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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口普查开始了 国勢調査2020 

咨询处／国势调查越前市实施总部 ☎0078-22-3820 

          情报统计科 ☎0778-22-3061 
 

人口普查是不论国籍或年龄，至2020年10月1日当时，以

居住在日本的所有人为对象，进行5年一次的国家最重要

的统计调查。从9月中旬开始，调查员会对每户家庭进行

拜访，并分发调查资料。 

※为防止新冠肺炎感染，预定以非接触式方式进行调查。 

（详细内容，请参阅应用程序「Catalog Pocket（カタログポ

ケット）」上8月份的市广报第6页。） 
▪ 回答方法／①调查表（纸面）回答（仅限日语） 

② 网上回答：可以使用中文解答。无需提交调查用纸。 

答卷期限：9月14日（星期一）～10月7日（星期三） 

 

使用个人编号卡可以获取优惠积分的 

「个人编号卡积分事业」マイナポイント事業 
咨询处／情报统计科 ☎0778-22-3061 

 

拥有个人编号卡的人，使用无现金支付服务。从9月1日

开始时至2021年3月末，进行充值或购物时都将可以获得

其金额的25%（每人上限为5000日元）的积分。 

● 取得个人编号卡积分的步骤 

步骤1：领取个人编号卡 

步骤2：预约个人编号卡积分 

步骤3：申请个人编号卡积分（选择无现金支付服务） 

步骤4（9月份开始）：进行充值或购物，就能获得积分 

详情，请扫描右边的二维码进入总务省主页的「マイナポ

イント特設サイト」个人编号卡积分特设网查看。 

帮助您预约・申请个人编号卡积分 

● 受理地点／市政府3楼 情报统计科 

● 受理时间／平日营业时间 

● 需携带／个人编号卡（需提供四位数密码） 

※需要下载应用程序。 

（详细内容，请参阅应用程序「Catalog Pocket（カタログポ

ケット）」上8月份的市广报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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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内人口的通知】 
   总人口    82,512人 
 其中外国人 4,793人 
 (其中,中国人   210人) 
 

※７月１日现在的人数  
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的通知 

（2020年7月21日现在）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するお知らせ 
 

为防止第二波疫情被感染，还请大家继续保持出入洗

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等。 

「新生活方式」中预防中暑行动的要点 

特别要注意的是高龄者，儿童和残障人士。 

1. 避开炎热（调整室内温度、穿着凉爽透气的衣服） 

2. 需要经常摘除口罩（在高温高湿度等时候、与他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 

3. 请在口渴前补充水分（出汗多时，也别忘了补充

盐分） 

4. 请从平时开始健康管理（感到身体不适时，请在家

好好休息） 

5. 请时常运动，拥有不被炎热压垮的身体（补充水分

和营养、请在能力范围内进行运动） 

（详细内容，请参阅应用程序「Catalog Pocket(カタログポ

ケット）」上8月份的市广报第2页。) 
 

 

 

实施新冠肺炎传染病措施   

努力吸引观光游客的举措 
観光誘客促進のための取組み 

 

● 销售能在文化体验设施（制作荞麦面和和纸抄纸等）

中使用的优惠券。 

▪ 金额／1张300日元（可以作为500日元使用） 

▪ 销售期间／2020年7月21日～2021年1月31日 

▪ 可以使用的设施／请在市观光协会主页进行确认。 

● 销售出租车（打的）使用优惠券 

在指定的市内体验设施等的设施间运行的出租车，

可以以300日元乘坐1次的出租车使用券。 

▪ 销售期间／2020年7月21日～ ※满预算金额即止。 

▪ 由市観光・匠の技観光案内所（センチュリープラザ

１楼）和各文化体验设施等处进行销售。 

▪ 使用期间／2020年7月21日～9月30日 

▪ 详细信息，请参阅市观光协会主页。 

● 周游巴士运行 

活动实施日等，将运行活动会场与市观光设施等之间的

循环免费周游巴士。 

● 期间／2020年8月～2021年3月 

● 咨询处／观光交流推进科 ☎0778-22-7434  

           观光协会 ☎0778-2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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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儿童福祉科的通知 子ども福祉課からのお知らせ  
  咨询处 ☎0778-22-3006 

 

● 扩充保育费无偿化范围 

从9月份开始，将对年收入未满360万日元的家庭的2岁儿童

实行免费保育。无需办理手续。 

● 请别忘了儿童医疗费补助的认定申请 

符合对象已扩展到与高中三年级学生相当的年龄段的孩子。

将会给成为新对象的家庭邮寄申请书。请不要忘记申请。 

● 关于认定儿童园・保育院参观月 

9月份是作为认定儿童园・保育院共计24个园的参观月。
可以了解各园的教育・保育方针和内容以外，也可以进行

育儿咨询。希望参观的人请进行预约。 

※不举行历年开展的10月保育日。 

● 咨询・申请处／各认定儿童园・保育院 

● 时间／各园所指定时间 

 

 

来自健康增进科的通知 健康増進課からのお知らせ  
 咨询处 ☎0778-24-2221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40～74岁的人接受身体检查后，可以
领取县内的赞助店内使用的优惠券。 

※领取优惠券，也需要向市里申请。 

● 检查截止日期／至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为止 

● 优惠券申请截止日期／至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为止 
 

免费牙科检查 無料歯科健診を受けましょう   
 

符合就诊对象者将会收到就诊券（明信片）。去市内牙科

医院就诊需要预约。● 对象者／41岁・46岁・51岁・56

岁・61岁・66岁・71岁（2021年4月1日当时年齢） 

募集体育教室参加者 
スポーツ教室の参加者募集 

咨询处／スポーツ課 ☎0778-22-7463 
 

■ 听课费／中学生以下500日元、高中生以

上1000日元 ※受新冠肺炎传染病影响，也

有可能停止举办。（仅在停止举办的情况

下，退还听课费。) 

■ 申请处／体育科、市体育协会（市AW

-I体育运动场内）、今立综合

分所地域振兴科 

■ 申请截止日期／至8月31日（星期一）

17：00 ※ 满名额即截止。（详细内容，请参

阅应用程序「Catalog Pocket（カタログポケッ

ト）」上8月份的市广报第11页。） 

※ 根据不同课程，也有需要另外收取费用。 

【步行足球教室】无需奔跑的足球。 

另外收取球费：1000日元 

【硬地滚球教室】任何人都能参加。另外收 

取用具费：1000日元 

 

小心电气火灾！電気火災に注意！ 
咨询处／南越消防组合 中消防署 ☎0778-21-8885  

東消防署 ☎0778-43-0119 
 

电气火灾一般在不注意的时候发生。请注意以下事项。 

● 预防电气火灾的要点 

● 不捆绑电线。 

● 不多个电器一起使用同一个插座。 

● 不使用带有损坏的电线。 

● 经常点检电气机械器具等是否有出现异常。 

● 经常打扫插座的灰尘。 

（详细内容，请参阅应用程序「Catalog Pocket（カ

タログポケット）」上8月份的市广报第7页。） 

 

 

本月读者礼品 今月号の読者プレゼント 
赠送给15位应征者，森の木いちご畑café店的 

购买券2000日元 

[雪纺蛋糕最受欢迎的店 ]在邮寄官方明信片或发送电

子邮件时,请写上必要事项进行应征。※没有关于中奖

者的发表，会直接将购买券寄给中奖者。 

・【必要事项】地址、姓名、年龄、职业、电话号

码、越前市广报读后感・明信片邮寄地址：〒918-

8104 福井市板垣3-1510 ウララコ

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越前市広報

紙8月号 読者プレゼント係」・电子

邮箱 echizen@urala.co.jp  应征截

止日 9月15日（星期二） 

教 室 名 星期・时间 会场 对象 人数 开讲日 次数 

初学者弓道(白天) 星期二・五 9:30～11:30 市弓道場 小学5年级以上 30 10/9 15 

初学者弓道(夜间) 星期二・五 19:00～21:00 市弓道場 小学5年级以上 30 10/9 15 

步行足球教室 星期六 14:30～16:00 瓜生水と緑 

公園体育館 
成人以上 30 10/3 10 

硬地滚球教室 星期六 13:00～14:30 瓜生水と緑 

公園体育館 
成人以上 30 10/3 10 

木槌高尔夫教室 星期一・四 8:30～11:00 武生東運動 

公園 
成人以上 10 9/19 10 

古流居合道教室 星期三 19:00～20:00 市武道館 高中生以上 5 9/16 10 

居合道入门 星期日 15:00～16:00 市武道館 中学生以上 10 9/20 10 

水中行走教室 星期六 14:00～15:30 家久温水 

プール 
老少皆宜 30 9/19 10 

成人网球教室 星期一 20:00～21:30 南越中学校 

体育館 
高中生以上 10 9/14 10 

仅限儿童 

幼儿剑道教室 星期四 16:30～17:30 市武道館 4岁～6岁 20 9/17 10 

儿童摔跤 星期六 19:00～20:00 市AW-Iスポー

ツアリーナ 

4岁～小学2年级

学生 
5 9/19 10 

初学者硬式 

网球教室 
星期二・六 18:30～19:30 武生中央公園 

庭球場 

小学1～6年级 

学生 
12 9/15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