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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395人 
 其中外国人 4,705人 
 (其中,中国人   209人) 
 

※市总人口为５月１日现在、外国人口为６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１．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の取得について 

怎样取得个人编号卡 
取得个人编号卡，从申请到领取将近需要大约一个

半月的时间。想拥有个人编号卡的人，请尽早办理

手续。 
 

给准备交付个人编号卡的人，邮寄通知书。请在收

到通知书后，在希望领取日之前进行电话预约。 
 

 

２．市営墓地の使用者を募集します 

募集市营墓地使用者 
※ 初始使费用：一个区域在24万日元至48万日元 

▪ 对象／拥有本市居民票，能在3年内建坟者（每个

家庭仅限1人） 

※ 申请人数多时，由抽签来进行决定。 

※ 已经在使用市营墓地者和正在使用市营墓地者家

庭的其他成员不能进行申请。 

▪ 申请场所／窓口サービス課或今立総合支所市民
福祉課（除星期六·日，节假日以外） 

▪ 所需携带／印章（认可印），身份证明（例如：

驾驶证等） 

▪ 申请截止／7月22日（星期三）１７：００ 

▪ 抽签会／预定在7月30日（星期四）１９：００ 

※ 抽签会场，将会在申请时进行说明。 

※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抽奖活动可能会延期。 

1.2的咨询窗处／窓口サービス課 ☎0778-22-3001 

３．児童手当の現況届はお早めに 

请尽早提交儿童补贴现状申请表 
我们会在6月中旬给符合条件的居民邮寄通知。收到

后请确认内附指南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现状申请表及

所需资料。请大家一定注意，忘提交的话、6月份开

始发放的儿童补贴将被停发。 

▪ 提交期限／6月30日（星期二） 

▪ 提交方法／请将需要递交的资料 

放入回信用信封内邮寄。 
※ 也可以使用个人编号卡进行电子申请。 
 

 

４．子ども医療費助成対象を高校生まで拡充します 

儿童医疗补助对象将扩展到高中生 
从2020年10月份的医疗费开始，儿童医疗费的补助对

象将衍生至和高中学生相仿的年龄（将在年度末满18

岁的孩子）。正在工作的人和已婚的人，也属于儿童

医疗费补助对象。 

7月中旬将会给符合新的对象的人（孩子的家庭）发

送申请方法等相关的通知。请务必办理申请。 
 

3.4的咨询窗处／子ども福祉課 ☎0778-2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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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市サマフェス開催中止のお知らせ 

停止举办市盛夏节活动 
 

咨询处／市サマーフェスティバル実行委員会事務
局（市観光協会）☎0778-23-8900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考虑到前来参加活动的访

客和相关人员的安全，决定停止举办第１５届越

前市盛夏节。 

６・6月は環境月間です 

6月份是环保月 
目前，家庭垃圾大幅度的增加。因垃圾的增加，而导致收

集垃圾的时间和处理垃圾的成本的增加。让我们尽量努力

减少垃圾量吧。 

把杂纸分类再利用吧 

我们只要正确的把杂纸分类的话，就能使其成为再生资

源。可燃垃圾扔弃前，请重新确认一下是否含有可以再生

的资源。 

▪ 可以作为杂纸进行扔弃的／ 

 包装纸、糕点或放纸巾的空盒、小册子和海报、纸袋 

▪ 不可以作为杂纸进行扔弃的／ 

防水加工的纸（如：纸杯和冰杯）、沾有污渍的纸、
照片、收据等热敏纸 
 

７．金属類・電気製品の拠点回収 

实施金属类・电器制品的免费据点回收 
之前为防新冠疫情扩大，中止了金属类・电气制品的据点

回收。7月份将恢复据点回收，时间如下。可以想象当天

会非常混乱，请在时间充裕的时候过来。 

▪ 时 间／7月5日(星期日)９：００～１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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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后进行扔弃。 

6.7的咨询处／環境政策課 ☎0778-22-5342 

 

８．再生品を提供します 

提供再生品 
咨询处／利再来館（りさいくるかん）☎0778-28-1390  

● 时 间／7月2日（星期四）～20日（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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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星期三）  

※ 由电话通知抽中者。 

● 领取期间／7月27日（星期一）～31日（星期五）   

※ 不负责邮送。 

５．DVのお悩み、ひとりで抱えていませんか？ 

您是否在孤独的忍受家暴的苦恼 

咨询处／DV相談＋(プラス ☎0120-279-889(24小时受理) 
 

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家暴等问题呈增加的趋势备受关注，为了让 

家暴受害人安心寻求咨询，我们采取以SNS的方式为您提供咨询，陪同 

援助，庇护安置等支援服务。您可以用中文咨询。 

※请扫描右边的二维码，进入邮件和对话框的咨询页面。 

１０．「刃物の里」からのお知らせ 

来自「刀具之乡」的通知 

池上町48-6-1 ☎0778-22-1241 

■ 咚咚锵锵教室 

在这儿您可以体验越前刀具传统技术的同时、还可

以顺便做一把自己专属的小刀。结束体验后，还可以

参观传统工艺师锻造刀具的现场技术表演。举办日期

和时间，请在报名时进行咨询。大约需要3小时。 

▪ 时间／希望预约日期能定在每

月的20日至月末期间 

▪ 对象／小学生以上 

▪ 名额／10人（需申请） 

▪ 参加费／１把2,000日元（每人
只限１把） 

▪ 申请截至日／每月15日 
 

■ 现场烹饪「多吃点夏季蔬菜吧」 

用西红柿和黄瓜进行烹饪。 
▪ 时间／7月4日(星期六) １０：３０～１３：３０ 

▪ 讲师／料理研究家 出仓 弘子氏 

▪ 名额／10人(需申请) 

▪ 参加费／500日元(同伴的孩子免费) 
 

■ 「手工研磨」教室 
向传统工艺师学习如何磨刀，大家可以自带菜刀。所

需时间约３０分钟。 

▪ 时间／7月11日(星期六)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 讲师／传统工艺师 黑骑 真氏 

▪ 参加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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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越前市コロナに負けない地域応援商品券について 

关于越前市不输新冠肺炎本地支援消费券 
 

越前市为保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

受打击的本地经济，呼吁市民们积极

参与消费并为此发行20%的增值消费

券，定名为「越前市不输新冠肺炎本

地支援消费券」。 

※ 消费券购买凭证的明信片如有遗失，

不予补发。 

   消费券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 咨询处／越前市不输新冠肺炎本地支援消费券发         

行事业推进协会（越前市产业政策课内） 

（〒915-8530）越前市府中一丁目13-7   

☎0778-22-3047 FAX：0778-22-5167 
 

商品券内容 1套：1,000日元券×12张 

销售对象 越前市民 

销售金额 1套：1万日元 

购买方式 

会事先给每户邮寄增值消费券购买凭证明信片。 

到时，请携带明信片到指定地点购买消费券。 

※每个家庭限购3套。 

销售期间 7月19日（星期日）～8月31日（星期一） 

销售地点 

7月19日（星期日）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在以下地点有售： 

越前市AW-Iスポーツアリーナ、丹南综合公园体育馆、武生商工会议

所、あいぱーく今立 

7月20日（星期一）开始在下列地点也设销售点 

市内21个邮局（不包括简易邮局：北日野简易邮局，武生安养寺简易邮

局，南中山简易邮局）、市政府一楼的收纳窗口 

使用期间 7月19日（星期日）～11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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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健康信息 １２．今月の健康情報 

咨询处／健康増進課 ☎0778－24－2221 

 
 

蚊からうつる感染症を予防しましょう 

预防由蚊子传播感染症 
从现在开始到秋天这期间，在户外活动时，会增加

被蚊子叮咬的机会。从海外带入国内的登革热等传

染病，是由蚊子进行传播的，因此为了预防被传

染，避免被蚊子叮咬非常重要。 

■ 预防对策／ 

①  要防止蚊子繁殖 

● 清除积水以防蚊子幼虫的生成 

● 供洒水用的蓄水要定期更换并清扫蓄水场所 

● 修剪通风不好的灌木丛和杂草，让蚊子无处可居 

② 要防止被蚊子叮咬 

● 到户外时穿长袖长裤 

● 使用防蚊喷剂 

● 安装纱窗纱门以防蚊虫进入室内 

食中毒に気を付けましょう 

请留心别食物中毒 
要想预防食物中毒，就要遵守: 

①不让食品沾染病菌 

②不让已附着的细菌繁殖 

③杀菌 

其次，从梅雨季节到夏季这段时期、

由于持续高温多湿易于细菌繁殖、 

烹饪后要尽早食用。 

 

熱中症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请注意预防中暑！ 
戴口罩对预防新冠肺炎疫情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

高温和高湿度时佩戴口罩的话，担心容易中暑。做好预防

新冠肺炎和预防中暑的措施，健康的度过炎热的季节。 
▪ 调整温度和换气 
・不要勉强的节省电费、请打开空调。 

・请打开窗户和风扇进行换气。 

・请使用遮阳伞和帽子，保持在阴影下的状态吧。 

・请穿着通气性好，吸湿性强・速干 
  面料的衣服。 

▪ 请适当的摘除口罩 

佩戴口罩时，请尽量避开剧烈运动。

在屋外时，可以确保与他人保持一定

距离（2米以上）时，请摘除口罩。 

▪ 频繁的补充水分和盐分 

佩戴口罩后不易感觉到口渴。请在口渴前频繁的进行补

充水分。出汗多时，补充盐分等（矿物质）也很重要。 

▪ 请从平时进行健康管理 

身体出现不适便很容易中暑，请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和均衡的饮食。 

おうちトレーニング動画を配信しています 

提供家庭锻炼视频 
为避免感染新冠肺炎，市民们增加了呆在家里的时

间，减少了运动的机会。为支援（保持）市民们的

身体健康，正在制作介绍在家也可以简单地完成的

体操和锻炼的视频。这次也制作了由本市出生的击

剑・重剑选手佐藤希望的视频。可以在越前市网站

上进行观看。另外，由本市出生的击剑・重剑选手

见延和靖的视频，可以在县网站上进行观看。 

１３．図書館の利用について 

关于图书馆的利用 
咨询处／中央図書館 ☎0778-22-0354 

    今立図書館 ☎0778-43-0229 

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图书馆内，有一部份受

到限制。另外，实施了在柜台窗口处设置了防止唾

沫传染用的隔离膜等措施。 

【受限制的服务】 

▪ DVD视听角的利用 

▪ 学習支援室、研究個室、聊天房间等的利用 

▪ 阅读报纸・电脑使用（都设有时间限制） 

※也有可能变更受限制的服务内容。 

详情请参阅图书馆主页或请向图书馆进行咨询。 

【要求用户】 

▪ 出现发热或咳嗽等感冒症状的人，请勿入馆。 

▪ 入馆时请佩戴口罩，在入口处用酒精
消毒双手。 

▪ 请不要超过停留1小时。 

▪ 请与其他用户保持一定的距离。 
 
 

１４．教科書展示会を開催します 

举办教科书展览会 
咨询处／教育振興課  ☎0778-22-7452 

展览会将展出2020（令和2）年度中小学的教科书。 

● 展示期间／至７月９日（星期四）为止 

※ 中央图书馆休馆日不展出。（休馆日：每周星期一和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 展示会场／越前市中央図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