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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363人 
 其中外国人  4521人 
 (其中,中国人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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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ひとり親家庭の助成制度 

2. 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学生納付特例制度 

3.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について 

4. 国民健康保険税を改定します 

5. 後期高齢者医療制度の保険料が変わります 

6. 小中学生の学用品費などを援助します 

7. ラジコンヘリコプターを使用した病害虫防除 

8. PM2.5と光化学スモッグに注意 

9. 2020年度がん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10. 日本語教室休止のお知らせ 

 
网址 

1. 单亲家庭补助制度等 

2. 学生缴纳国民年金保险特例制度 

3. 写给各位市民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对策 

4. 修订国民健康保险的税率 

5. 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保险费率有调整 

6. 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用品费等提供援助 

7. 通过遥控直升飞机进行防除害虫作业 

8. 请注意ＰＭ2.5及光化学雾霾 

9. 2020年度癌症检查开始了 

10. 日语教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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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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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与高中生通学定期票的补助。

需进行认定申请。  

＊ 申请期间：为5月18日（星期一）～6月17日（星期三） 

学生缴纳国民年金保险特例制度 
2. 国民年金保険料の学生納付特例制度 

问询处／保险年金课 ☎0778-22-3002 
 

20岁以上的学生只要办理申请手续，可以暂缓缴纳保险

费。其次，申请手续认可期间在10年以内的，可以追缴

保险费。追缴的年限，与全额缴纳保险费的相同对待。 
 

■申请需提交／ 

学生证(复印件)或在学证明（需要2020年4月1日以后

发行的） 

＊ 申请以前的会计年度部分时（从申请时起算截至到2

年1个月前的月份），请提交学生证(复印件)或在学

证明。 

■2020年度的国民年金保险费将被修改。 

   修改后／月额 16540日元 

 （修改前／月额 16410日元） 

 

问询处／武生年金事务所 ☎0778-23-1126 

单亲家庭补助制度等     
1. ひとり親家庭の助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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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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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对策 
3.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について 

咨询处／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请市民们在充分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同时， 

保持冷静。 

(这是截止到3月26日的信息，最新信息请参阅市政官网。) 

----------------------------------------- 

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事项 
 

1. 勤洗手 

外出到家时、做料理前后以及饭前要

用香皂认真细致的洗手。使用手指消

毒酒精消毒也有效。 
 

2. 咳嗽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请使用口罩或抽纸・手绢・衣袖等遮

住嘴及鼻子。因为用手遮挡有可能会通过门把手传染给

别人，所以不得已时用手遮挡过后请尽快洗手。 
 

3. 平时的健康管理 

从平时开始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以及均

衡的饮食，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4. 避开密闭空间・密集人群・密切

接触 

请避开通风差、人流密集空间的团体

聚会。尤其是老年人及常年有病的人

更要注意。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咨询及就诊标准 

1.  咨询・就诊前注意事项: 

  ・有发烧等感冒症状时，请不要去上学,上班，不要外

出。 

・有发烧等感冒症状时，要每天测体温并做记录。 

2. 向归国者・接触者咨询中心联系咨询的标准 

● 有符合下述任一项的人 

 ・有感冒症状或37.5°以上发烧持续4天以上

时（包含需持续服用退烧药的情况） 

・有强烈倦怠感或自觉呼吸困难时 

● 下述各项因极易重症化、有感冒症状或

37.5°以上发烧持续2天以上时，请与归国

者・接触者咨询中心联系咨询 

・老年人 

・有糖尿病、心力衰竭、呼吸系统疾病（COPD等）

基础疾病及在透析的人 

・使用免疫抑制剂及抗癌剂的人 

・孕妇 

※关于小儿、目前还没有易重症化的报告。其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症、请按参考标准处理。 

---------------------------------------- 

如果觉得有感染的可能性时，请电话联系我们 

就近的归国者・接触者咨询中心 

（丹南健康福祉中心） 

☎ 0778-51-0034 时间／24小时对应 

※公休日及夜间的话、拨通后会有语音提示值机手机

号，挂断电话后请拨打语音提示的手机号码。 

————————————————————- 

※ 要去医疗机构就诊前，请事先与医疗机构电话联

系后再去。 

＝＝＝＝＝＝＝＝＝＝＝＝＝＝＝＝＝＝ 

◆ 一般的咨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预防或

健康咨询）: 市府电话咨询窗口（健康增进课）

☎0778-24-2221 

时间／上午8点半～下午5点15分 

     （星期六・日、祝日也实施） 

◆ 厚生劳动省咨询窗口 ☎0120-565653（免费电

话） 

时间／上午9点～晚9点（含星期六・日、祝日） 

※听觉障碍者请使用传真联系 FAX 03-3595-2756 

＝＝＝＝＝＝＝＝＝＝＝＝＝＝＝＝＝＝ 

其他关联信息 

◆ 厚生劳动省官网 

「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症（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について）」厚生劳动省发布的通知以及日本国内

新冠肺炎的现状，政府对策问答（Q&A）等等都可

以在此查阅到。 

◆ 下述市政官网的专页可以查到市府发布的通知、

公共设施的运营状况以及各种活动的中止或延期

通知「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症的通知（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するお知らせ）」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致福井县⺠ 县⺠⾏动指南Ver２ 
 

继4月7日表示“面临即将宣布紧急事态宣言的状况”

后，县内感染还在持续增加，医疗机关也发⽣了院

内感染，出现预想外的状况。为防止传染扩散，保

护县⺠的⽣命和健康，请县⺠们到５月６日（星期

三）为止，协助做到以下几点。 
 

1. 不必要不紧急的情况下，不要外出、会⾯、

聚餐 

2. 严格贯彻预防感染措施 

3. 请不要“制造”或“接近”感染风险高的密闭·

密集·密切接触场合 

4. 严格贯彻工作场合预防感染措施 

5. 去医疗机关就诊前请先打电话咨询 

6. 请协助我们保护县内医疗正常运转 

7. 请不要与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地区或其他县

往来 

8. 请冷静⾏动，不要囤积物资 

9. 严格保护⼈权·个⼈信息 
 

2020年4月14日 福井县知事 杉本 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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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国民健康保险的税率  
        4. 国民健康保険税を改定します 
     

                                       

 

 

 

 

 

 
本市的国民健康保险，因保险人员中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加之医疗高标准化，人均医疗费持续增长。如果现状不变

的话，估计2020年度以后会产生1亿日元以上的赤字，迫于此本市不得不调高国保税率。 

保险税是由大家花费的医疗费来决定的，且每2年会重新评估一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管理以及医疗机构的合理

就诊都可以起到抑制保险税增税的作用。望大家理解与支持。 

  医疗部分 后期高龄者补贴金部分 看护缴付金部分 合   计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前 修订后 

所得比率 6.3% 6.7% 2.2% 2.6% 2.2% 2.2% 10.7% 11.5% 

资产比率 13.0% 13.0% 3.5% 0.0% 3.5% 0.0% 20.0% 13.0% 

人均摊费 26,700日元 26,700日元 6,000日元 10,000日元 9,000日元 11,000日元 41,700日元 47,700日元 

户均摊费 23,400日元 23,400日元 6,000日元 6,000日元 6,000日元 6,000日元 35,400日元 35,400日元 

问询处／保险年金课 ☎0778-22-3002 

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用品费等提供援助 
6. 小中学生の学用品費などを援助します 

咨询处／教育振興課 ☎0778-22-7452 
 

◆ 对象者（符和以下任何一个条件 ）／ 

① 令和2年度市民税为非课税或只交纳均等割额课税

家庭的人 

② 领取儿童扶养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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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保险费率有调整  

5. 後期高齢者医療制度の保険料が変わります 

问询处／保险年金课 ☎0778-22-3002 
 

因医疗费及老年人负担率的增加， 

保险费率需要调整。 

● 保险费率调整为 

▪ 所得分配率／8.90% 

   （修订前 8.10%） 

▪ 均等分配额／47800日元

（修订前 45000日元） 

▪ 年征收上限额为／64万日元（改定前62万日元） 

请注意ＰＭ2.5及光化学雾霾  
8. PM2.5と光化学スモッグに注意 

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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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遥控直升飞机进行防除害虫作业 
7. ラジコンヘリコプターを使用した病害虫防除 

 

大麦如果遭受到虫害，收量和品质会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4月中旬至下旬将进行防除作业。 
 

咨询处： 

 武生地区／防除実施本部 

（JA越前たけふ営農販売課内） 

   ☎0778-21-2608 

  今立地区／鯖江・今立地区防除協議会

（JA福井県東部ふれあいセンター生産

施設課内） ☎0778-51-8004 

福井県 大気汚染情報 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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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癌症检查开始了  9. 2020年度がん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癌症检查的实施期间】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2021年1月31日（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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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就诊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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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者】 ※下表中的年龄是指2021年4月1日的周岁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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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检查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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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75岁 血液检查 ○ ○※5 1,000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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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个接受检查。 ※5：仅限市内医疗机构。 

  日语教室的通知    
10. 日本語教室のお知らせ 

 

◆ 日语个别教学将预计从5月7日以后开课。但是，

根据疫情的严重性，也有可能再进行延期。 

仅对符合以下条件，并且严格遵守协会所规定的

预防新冠肺炎感染的必要条件的学生，可以正常

来教室学习。 

● 目前未出现感冒症状（如：咳嗽，流鼻涕，十分

疲惫，会吸困难），或是发烧至37.5度以上的人 

 

◆ 必须谨守以下条件。 

▪ 听课前后，请与老师一起进行双手消毒。 

▪ 在教室内，不与老师面对面，请与老师并列而坐。 

▪ 请尽量戴口罩，或与老师交谈时请用手帕或迷你方
巾遮口。 

▪ 发烧至37.5度以上或即使未发烧只出现感冒症状

时，也请与老师联系停课休息。 

 

＊ 4月・5月份的日语小组教学本协会决定继续停课。 

＊ 至于6月份的小组教学，本协会将根据疫情状况，

再另行通知。敬请关注本网页！ 

敬请理解并予以配合！ 
 

  申请・咨询处／ 越前市国际交流协会 

【Tel】0778-24-3389 【Email】info@e-i-a.jp 

中文咨询／Email outro@e₋i₋a.jp 

 【Facebook】EIA-Flash 

地址／越前市府中1丁目11－2 市民プラザたけふ内 

（アル・プラザ武生 3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