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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3029人 
 其中外国人  4268人 
 (其中,中国人   243人) 
 

※市总人口为３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４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1. 小中学生の学用品費などの援助 

2. 年金保険料の学生納付特例制度 

3. ひとり親家庭などの助成制度のお知らせ 

4. 2019度がん検診、子どもの予防接種 

5. お茶を楽しむイベント 

6. ＧＷおでかけ情報 

7. 大型連休中の業務と施設のお知らせ 

8. 市多文化共生推進プランを策定 

9. ＰＭ2.5と光化学スモッグの情報について 

 
网址 

年金保险费的「学生交纳特例制度」 

  2. 年金保険料の「学生納付特例制度」 
 

缴纳年金保险费有困难的20岁以上的学生，如办理手续， 

可以延缓缴纳年金保险费。并且，即使在延缓缴纳期间后，

10年以内也可追溯补缴保险费。 
 

 ■ 申请时所需材料／学生证复印件或在学证明书，印章，

个人编好号码，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可以申请追溯至2年一个月以前。具体内容，请咨询。 
  改定国民年金保险费金额 月额16410日元 

（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份） 
※改定前为16340日元 

 

申请／咨询处：保险年金課 ☎0778-22-3002 

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用品费及午餐费等提供援助 

1. 小中学生の学生用品や給食費などの援助 
 

▪ 对象者（符和以下其中的某个条件）： 

① 平成31年度市民税为非课税或只交纳均等割额课税

家庭的人 

② 领受儿童扶养补贴（児童扶養手当）的人 

③ 教育委员会认可的，与以上①和②困窘程度相当的人  

▪ 申请方法：学校发给的「就学援助费受给申请書」。

填上必要事项后,交给所在的学校。 
 

※可受理年度途中的申请。从被认定时开始支付。 
 

咨询处：教育振興課 ☎0778-22-7452 

1. 为中小生的学习用品费及午餐费等提供援助  

2. 年金保险费的「学生交纳特例制度」 

3. 单亲家庭补助制度等  

4. 2019年度的癌症检查、儿童的预防接种 

5. 举办愉快饮茶活动 

6. 黄金周出行指南 

7. 连休期间的业务及各设施使用通知 

8. 市府制定了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9. 请注意ＰＭ2.5及光化学雾霾 

单亲家庭补助制度等    3. ひとり親家庭の助成制度 

向单亲家庭，补助一部分利用金额 

对象项目 补助额（上限） 对象（符合以下任何一项） 

生病儿童・ 

康复儿童保育 
2000日元／天 

①领取儿童抚养补贴的家庭 

②领取单亲家庭等医疗费补助的家庭 

③市民税非课税家庭 

④低保家庭（生活保護） 下课后儿童俱乐部 2500日元／月 

高中生的通学交通费

（定期票） 

10000日元／月 

※交通费的一半

由本人负担。 

符合以上①～③或仅课税 

市民税均等额的家庭 

※下课后儿童俱乐部与高中生的定期上学费的补助。需进行认定申请。 

 申请期间为5月20日（星期一）～6月19日（星期三）。 

以单亲家庭的儿童为对象的 

学习支援事业的指南 
时间／每周星期二或星期三 

      下午7点～8点半 

地址／ハート・フル・たけふ 

对象／儿童抚养补贴领取家庭等，能有

父母陪同至会场的家庭的小学4年

级学生至中学3年级学生 

内容／学校作业和校内学习后的复习等。 

名额／30人    ※需提前预约。 

申请・咨询处：子ども福祉課 

☎0778-22-3006 或子ども子育て総合

相談室 ☎0778-22-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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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预防接种  子どもの予防接種  请向预防接种指定医疗机构提前在预约日前一天为止进行预约。 

孩子的预防接种   3月下旬进行通知或寄送予診票。 

 预防接种的种类与对象／・麻疹风疹混合疫苗(MR2期)：预定上小学的儿童(2013年4月2日～2014年4月1日出生的)   

・两种（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小学六年级学生（2007年4月2日～2008年4月1日出生的） 

  ■ 需携带物品／予防接種予診票、母子健康手帳     ■ 费用／免费 

各流合同華展とお茶会 

各流联合花展与茶话会  
 

● 地址／SIPY２階 シピィホール 

● 时间／ 

花展    5月11日（星期六）、 

           12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5点  

         （12日下午4点半结束） 

茶话会  5月11日（星期六）、 

           12日（星期日） 

   上午10点～下午4点 

 

咨询处／市華道茶道連盟  

☎0778-22-0121（田野） 

2019年度癌症检查开始了  4. 2019年度がん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癌症检查的实施期间】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 
 

场所／集団健診会場或医疗机构 ※也可以在其他市的医疗机关就诊。详情请查阅市网页或是咨询各自常就医的 

 大夫。（前列腺癌・肝炎病毒・幽门螺旋杆菌检查只限于市内医疗机关） 

 

就诊时需要就诊券。癌症筛查就诊券需要自己申请，请需要的市民利用电话或是市网页的电子申请来获取。但是，

国民健康保险・后期老龄医疗保险的加入者以及特定年龄的人4月中旬会为您邮寄就诊券，所以不需要申请。 
 

【癌症检查的对象者】 《癌症检查的对象者》※年龄：2020年4月1日满周岁者。 

问询处：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检查的项目 对象者 内容等 
检查地点 

自费金额 
符合年龄 

 （免费对象者） 医院 集体检查 

大肠癌 40岁以上  ※1 便潜血检查（2回法） ○ ○ 500日元 

41・46・51・56・ 

61岁，65岁以上 

肺  癌 40岁以上  ※1 胸部X光线检查 ○ ○ 500日元 

(咳痰检查) 有吸烟史等符合条件的人 痰的细胞诊疗 ※3 ○ ○ 免费 

乳 癌 
40岁以上的女性（去年没

有接受检查的人） 
乳房专用X光线检查 ○ ○ 1,000日元 

胃  癌 
50岁以上（去年没有接受
检查的人）※2 

上部消化管造影检查 ※4 ○ ○ 1,000日元 
65岁以上 

胃镜检查 ※4 ○ × 2,000日元 

宫颈癌 
20岁以上的女性（去年没

有接受检查的人） 
视诊，子宫口的细胞诊察 ○ ○ 1,000日元 

21・26・31・36岁，

65岁以上 

前列腺癌 50～69岁的男性 血液检查 ○※5 ○ 500日元  65岁～69岁 

肝炎病毒 40岁以上 血液检查 ○※5 ○ 500日元 - 

幽门螺杆菌检查 20～75岁 血液检查 ○※5 ○ 1,000日元 - 

5.    お茶のイベント（お茶摘み・茶もみ・お茶の入れ方講座など） 

举办愉快饮茶活动采茶・揉茶・浸茶的讲座 

▪ 时间／5月19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正午 

▪ 地点／味真野苑旧谷口家茶園   ・名额／先到40人 

▪ 参加费用／500日元（茶点费） 

▪ 咨询处／味真野公民館 ☎0778-27-1926 
 

越前茶嘉年华・荞麦面节在味真野 

▪ 时间／5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下午4点 

● 越前茶嘉年华的地点／万葉菊花園 

内容／品茶猜茶游戏（5个品种的茶）茶歌舞伎，怎样浸泡会好

喝的泡茶方法，台湾茶和中国茶的茶座。 

※各种体验所需时间为20至30分钟（参加费500日元起）。 

● 荞麦面节的地点／万葉の里恋のパワースポット 

   内容／会准备以荞麦与茶为中心的美味料理。 
 

咨询处／万葉菊花園 ☎0778-27-7800 

※1 39岁以下者也可以在集団健診会場接受就诊。请事前向健康増進課进行联系。 

※2  49岁以下者也可以在集団健診会場接受透视检查。请事前向健康増進課进行联系。 

※3  将起床后的痰液装入容器内邮寄给医疗机关检查有无癌细胞，还需要拍胸部X光片。※4 希望受诊者请接受检查。※5 仅限市内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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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ＧＷおでかけ情報 

式部和紫藤节 式部とふじまつり 

５月３日（星期五/节假日）下午1点～4点  

▪ 会场／紫式部公園（東千福町20） 

年初举办以源氏物语为主题的活动有很多（很丰

盛）。源氏物语音乐会（雅乐，古筝曲，舞蹈，民

谣，现代语朗诵「源氏物语」等其他） 

紫式部茶会 200日元 

▪ 咨询处／市観光協会 ☎0778-23-8900 

 

 味真野万叶节   あじまの万葉まつり 

５月３日(星期五・节假日)，４日(星期六・节假日) 

上午10点～ 

▪ 会场／万葉の里味真野苑（余川町55-1） 

  5/3 万叶大茶会（200日元）上午10点 

   舞台表演等   

  5/4 万叶大火锅 上午11点, 万叶游行 上午11点半 

      舞台表演等 

▪ 咨询处／味真野観光協会 ☎0778-27-7800 
 

神和纸之祭  神と紙のまつり 

５月３日(星期五・节假日)～ ５月５日(星期日・节

假日) 上午９点～下午４点 

▪ 会场／岡太神社・大瀧神社、越前和紙の里パピル
ス馆前（新在家町8-44） 

▪ 内容／ 5月3日 ・よさこい大汇演 上午11点半 

           ・武生东高中的吹奏表演 下午2点 

    5月4日 ・书法表演 上午10点 

       5月5日 ・纸飞机大会 下午1点 

▪ 咨询处／神と紙のまつり实行委员会 ☎0778-43-

0875 
 

无需自备即可烧烤  手ぶらでバーベキュー 

※ 需要事前预约。费用等详情请垂询我们。 

▪ 咨询・受理处／はぐもぐ☎080-1960-8244 

▪ 期间：4月27日（星期六）～5月6日（星期一・调

休），5月～6月的周末上午9点～下午4点（最终受

理时间为下午2点） 

▪ 会场／多目的グラウンド北側休憩所 

武生中央公园迎春节 武生中央公園春まつり  

下述期间中，武生中央公园将运营大型游乐设施(收

费) : 大览车・海盗船・单轨电车・旋转木马・飞转

飞机 

＊ 黄金周的4月27日～5月6日（每天运营） 

＊ 5月11日～6月30日（周末运营） 

 

儿童节 ちびっこフェスティバル 

５月４日(星期六・节假日)，５日(星期日・节假日) 

上午10点～下午4点半 

▪ 会场／武生中央公園（下雨天变更为AW-I运动场） 

请利用大型游具和きくりんふぁふぁ尽情玩耍吧♪ 

也有舞台发表和各种玩乐场所。 

▪ 咨询处／子ども福祉課☎0778-22-3006 

 

再见平成 「儿童游乐王国」子どもわんぱく王国 

大型气垫游乐设施（收费）、各县市的当地美食节、

面向孩子的手工制作等 

▪ 期间：4月27日(星期六)～4月30日(星期二・假日)

上午10点～下午5点, 5月1日（星期三・节假日）

上午10点～下午4点 

♪巨型充气游具来啦！(收费) 举办外地美食节！ 

还有面向儿童的手工制作♪ 

 

はぐもぐ咖啡馆    はぐもぐカフェ 

可以在此享用以本地食材为主的美食 

▪ 期间：5月2日(星期四・假日)，3日(星期五・节假

日)，6日(星期一・调休)，11日(星期六)，12日

(星期日)上午10点～ 

▪ 咨询处／はぐもぐ☎080-1960-8244 (武生中央公

園内) 

享乐2019越前地球日  アースディえちぜん2019開催 

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体验・实验角、地产地消（本地生产供本地消费）食物、 

甜品出售、环境活动介绍等有很多愉快的活动。 

  让我们边吃和体验边思考优化绿化生活吧。 

●时间／5月12日（星期日）上午10点～下午4点 

●地址／あいぱーく今立およびいまだて芸術館 

●内容／・Ｔ恤环保袋制作・使用本县所生产的材料，进

行工匠体验・能源实验角・地产地消食物・甜点出售・

环境活动介绍    

 推荐活动「儿童交换服装会」こども服交換会  

请在当天将孩子穿不了的衣服拿来会场，可以交

换孩子们自己喜欢的衣服。孩子的衣服也有事先

进行受理。请将衣服拿去環境政策課。 

●携带衣服的尺寸／80ｃｍ～120ｃｍ 

●携带衣服件数／限每人5件 

＊ 1件衣服可以以100日元进行购买。 

＊ 请携带清洗后没有掉钮扣或拉链等损坏的衣

服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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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制定了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8.  市多文化共生推進プランを策定 

 

 

市府本着「各国的在住市民相互认知，相互

维护，热爱乡土，共同创建宜居城市 越前

市」的基本理念，制定了「越前市多元文化

共生推进计划」。 

本计划的中文版本，已登载在市政府网页供

大家查阅。 
 

咨询处／市民協働課 ☎0778-22-3293 

连休期间的业务及各设施使用通知  7.  大型連休中の業務と施設のお知らせ 
因天皇即位日定为公休日，随此决定从4月27日到5月6日连放10天假。 

此期间的垃圾收集及市民公交，户籍登记等业务，以及市内各设施的开馆状况，公休日诊疗值日医生等等， 

通知与大家。详情已登载在市府网页供大家查阅。 

福井県 大気汚染情報 

请注意ＰＭ2.5及光化学雾霾 9.PM2.5と光化学スモッグに注意 
 

初春，ＰＭ2.5的浓度容易上升，也容易发生光化学烟雾。 

■ＰＭ2.5的注意唤起／ 

县内发布注意唤起的当天，请尽量避免外出。有呼吸器、  

循环器疾病的人或儿童、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关于雾霾的注意警报等／   

县内发布注意唤起的当天，请避免外出，待在室内并关闭

窗户。另外，如眼睛及咽喉感受到刺激时，请清洗眼睛及

漱口。根据症状，接受医生的诊察。 

                       请注意确认県・市发布的信息    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