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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184 人 
 其中外国人 3,932 人 
 (其中,中国人   233 人) 

 

※市总人口为９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１０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1.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3 楼即将开业 

2. 办理个人编号卡 

3. 停止24小时便利店领取证 

4. 菊花马拉松期间的交通规制 

5. 2020年度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的入园申请正式开始 

6. 进行紧急地震速报的播报训练 

7. 改定福井県的最低薪金 

8. 提供再生品  

9.  金属资源的进一步资源化 

10. 活动信息 

11. 秋季，请注意熊的出没 

1.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３階部分がオープンします 

2. 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を取得しましょう 

3. コンビニ証明書交付サービスが停止します 

4. 菊花マラソンによる交通規制 

5.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の入園申込開始 

6. 緊急地震速報の訓練放送を行います 

7. 福井県の最低賃金改定 

8. 再生品を提供します 

9. 金属類・電気製品の拠点回収を行います 

10. 秋のイベント情報 

11. 秋の熊に注意して下さい 

 
办理个人编号卡  

２.  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を取得しましょう 
 

个人编号卡除了在家里的电脑上进行「確定申告」等电子

申请外，还可以在24小时便利店的多功能复印机上领取证

明，非常便利。 
 

正在实行个人编号卡的节假日·夜间交付: 

为了交付个人编号卡，将延长领取个人编号卡的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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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二个星期日 上午8点半～下午4点半 

※ 10月的节假日交付，因为机器检修。所以交付日期将

变更为10月27日。 
 

免费拍摄个人编号卡申请用的照片: 

将对希望领取个人编号卡的人，进行免费拍摄。与此同时

可以申请个人编号卡。 

■ 时间／每周星期三 上午9点～下午7点 

※ 期间限定／10月16日(星期三)～12月25日(星期三) 

■ 地点／市役所１階市民課 
 

停止24小时便利店开取证明的服务 
3.  コンビニ証明書交付サービスが停止します 

 

因为需要定期维护，当天将停止便利店的所有证明交付服

务。敬请注意！ 

■ 停止日期和时间／・10月30日（星期三）全天  

・10月31日（星期四）全天 
咨询处／市民課 ☎0778-22-3001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3 楼即将开业 
1.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３階部分がオープンします 

 

  11月1日、アルプラザ武生3楼，

市民交流中心 「市民交流セン

ター」与儿童游乐场「てんぐ

ちゃん広場」即将开业。 

＊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 アル

プラザ武生3楼与4楼的总称。

（4楼还在整修中。）集结了生涯学习，育儿，劳动，

福祉，市民活动支援等的机能的，隶属市的设施。 

● 「市民交流中心」8:30～23:30 

市民团里的公开办公室，谁都可以利用的公开工作

室。也有出租会议室，多目的，榻榻米房间(需付

费)。 

● 「TENGU-CHAN Hiroba」9:30～17:30 

     免费的儿童游乐广场。根据かこさとし氏的连环画，

设置了3个游戏「房间」。 

● 休馆日：12月29日～1月3日 
 

越前市国際交流協会，将于11/1开始转移到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３楼）」 

越前市国際交流協会、11/1から市民プラザたけふ３階に移転 
 

10月25日，事务所与日语教室将转移到现在的アルプラザ

武生３楼。 

● 日语教室停课日：10月25日～10月31日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至10月31日外部人员不得入内。 

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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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认定儿童园・ 
保育园的入园申请正式开始 

 

 5. 認定こども園・保育園の入園申込開始 
 

申请・咨询处：こども福祉课  

☎0778-22-3006  

或各个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因进行“紧急地震速报的播报训练”，防灾行政无线将

播放警铃和广播。但是，也有因气象或地震等状况终止

训练的情况。 

■ 日期和时间／11月5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 

■ 广播设备／  
▪ 室外广播喇叭（在小学等设置） 

▪ 收信机（在公共机关和各区长家中设置） 

希望2020年度（2020年4月～2021年3月）入园的家庭，请进行申请。 

同时，即使孩子尚未出生，但母亲已经确定将在2021年3月结束产假育儿

假回归职场的情况，也请务必进行入园申请。 
 

■ 申请截至日期／１１月１日（星期五） 

 ※申请资料，请在１１月１日（星期五）之前务必提交。 

■ 申请地点与申请资料发放地点／ 

● 市内认定儿童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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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立総合支所市民福祉課）。 

进行紧急地震速报的播报训练 
6. 緊急地震速報の訓練放送を行います 

 

咨询处：防災安全課 

 ☎ 0778-22-3081 

菊花马拉松期间的交通规制    
4. 菊花マラソンによる交通規制 

 

咨询处：スポーツ课 ☎0778-22-7463 

■ 日期：11月3日(星期日・节假日)8:40～12:00左右 

■ 地点：西小学校周边至今立地区之间的马拉松路线

的道路最后的选手通过后，由警车通知解除规制。 

改定福井県的最低薪金    
7. 福井県の最低賃金改定 

从2019年10月4日开始，福井県的最低薪金改定为 

「１小时829日元 」 

问询处／福井劳动局 ☎0776-22-2691 

实施金属类・电器制品的 
免费据点回收 

9. 金属類・電気製品の拠点回収を行います 

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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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 间：１１月３日(星期日)上午９点

～下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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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再生品   8.  再生品を提供します   
咨询处：利再来館（りさいくるかん） 

☎0778-28-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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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 间：1１月１日（星期五）～１１月

２０日（星期三） 

 ※ 星期六、星期日及祝日展馆休息 

● 地 点：利再来馆展示会场（第二清扫中

心）  

※ 可以在南越清扫 

组合的网页上浏览到 

部分展示品。 
 

● 抽选结果发表： 

１１月２２日（星期五）※ 

由电话通知抽中者。 

● 领取期间：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一）～

１１月３０日（星期六） 

 ※ 不负责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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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17日去武生中央公园，AW-Iスポーツアリーナ吧！ 

也有运行公园的大型游具。通票 1000日元 ※暴风雨天中止活动。 

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   多文化交流フェスティバル「和WAわ」 

通过舞台和展台，愉快地体验外国文化和日本文化。通过多文化圈让我们相互牵手吧！ 

也有对在日本生活时所需要的展柜。 
 

      11月17日（星期日）10:00～16:00   场所：AW-Iスポーツアリーナ サブ・アリーナ 

咨询处：国際交流協会 ☎0778-24-3389 
 

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募集文字壁板的提案！ 

募集可以在11月17日举办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当天使用的壁板上的文字提案的个

人或团体。想不想在50cm×50cm的和纸上，从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当中，选任意一

文字自由地进行描绘吗？ 

【主题】请以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为主题，自由愉快地进行构思。 

【应征资格】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个人或团体都可以进行应征。 

【应征内容】 

○ 请以多文化交流节「和WAわ」为中心进行构思。 

○ 必须是原创作品。不限任何绘画工具。纸张由举办方提供。 

○ 对于作品的构思，请添加说明。（任意格式） 

○ 作品将在11月17日（星期日）节日当天的开幕仪式上进行发放表。请尽量参加。 

○ 请直接将作品递交给国際交流協会。作品将会在同协会的主页上进行公布。 

【应征截止日】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以先到顺序受理 

【应 征 数】16文字中 将被选中哪个文字，会以先到顺序来决定。 

【其  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所有。 

【咨询 · 应征处】越前市国際交流協会 ☎0778-24-3389 

10. 秋のイベント情報 

全家健康展会 ～健康体验日～ 家族まるごとと健康フェア 
 咨询处：健康増進課 ☎0778-24-2221 

● 时 间：11月16日（星期六）9:00～15:00 

● 场所：AW-Iスポーツアリーナ 

● 内容： 特定健康检查 ・癌症检查 

※请随带受诊券·健康保险证和所需费用。 

受理时间 9:00-10:30   

※ 乳房·子宫颈癌的受理时间13:00-14:0 

※  胃·乳房·子宫颈癌的检查，需要预约。     

➢ 运动会场 

9:00-12:00 新运动体验 13:30-14:30 瑜伽（需携带浴巾） 

➢ 食品会场（数量有限） 

11:00  减盐猪肉汤试吃    

13:00  用越前市自产的食材制作而成的点心款待大家 

其他还有：巴西菜肴试吃，糕点出售    

➢ 面向儿童的工作体验会场: 护士，药剂师，牙科技工的工

作体验 

➢ 健康会场  ・骨密度测定，肌肤年龄的测试等 

▪ 液体奶粉，减盐食品，低热能食品，看护食品试吃 

 （例如：流食，易嚼碎的食品） 

越前市食物的感谢节   
まるごと食の感謝祭 

咨询处：農政課 ☎0778-22-3009 
 

收获的秋季。越前市时令蔬菜和 

加工食品、当地美食大集合！ 
 

● 时间：11月16日(星期六)・17日

(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4点 

● 场所：武生中央公園 
 

出售当地的产品等、试吃・款待、 

有关于食品展示・ 

体验、食品与农作物的

体验、特别贩卖・展示 
 

【特设舞台】免费观赏 

・ 面包超人(アンパンマン)舞台剧： 

  11月16日（星期六）  

   ①11:15～ ②14:30～ 

・ 辺見マリ的歌谣秀场： 

  11月17日（星期日）①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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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花筐红叶节 かきょうもみじまつり2019 

去花筐公园，参加红叶节吗？ 

夜晚，会对在池塘畔的红叶进行夜间照明。 

● 期间/ 11月3日（星期日・节假日）～17日（星期日） 

● 地点/ 花筐公園（粟田部町） 

● 内容（11月3日）／开幕仪式 下午1点半 

▪ 南越中学吹奏乐部的演奏 

▪ 花筐儿童太鼓表演 

▪ 池塘畔的夜间照明（11月3日～24日 下午6点～9点）

问询/花筐自治振兴会 ☎0778-42-3710 

10. 秋のイベント情報 

  

 第29届武商百货 第29回武商デパート 

举办从进货销售

至会计，都由全

校学生进行的

「武商百货」。

出售蔬果和蛋糕

以外，有幸运大

抽奖和茶会，也

有武生工业高等学校的迷你铁道。 

● 时间／10月27日（星期日） 

             上午9点半～下午3点 

● 地点・咨询处 / 武生商業高校  

                ☎0778-22-2630 

昭和新娘行列 昭和の花嫁行列 

与越前市有缘的新郎新娘将会在市的传统产品之

一的“越前箪笥（衣柜）”的陪伴下，同行在市

中心街道，并且在藏の辻举行“人前婚礼”。  

时间／10月27日（星期日）12点半～15点 

● 地点／【游行路线】タンス町通り～善光寺

通り商店街～総社通り商店街～総社大神宮

～寺町通り～蔵の辻 

    【婚礼举行地点】蔵の辻 

● 咨询处／まちづくり武生（株） 

          ☎0778-25-6802 

越前市迷你世界杯 室内足球交流大会 
越前市ミニワールドカップ フットサル交流大会 

咨询处：市民協働課 ☎0778-22-3293 
 

预定有日本人、巴西人、越南人的队伍加入。 

请前来加油助威！ 
 

时 间：11月17日（星期日）9:00～16:10 

场 所：AW-Iスポーツアリーナ メインアリーナ 

【关西文化日】免费入馆  
【関西文化の日】入館料が無料 

 以下设施的入场费免费： 

● 武生公会纪念馆 ☎0778-21-3900 

  时间：11月4日（星期一・调休）  
 

● 纸文化博物馆 ·卯立工艺馆  ☎0778-42-0016 

 时间：11月16日（星期六）・17日（星期日） 
 

● 「ちひろの生まれた家」纪念馆 ☎0778-66-7112 

 时间：11月16日（星期六）・17日（星期日） 

  秋季，请注意熊的出没   11. 秋の熊に注意して下さい 

◆如遭遇到熊时 
① 不要激怒熊，悄然离开。 

② 不要靠近幼熊。母熊有可能就在附近。 

③ 被熊袭击时，请趴在地上，护住头和脖子。 

◆靠山居住村落的注意点 
① 不要在房子附近堆放、扔垃圾。 

② 及早收获村落中的柿子、栗子等的果实。 

③ 汽油等挥发性气体，不要存放在家中及车库内。

(熊喜好有气味的东西) 

秋季，是熊为冬眠作准备而频繁活动的时期。県内各地接到多

数有关熊出没及目击到熊的情报。在室外活动时，请注意以下

几点。 

◆为了避免遭遇到熊 
① 熊在早上和夜晚活动频繁。不要去预测有熊出没的场所。

另外，即使是在亮处步行，也要十分警戒周围的动静。 

② 不要靠近树洞及岩洞。熊有可能潜伏在那里。 

③ 步行时，发出铃声或大声说话。以便让熊查知人的存在，

来回避危险。 

④ 将垃圾及吃剩的食物带回。食物的气味，会成为诱发熊出

没的原因。 

如目击到熊，请联络∶ 

・農林整備課 ☎0778-22-3008 

・越前警察署 ☎0778-24-0110 

  武生菊花人偶，已经去看了吗？ 

代表越前市秋季的

“武生菊人偶”，举办

至11月4日。有美丽的

菊花和各种各样的活

动，期待您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