时]             

● 利用费用／免费（无需预约） 

● 利用时间／上午10点～日落     

※自费可以提前预约场所。 

（5月～9月的星期六・星期日、限节假日） 

详情请进行咨询。 

[需要提供食材和道具时](需要预约) 

● 利用费用／中学生以上2,800日元（+税) 

             4岁～小学生1,200日元（+税） 

● 利用时间／5月～9月的星期六・星期日、节假

日 上午11点至下午6点 

 ※ 原则4人以上、时间2小时。 

● 注意点／使用完后请各自进行收拾。禁止在指定

区域以外使用火和洗刷餐具。还有，请不要有打

扰周边的行为。（请勿打扰周边） 

 ※ 详细内容，请提前进行咨询。 
 

武生中央公园武生中央公园武生中央公园武生中央公园～～～～无需自备即可烧烤无需自备即可烧烤无需自备即可烧烤无需自备即可烧烤～～～～ 
● 烧烤区域／右图指定区域 

● 利用时间／5月～9月的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  

             上午11点至下午7点 

 ※ 原则4人以上、时间2小时。 

●利用费用／中学生以上2,500日元(+税)   

            4岁～小学生980日元(+税) 

 ※ 为了准备食材和道具，需请提前进行预约。 

预约处预约处预约处预约处／越前パークス／越前パークス／越前パークス／越前パークス  ☎080-2957-8145 

鲭江市活动信息鲭江市活动信息鲭江市活动信息鲭江市活动信息    
鯖江市イベント情報鯖江市イベント情報鯖江市イベント情報鯖江市イベント情報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吹奏吹奏吹奏吹奏乐乐乐乐    

丹南地区的中小学校管乐部与鲭江市出生的有

名的艺术家的现场合作演出。 

● 时 间／６月１日（星期六）下午１点～ 

● 场 地／鯖江市総合体育館   入场费／免费 

〈吹奏〈吹奏〈吹奏〈吹奏乐乐乐乐特特特特别别别别音音音音乐乐乐乐会〉会〉会〉会〉    

可以鉴赏到大阪府立淀川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的

精彩演奏。 

● 时 间／６月９日（星期日） 下午２点～ 

● 场 地／鯖江市文化センター 

● 入场费／2000日元（当天2300日元） 

※请在各播放指南与武生楽市进行申请购买。  
〈眼〈眼〈眼〈眼镜镜镜镜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めがねフェス〉めがねフェス〉めがねフェス〉めがねフェス〉    

● 时 间／６月８日(星期六),９日(星期日） 

● 场 地／鯖江市文化センター前的停车场，眼

镜博物馆（鯖江市新横江２-３-４） 

〈美食广〈美食广〈美食广〈美食广场场场场，露天舞台〉，露天舞台〉，露天舞台〉，露天舞台〉    

● 时 间／２天 上午１０点～ 

● 场 地／鯖江市総合体育館芝生広場 

咨咨咨咨询处询处询处询处／めがねのまちさばえ感謝祭実行委員会 

☎0778-53-2263 

可以在日野川河川绿地可以在日野川河川绿地可以在日野川河川绿地可以在日野川河川绿地・・・・    

武生中央公园愉快地烧烤野餐！武生中央公园愉快地烧烤野餐！武生中央公园愉快地烧烤野餐！武生中央公园愉快地烧烤野餐！    
日野川河川緑地・武生中央公園で日野川河川緑地・武生中央公園で日野川河川緑地・武生中央公園で日野川河川緑地・武生中央公園で    

バーベキューを楽しもうバーベキューを楽しもうバーベキューを楽しもうバーベキューを楽しも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