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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213人 
 其中外国人 3,932人 
 (其中,中国人   235人) 
 

※市总人口为８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９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1. 机动车税及轻车税制度将变更 
2. 关于上下水道使用费等其消费税率的改订    
3.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幼儿园的入园申请、关于

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 
4. 邮寄增值商品券交换券通知  
5. 可以使用「LINE Pay」和「支付秘书」来进行支

付市税等  
6. 武生菊人形2019即将开幕 

1. 自動車税および軽自動車税の制度が変わります 

2. 下水道料金等の消費税率の改定について 

3.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幼稚園の入園申込み、

幼保無償化について 

4. 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引換券の発送について 

5. LINE Payなどで市税等の支払いが可能に 

6. たけふ菊人形2019 

机动车税及轻车税制度将变更 1.自動車税および軽自動車税の制度が変わります 

 问询处:「关于机动车税及轻车税的环境性能优惠」县税事务所 机动车税组 ☎0776-21-8274 

   「关于轻车税的类别优惠」税务课 ☎0778-22-3014 
 

从10月1日起机动车税及轻车税制度将变更。 

● 变更内容／详情请确认下表。 

 

 

 

 

 

 

 

 

 
 
 

＊ 类别优惠…根据排气量不同，每年的课税税金

会向4月1日时点的现所有者征收。 

＊ 环境性能优惠…是指根据燃费性能等不同而进

行课税的税金，其会在购买新车或二手车时被

课税。 

 到 9月30日   从10月1日开始 

机动车税 → 

机动车税 

  类别优惠 

  环境性能优惠 

机动车购入税 → 废除 

市町村税  轻车税 → 

轻车税 

  类别优惠 

  环境性能优惠 

县税  

▪ 是新车又是自家用车的车税类别优惠的税率要下调。详情

请确认下表。要注意的是，在9月30日之前登记的自家用车

的税率不下调。轻车税类别优惠的税率也不变。  

▪ 有环境性能优惠的临时减免。从2019年10月1日到2020年9

月30日之间购买自家用车时（包括新车・二手车），其环

境性能优惠的税率会有1%的减免。 

排气量  
税   率  

下调金额  
到9月30日   从10月1日开始 

低于1000cc  29,500日元        25,000日元 4,500日元 

超1000cc 低于1500cc 34,500日元        30,500日元           4,000日元 

超1500cc 低于2000cc      39,500日元        36,000日元           3,500日元 

超2000cc 低于2500cc      45,000日元        43,500日元           1,500日元 

超2500cc 低于3000cc      51,000日元        50,000日元           1,000日元 

关于上下水道使用费等其消费税率的改订   2. 下水道料金等の消費税率の改定について 
 

上下水道使用费等其消费税率将从8%上涨到10% 

随着消费税法的部分改订，上下水道使用费等其

消费税额有变更。 

＊ 上下水道使用费等是指、自来水费、下水道使

用费、所居住区域的排水处理设施使用费、户

别公共净化槽使用费。 

问询处：水道课 ☎ 0778-22-7929 

新税率的适用时期 

9月30日前开始使用的／从10月1日以后的请求单部分开始适用 

・偶数月检针地区：从12月检针部分开始 

（2020年1月的请求单） 

・奇数月检针地区：从2020年1月检针部分开始 

（2020年2月的请求单） 

10月1日后开始使用的／新税率从最初的请求单开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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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儿童园・保育园的入园申请 

问询处／儿童福祉课(子ども福祉課) ☎0778-22-3006 

或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 认定儿童园／是指具有幼儿园和保育园两方功能与

特点的设施。保育部仅限于无法亲自照看孩子的事

由的情况下才能利用此设施。 

■ 保育园／是指家长和同居的家人因工作或生病等，

无法亲自照看孩子时，替代家长代为保育为目的的

儿童福利设施。仅限有无法亲自照看孩子的事由的

情况下才能利用此设施。 

■ 申请对象／2020年度内（2020年4月1日～2021年3

月31日期间内）希望入园的人。 

■ 申请期间与申请资料发放期间／10月15日（星期

二）～11月1日（星期五）* 请一定在指定期间内办

理入园申请。（截至11月1日务必提交） 

■ 招收指南·申请资料发放地点／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儿童福祉课（子ども福祉

課）,今立综合支所市民福祉课 

■ 申请方法／请将申请书和必要的材料、一并提交给

希望入园的认定儿童园・保育园。也可提交给儿童福

祉课（子ども福祉課),或今立综合支所市民福祉课

（今立総合支所市民福祉課）。 
 
 
 

即将开始实施幼儿教育·保育免费制度 

从10月份开始将对3至5岁班级的全园儿童和0至2岁班

级内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园内儿童，将实施保育免费

制度。 

但并不包含保育延长时间费用和各园内所产生的实际

费用（例：饮食费·入园接送费·活动经费·教材费

等）。2020年以后也将继续实施免费制度。 
 

常见问题 

Q．从2021年1月开始结束产假后复职者，这次就要申

请吗？ 

A．是的。希望在2020年度中入园者，必须申请。孩子

还未出生者也需要申请。 

Q．以求职活动的理由可以进行申请入园吗？ 

A．可以。但仅受理4月份入园的申请。 
 
※具体详情请参考10月15日开始发放的“募集案内” 
 

举办保育日 

全市所有的认定儿童园·保育园都在这一天开放。可以

到园内自由参观、请大家一定来访。  
 

▪ 时间／10月17日(星期四)上午9点～正午(无需预约) 

＊ 园的开放，除当天以外也可进行参观。详情请向各

园进行咨询。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幼儿园的入园申请  
3.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幼稚園の入園申込 

幼稚园的入园申请 

问询处／教育振興課 ☎0778－22－7452 

 

■ 幼儿园／是指从3岁到入学前儿童可以入园的设

施、无关家长有无工作等条件都可以利用。私立幼

儿园可以从2岁开始入园。 

■ 申请时间／ 

公立幼儿园 10月1日（星期二）～11月1日（星期五） 

私立幼儿园 10月1日（星期二）～3月31日（星期二） 

＊ 招收指南·申请资料发放地点／幼儿园以及教育振

興課 

■ 申请方法／请将申请书和必要的材料、一并提交给

希望入园的幼儿园。 

＊ 申请私立幼儿园者，请直接向各园进行咨询。 

 

举办幼儿园日 

开放市内所有托儿所。除可以参观各园的样子和活动

内容以外，也接受关于育儿方面的咨询。  

※除丈生・丈生神山幼儿园以外 

▪ 时间／10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11点半（无需

预约） 

＊ 园的开放，除当天以外也可进行参观。详情请向各

园进行咨询。 
 

 入园相关详情，请在市网站上进行确认。 

 

 

关于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 

（各设施等利用费补贴的申请） 
 

问询处／儿童福祉课  ☎0778-22-3006 
  

没有进幼儿园・保育园・认定儿童园的儿童，利用认可

外保育设施等时，符合下列「保育的必要性」条件的，

会在其每月利用费上限范围内得到补贴。 
  
■ 支付对象及上限额度 

● 3~5岁儿童  上限3万7千日元／月 

● 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的0~2岁儿童 上限4万2千日

元／月 

＊ 拿补贴的儿童需要事前进行认定申请。我们会在您

申请日的次月进行认定。想在10月利用的儿童，请

在9月内办理申请手续。要注意的是，需要有「保育

的必要性」确认证书。 

＊ 使用各设施时要先自费支付使用费，事后向市府申

请就会得到相应的补贴。 

＊ 认可外保育设施是指公司内部保育设施或病后儿童

保育事业、临时托管事业等。 



电话号码 地  址 保育园・认定儿童园名 招收年龄 
名额(预定) 

生後6个月以上 

【越前市内的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认定儿童园  
 

＊ 西保育园从2020

年4月份开始, 

转为“幼保連携

型認定こども

園”(幼保连携

型认定儿童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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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前市内的幼儿园】 

电话号码 招收年龄 幼儿园名 地  址 ＊ 公立幼儿园，如果申请人数少时，

将休园。 

こ 

邮寄增值商品券交换券通知 4.プレミアム付商品券引換券発送 
 
 

问询处／关于增值商品券事业请咨询 市增值商品券特设窗口 ☎0778-

22-3560 平日上午9点〜下午4点 ※到11月29日(星期五)为止 

关于商品券可使用商店请咨询 市增值商品券发行事业推进协议会 ☎

0778-22-3007 
 

政府预定在今年10月份将消费税・地方消费税税率提高到10%。 

市决定针对市民税・县⺠税非课税者以及育儿家庭，专门为他们销售增

值商品券，以缓和因涨税会给消费带来的影响。 

市府会在9月下旬以后对市民税・县⺠税非课税者已提交申请的市⺠以

及育儿家庭，按顺序邮寄购买商品券用交换券。关于商品券可使用商店

等信息，可以确认市官网。 
 

◗ 商品券的销售期间／10月1日(星期二)～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 商品券的使用期间／10月1日(星期二)～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可以使用「ＬＩＮＥ 

Pay」和「支付秘书」 

来进行支付市税等 
5. LINE Payなどで市税等の支払い可能 
 

从10月1日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应用

「LINE Pay」以及「支付秘书」，

读取‘納付書’(收款通知书)上的

条形码，可以使用电子币进行支付

市税等。详细内容，请阅览市网站。 

● 可以支付的税・费用等 

▪ 市県民税 
▪ 固定資産税、都市計画税 
▪ 軽自動車税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介護保険料 
▪ 市営住宅使用料 
▪ 上下水道料金 
 

咨询处／収納課(税金・保険料) ☎

0778-22-3015／建築住宅課(市営住

宅使用料)☎0778-22-3074／水道課

(上下水道料金) ☎0778-22-7929 



在此期间，也将举行照片比赛。 

得奖者将获得豪华赠品礼物！ 

1. 在会场内摄影。 

2. 投稿时需要标注「＃2019たけふ菊人形」 

3. 关注きくりん官方SNS ＠takefu_kiku 

(twitter,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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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将盛开约２万株的菊花。是日本最大级别的菊花人偶展。 

有ＯＳＫ日本歌剧团秀和游具，周末有可以享乐特别活动。是代表越前市秋季时节的节日。 
 

※活动期间的星期日，会有免费穿梭巴士从JR武生站、越前武生站（福武线）出发。 

早上9点至14点40分，每间隔20分钟一班车。 
 

举办期间将开展的活动／ 

◆ 菊花人偶／今年菊花人偶的主题「花开童话的世界～公主的故事～」用华丽的菊花人偶来展现灰姑娘和人鱼

公主等童话里的人物。从今年开始免费进行观赏。 
 

◆ OSK日本歌剧团 

只有女性剧团的演员，诠释男女角色，来展现歌舞秀。今年迎来公演40周年。
表演名称「Viva La vida!!」结合了拉丁 · 探戈 · 桑巴 · 爵士等的音乐，
热情的进行舞蹈表演。 

 

会场：越前市文化センター大ホール 公演时间（约１小时） 

【平日】11:00／14: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10:00／12:00／14:00 

※10月23日（星期三）停止演出 
 

◆ 有孩子们喜爱的旋转木马，摩天轮，海盗船等的大型游乐设施，还有小达魔广场的大型竞技游

乐项目和蹦床！大人也可以一起玩哦！增加了新的游乐设施! 也有即使在雨中也可以享乐的游乐
设施。 

   ・ トリックアート（特技艺术）  500日元 与作品一起拍摄，请体验一下不可思议的特技艺术的世界吧。 

   ・ デジタルぬりえサーキット（数据涂画电路）  500日元 在画面上奔跑的手绘车游戏。 
 

◆ きくりん市场／武生菊花人偶的的吉祥物人偶きくりん的商品、越前市有名的产品和糕点、土特产等的销售。 

◆ 餐饮区／400席位。可以自带便当。贩卖萝卜泥荞麦面（在荞麦面上铺上萝卜泥，干鲣鱼薄片。）和中华荞

麦面等越前市的有名料理。 

 ■ 收费的票券     

 
 

 

 

 

 
 

武生菊花人偶周末活动信息 ※有可能变更内容·日程。敬请理解。 

【举办期间】10月4日(星期五)～11月4日(星期一/节假日) 

【会场】武生中央公园 ※免费入场！ 

10月6日（星期日）Brazil Festival 巴西狂欢节   

设有巴西料理店铺，并且可以欣赏桑巴舞盛装游行 
(13点、15点 2次） 

 
10月26日（星期六）、27日（星期日） 

ハロウィンデー 举办万圣节活动   
请大家装扮自己尽情享乐吧♪ 

10月12日（星期六）～14日（星期一・节假日） 

アジア博（亚洲博览）in 越前市 

享乐亚洲各国的美食和文化。  

 

11月2日（星期六）～4日（星期一・节假日） 

北陆新干线沿线展览会 北陸新幹線沿線フェア   

北陆新干线沿线的城镇街道一起盛行菊花人偶的热潮。 

10月20日（星期日）「パンフェス（面包节）」 

福井县内的好吃的面包屋大集合。 
 

11月4日（星期一・节假日） 

武生商業高中生的吹奏乐部表演 

其他活动    

  ・ 街头表演（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 室外茶道（星期日・节假日）／日本的茶道坐席 ※收费  

早得券 
900日元(购买票时，可以作为1,000日元使
用。)至10月3日止可以在Sipy, Familymart, 
Lawson, Al Plaza等处进行购买。 

OSK观剧券 2,000 日元 中学生以下，OSK观剧免费 

游乐设施通票  2,000 日元 * 附带菊花人偶馆的门票  

游具次数券 1,000日元（一册11张）  

 ※有残障者折扣。 

 咨询处：たけふ菊人形事務局 ☎0778-21-0175／Fax 0778-21-0032 
 

（限制进入）菊花人偶开展期间，开园时间外禁止进入公园内。（除小达魔广场以外）还有

准备 ·撤除期间（9月24日～10月3日、11月上旬），相关者以外的无关人员终日禁止入内。 

武生菊花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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