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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号

(中文摘隶版)翻怪市原市国陬交流切会中文小姐'手技手'
千葉時代第15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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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主要地貭年代捌分
現在

全新統

更新統
第四系
新生界

千叶期

耒竝布里雅畍
烝竝畍

新近系

中生界

古近系
白聖系

↑大釣七十七万年前

中畍 下畍

上畍

田渊的地磁場逆特期地晨成内"国豚杯准地"的第一候逃地,

休夛系

三畳系
.

古生界

i、

46侶年

^

以前

参訓須知
1 別削宝貴的地晨。

前寒武系

市原市田渊有地属叫「千葉セクション」(千叶部面)。核地晨

2 通到地晨的小路(矛厶有
地),別破坏其坏境。

品示大釣77万年前地磁玩逆転。
力了核地晨被圦定力"地球伍史的地灰年代界袋"的"全球祢

3 穿上靴底防水而姑実的

准晨型部面和点位"(GSSP),日本的地庚科学研究団臥向"国陬

雨靴等,小心別滑倒。

地貭科学畉合会"申清。2017年11月13日宣布、咳地晨成力"国

4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陬祢准地"的第一候逃地。

5 悠先看在我祝頻預刃再
去現場肘,能多理解。

今后,通道骸耽合会実施的3汰宙査的活,上圈中"更新統中
畍"肘代被命名内「チバニアン」(千叶期)。逑將成力首个源自日
本地名的地貭年代名称,会是壮挙的。

1'

f

市政府抱若期望注視劫窓,加上,力了保枦而有效地利用宝貴
的地晨,以被指定力"国家天然紀念物"内目様,正在逃行活劾。

1回
E

恂向赴ふるさと文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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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

第 14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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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升始能在全国的便利店

斜Q1瑜吋

等使用个人編号耒取得各科柾、

".

裟

噸胤

到現在力止各科柾明井需要在

←

明枯的服劣。

.・',.4

"1晶

、寸モ

市政府或分所取得,以后也在附近

的便利店等能取得・。取得吋,需要 L・、゛廟

門゛

^

"登氾使用者柾明用屯子柾明中J密

"ーープ

、

叉鯵癖一'

碍(4位数)"的个人編号耒。
能取得的柾明朽和手鉢費

ー^

",.■

"ー..

^

居民票的抄本(1价300日元),

圈章登氾柾明井a价300日元),使用附近的便利店等内多功能夏印机取得
戸口全部(个人)事項柾明帛 a价
450日元),戸口附票的抄本(1价300日元)
使用時間

居民票的抄本、團章登妃柾明枯.上午6点30分至下午11点
戸口全部(个人)事項柾明お、戸口附票的抄本.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
(均シ勺 1 2月2 9日至 1月3日除タト)
能使用的場所

「セブンイレブン」、「ローソン」、「ブアミリーマート」、「サークノレK.サンクス」、
「ミニストップ」等没貿「マルチコピー機」(多功能笈印机)的場所
使用方法

①多功能夏印机的触摸屏上迷拝行政服努的項目②把ξ片放在達ξ器上后輸入密碍
③輸入想取得的征明爲和張数④投入手嫉費之后就凌行
安全性的礁保

友行柾明井肘,用寺銑拭行加密通佶,婆端上的柾明枯个人信息被自幼消除。男外,
友行的柾明井上実行西面的防仂処理。
个人編号ξ的申清

个人編号耒能使用于各科其他服劣。官可以作力公共身价柾使用,也可以用个人屯肱
力理税的礁定申告(1C 禾逮写器是必要的)。此外,今后有美育儿的各科行政手鉄、民向
岡上交易等的服努也預汁対廊。初次免費交付,借這个机会,申清个人編号耒晒。
E ■

市民課

丑23‑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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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I E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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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編号耒"申清和領取

通知力ード

,

、.ノ

司.

¥申■

■申清力法

交付申請書

①郎寄

.

"个人編号通知卞"己経寄送至毎戸家庭,鮒寄「佃人番号力ード鬢付

1こ7τ7ーニコ
゛邑●,,ミ^

申諮書j(个人編号天交付申清票)(右團)和"申清用信封"。填好申清票而

.ξ戸YI'1‑'.f劇・・',Ⅷt

瞭舳

附上柾件照片后用"申情用佶封"寄回昭(己辻有效期的信封也可以用)。没
有"申清用信封"的晒,寄送到下述的地址兜。

製
‑1 亀
1 '●

1"冨,

收件的地址
地方公共団体情報システム機構個人番号力ード交付申請書受付センター
1 1

(〒219・8650日本郵便株式会社川崎東郵便局郵便私書箱第2号)

、ノ゛ー^

.ーーーー

②在鰻

在个人編号十申清岡姑(匝亘回 h此PS://net.koj血bango・card.宮0.ip)上,附上柾件照片,申情。

圃

之い"うしょうめいL中 Lんき

③「マイナンバー対'証明'真憾」q矧共个人編号矢手銚的自助拍照机)
帯来"个人編号秉交付申情票",使用市政府一楼等有的
「マイナンバー対応証明写真機」,申清。

1.1 1
、.ノ

④市政府或分所的箇口
帯来"个人編号通知モ"、住民基本台帳禾(力旧込)、柾件照片、
本人碕圦尭柾,在市政府或分所的謝口申清。

■翌圃■
剛翻鳳崖
■詔■冒
頃
■

1 1
口

■

、、ノ

領取亦法

①、②、③的恬,友放个人編号耒的手鱗完成后,就寄送「女付通知書」
(交付通知明佶片)和盗料。悠收到后,本人帯来盗制・上杞栽的必要盗料而在
しみんか

「市民課」衡口領取。④的恬,"个人編号耒"寄送到悠的住址。

『・姻

■其他
未満15歩的人和成年被監枦人,需妾由法定代理人陪同。変更地址或姓名的人,因"个人編号ξ
交付申清票"元效,清向市政府客洵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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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被害第 1499号

防止受野猪的害保枦村慎
全地区推遊有害曳善対策

本市,杁2009年度升始勾街委会切亦捕荻有害喝曽,而且夙去年度升始"喝
曽害対策実施臥"的活劫等,致力于有害曳曽対策。2016年度衣作物損失額匂
上年度相比減少40%等,逐漸取得成果。

野猪乱吃衣作物

臨1

這凡年,野猪的栖息、范国快速ザ大等,由甥生曳善的

慶凱

衣作物受害頻友。一直到20巧年度有害喝曽的損失額是
一年4,500万日元,其中大豹 3分之2是野猪的。

、^.^.^

1亀やー

拶

迭受害的原因是衣村地区的人口減少和老於化,所以
山林荒慶或放弃耕和地増加,而且由于猶友会員的減少以
及老於化等,受害対策的骨干不博的向趣声重。内此,本
市内了解決骨干不諺,月街委会和市猪友会切力,実施由
街委会的全地区居民的捕荻(以下筒称"街委会捕荻"),

f

以防止受衣作物害。

在h出街委会内深夜出没
差不多有100公斤的野猪

集中人的力量
力了実施"街委会捕荻",需要各神准各,

ノ

、

対街委会的主要支援策

比如姻笑陥畊箱以及取得把官布買肘必要的
狩猪快照等。本市力了支援這些,交付狩猪

●取得狩猫快照朴助金

快照取得費朴助金和掛猪用陥隣箱殉渓費朴

朴助考斌費用、垪Σ会費用、更新快照費用等的

助金等(右表)。

全額

男外2016年度没置有も訂児解的喝曽害

●殉冥陥畊箱費用朴助金

対策宴施獣。咳臥員対于陥畊箱的布習方法

殉叉或制作野猪用陪畊箱肘,朴助費用的2分之1

或在街委会内的姐択化等全街委会的対策送

●捕荻朴助金

行支援和普及活劾。今年度加上6个新臥員

按照捕荻野猪扶数,交付捕荻朴助金

一共 10 人逃行支援活劾。由于迭些支援策,

●透用対于捕荻作他的保隆

街委会的夙事捕荻人数是当初17街委街委会

●借出小野曽用陥畊箱

29 人,但 2016年度増加到了 96 街委会 228

借出果子狸或浣熊等小野曽用陥畊箱

人。随着這个情況野猪的捕荻失数也年年増

●可以免費帯入到福増クリーンセンター

加,2016年度込到了 2,998美。込有 2016年

度衣作物損失額也迭儿年中第一炊少于了

捕荻野猪等的戸体処理吋,可以免費帯入
J

、

^

3,000 万日元(圈 D。
‑4 ‑

理想的街委会捕荻体制

厘国有害傷曽捕荻失数和損失金額的推移

力了持鞍街委会捕荻,需要街委
会居民的理解和参勺汁捌。現状,有

4

(美)

些街委会没立駆除会而精力充柿活
劫,男有些街委会只有狩猪快照的人

4,344 4β52

2

3,000 4,514

「ー

0

UO
473

462

等堆都可以做,所以分担作他而減少

H24 H25 H26

一个人的負担是重要的。有个街委会

捕荻扶数ノ増加

緬
岬

^

卿卿

恬,有恨重的負担。准各誘領或巡祝

2

通扱而赴理等作北,因此一个人做的

3

1,000

9

逐有准各及朴充誘領、巡祝、捕荻的

β一1

2,000

捕荻野猪肘,不似布買陥畊箱,

6﹁

2

努力活助。

2,998
(万日元)
'‑5,000

H27

損失金額

H28(年度)
令督1 祈女ノト

在集会没施的秀辺没豊放入誘慎(米糠)的容器,用街委会佳鬮
板扱靖求居民放入,迭祥由全街委会准各。晃外,別的街委会定
期遊行焼拷野餐等居民之向的交流,以保持干効儿。力了持嫉有
效的捕荻体制,不是址儿个特定的人肩負或当作只衣家的向題,
而是全街委会活功是重要的。

川霍街委会没置誘姻的容器

[酉亙ヨ綜合防止対策的想法

庖付一肘改変于綜合対策
本市,2016年度銀害曽対策肋
告者制定了"野猪受害対策剖戈小',

"1

之前,接受市民的要求,実施"応
荻,逐没習防枦棚桂而把官保持并
''︑

弃耕地

'

没胃以前美于朴助制度清晢洵。

同吋逃行三个対策是必要的
坏境整頓

Q舮,・

管理等,同肘整頓不辻有害昌曽接
力了保枦耕地投買防枦柵桂肘,

捕荻

1 、、、
'1 11

付一肘"的対策,可是今后不仮捕

近村領的坏境(圈2)。

捕荻

'

致力改変于如下的綜合対策.在這

荒地

、
、
、

坏境整頓

防枦

匿伏赴防枦

→ 兎食区 1/'011":,、、、,,゛、.、、,'

『^

、、、、、ーーーーーーー

爪向処;農林業振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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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曽害対策的実施臥員"佳授

各自実施!

場曽害対策

迄今力止我只在我的街委会内宴施月曽害肘策。可是,近来周園的
街委会内也遇到害曽的危害了,所以我想都助点儿他伯而去年8月「上

"島善害対策的亥施臥員"我想今后1广大活功范圈而距大家起展升島
善害的対策。
島曽害対策的実施臥員

如何防止野猪在住宅附近結来砦去?

宮田茂夫先生

首先,房屋附近別放着成力食儿的疏菜竝扱或厨房竝扱其炊,柿子、栗子等的落果別一直留在
地面上而收拾好昭。加上,要把厨房竝扱規定口規定吋向京出到規定場所,各地区清戸格遵守岨。

友現野猪恙仏亦?
友ん野猪肘,刑戚圷官,別椋慌失措本来野猪朋小,所以害柏人炎

避免果子狸或浣熊的危害,急仏力?
迭此害曽,不仮造成衣作物的損失,而回.在建筑物的屋頂里作巣而帯来糞便的朽染像野猪危害
的村策祥,別放着成力食儿的作物,加上,乃1了防止作巣,房屋刎空置而随肘巡視元人寺院和神社
等,這此是重要的。研究危害対策的人,清向市政府客恂U巴。

防災コーナー

防夾ち桂
●Ⅱ月5日是海啼防夾日、世界海啼日
Ⅱ月5日は津波防災の日・世界津波の日 第1499号
海喘防夾日是力f提高対海啼的防夾意倶而没立的紀念日。趙此机会,情毎个家庭或地区重新
働圦下如何做好防海喘防夾的准各
本市的海啼預扱区属于"末京湾北部"

地震一友生,日本气線斤就会立即推卸出地震的規模或地点,及海啼的高ず1"'̲:.

度而且以地震友生后3分帥内力月称,按照各海喘預扱区,友布「芙津裟""^ノク含各'▲
報」、「津波報」、津波注意報」
佃是止悠感到地農的張烈揺晃吋, a.処在可能会受到海味的危殴区或沿海地区肘,不需要等待
避雉指不,清赴緊胸行避雉

洵向赴:危機管理課 a23一羽23

1工うはんとう

防犯灯

明亮而安全的城市

第 1500号

把市内的防盗灯換成L即灯
対本市和街委会一起管理的防盗灯,換成更明亮而可能削減錐持管理費等的
LED灯,建没能嫡安心地生活的城市。
交換市内的2万霊灯
本市迄今力止送行了防盗灯的
L即化,据迭次 10年的租賃合同,2018
年9月之前把本市和街委会管理的大
釣2万霊防盗灯急括挟成L即灯。本市
的管理价儿駄去年Ⅱ月起,街委会的
管理价儿今年杁1月起牙始工程。
L即灯比以前更明亮而可以保柾
稔定的照度,晩上有安全感。
10年内削減玲侶妬00万日元

LED灯(左照片)比以前的防盗灯有更稔定的照度

男外, LED灯耗屯量低而使用寿命長久,所以能減少屯費、雉持管理費、坏境負担。

估算,屯費和堆持管理費 10年内一共減少 13仏4500万日元。二気化礒的排放量比
以前能減少釣釘%。

夫于琵D化,街委会K淡循

升没全年不休的屯聶服努中心
据這个租賃合同,L即化的工
程后,升没具内首次的 365日 24

内了孜子伯的安全
迭次,通辻交換到比現在
的茨光灯和水恨灯更長肘向能

小吋対応的屯恬服各中心。
所有的 LED 灯上安好管理名

'1

使用的L即灯,我期待成力一平野街委会長
石渡正明先生

輝,友生故障吋朕系到屯活服劣

个安心地生活而光明的城市。

中心的恬,原則3日以内事北者修

尤其是冬天,因力杁下午4点左右起変暗,所以特

理。由此能減軽有美維枦管理的街

刎力女人、老年人、下学的小弦伯的安全, WD化

委会灸担。

使我伯感到高共。
修理的対庫也迅速
迄今力止修理街委会的防盗灯吋,防盗灯友

活用市内的事他者
L即灯的烱査、施工、維持管

生故障的街委会受到畉系,清求本地的屯店,用街

理最大限度活用本地的屯气工程

委会費修理。可是,今后如果炭現故障的人向屯活

店,姶城市帯来経滂效果。租賃

服劣中心畉絡的恬,立刻対応,街委会的良担減少,

合祠事心者是市外企弛。

修理的対廊変得快,謡D化是非常好的。

危機管理課

丑23‑9823

^フ^

生活相談サポートセンターに相談第1500号

以自立生活力目祢
清向"いちはら生活客恂支援中心"客淘
"いちはら生活客洵支援中心、"支援経滂向題等生活中遇到煩怯的人,以便
他伯能在地区里辻自立的生活。
在咳中心,有知涙和経強的支援員接
争^●^11

受客洵而傾哘客恂者的心声,力了解决向

,叫門内,1

1̲辻゛、

題一起考慮。遇到借款、工作或健康等生

1,1U
仔

活中的煩悩肘,別一个人苦仙,早点儿来
客恂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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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接受生活保枦且生活盆困而可能会
雄持不了最低限度生活的人是客恂対象。
現行制度的央鯉中不可接受支援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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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員根熱情地荊解決各人生活中遇到的煩悩

渚如:因経滂向題生活有困雉、狠久失
他、没有工作経胎所以感到不安等。

通竝主要下面事北支援他仞能赴自立的生活。

(1)自立客洵支援事他生活有困雉的人要陥于接受生活保枦的情況肘支援員一姑式
接受客恂,制定符合各人情況的支援汁捌而就他也支援下去,以便都助他可早期拙脱生
活貧困的状窓。

(2)家汁客恂支援事他接受家汁上有向題的生活困雉者的客洵吋,明碗家汁的状況
后提供需要的佶息或逃行もⅡ的建峡和指尋等。提高他的"家汁管理能力",以早期重建
生活力目様而支援。

(3)就立准各支援事他由于対就他需要的知倶或技能等不足、生活没有規律、美系
到社会的不安等的理由,対于有雉以立刻就北的人,形成他就他肘需要的基佃能力或提
供就心机会。

(4)支付力礁保房屋的朴助金由于禽取或慶止自己経菅事北陥入経涜盆困吋可能会
失去房屋的人等有的活,支付姶他相当于房租的朴助金以碗保房屋和就弛机会力目縁而
支援他。

匝画匝
客恂禽口・力公肘向:如下圈客恂費用:免費客洵方法:用屯恬預釣后,
到育口、打屯迂、凌送伊妹儿或者由支援員走坊而客洵。

洵向赴

いちはら生活相談サボートセンター
生活福祉第1課自立支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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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37‑3400

昼23‑9525

くくくくく

客恂箇口
いちはら生活相談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接受預釣

首先,情打屯活預釣昭。

力公日期吋詞,周一至周五
(枯日和年末年初除タト)
杁上午8点30分到下午5点30分
地址.東国分寺台 3・10・15

把握生活的情況
哘客恂内容后

分析生活現状和向題。

洵向赴.盆37・3400

区三ヨ ichihara.sapo@zb.wakwak.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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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支援汁捌
力生活能鯵自立,

一起考慮目様和支援内容。

国道297号
ハス停i山倉.]
駐恥島

いちはら生活相談
サホートセンター

支援的流程

決定支援汁捌而提供服劣
决定支援汁捌而

按支援汁捌提供服劣。

覆 [1]・毒誌冬梧祉
通り

定期規察現状
定期礁圦
生活現状和支援状況。
力実現稔定的生活

市櫛斤
市民会館

支援姑束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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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向継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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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伯切助悠的"想知道"!

炊迎来到圈井嬉
ようこそ図書館へ第 1500号

Part .4

●ゞ司
如果悠有医庁方面的向題,清到圈井嬉査圓
在中央圈井信里,悠能鬮覧有美疾病月健康的資料和医庁団体所友行的小冊子。力了能在根多盗
料佶息中拔出自己所要的盗訊,使用本循友行的査園指南根方便。
いち゛うし

男外,可以使用医庁信息的数据庫「虞革誌」,逃行更洋鈿、更深入的盗料査園。如悠需要使用肘,
情銀客恂秬台的駅員洵向一下。本熔会保枦使用者的隠私,清安心使用。

恂向処市'英前書祐お器・494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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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de詐欺第1502号

切勿上当受罰!
接到屯活,対方一旦提及峩財,就得杯疑是聯子
包括'是我是我的作猟'或'光尭,E款作聯'等在内的"屯恬作鴨",其友生率現己
最粕的。対方一点儿也有可疑之赴,就情拔打'相淡モ用屯恬号碍'来商淡一下。
市内也友生
去年10月末当吋,具内的"屯恬途輪"件数シ勺1206件,比前年同期多 281件,其損害額
迭到約 19侶7千万日元。其中,本市内友生31件,損害額込釣8600万日元。
最近其手段級其巧妙,猟子亘接来鵬取的不是現款,而是眼行耒。也有肘,冒充市眼員,称
領取返逐金肘需要娘行耒,而后,冒充恨行員的作胴分子百接来悠那儿掌走恨行ξ。

提醒防砺
内了避免受鵠,采取如下対策昭。
①別一个人判断,座該先距家人或警察商量一下。
②家里的屯恬机急没定示音屯恬。
⑧接到屯活后対方提及銭財,咳先杯疑対方是狼子。

、

受獅的人,除了俄款以外,精神上也受了害,以后的生活上会有恨大的影明。借此机会,家
人一起1寸恰一下昭。

恂向処危険管理課昼23‑9823
︑゛

ず尋

"jL子在股票上受了損失"(70多歩的女人)

豊典豊

屯活質駒了

畷!是我明!

明子会等待休先悦什仏名字来。所以必

是00喝?

須先向"悠是明剛立?"砺圦一下。

是明!我在股票上受了大損失了,力了私了解決,需要300万日元。休有什仏力法弄桟
風曵

宏

没有?

歎,那可不得了唯!我想个力法。
袈准各好,就給我咲系好叫?

胴子会溌現在用釣屯恬是公司或上司的手机
等。休先挫一下,再鉛平肘用的手机打回。

我現在用公司的手机,以后就向XXX‑X‑ー・・朕系Π巴。
t郭 1
゛.1

我能准各的只有200万日元。

倉

200万日元也行。掌到00牟姑杷。到了牟姑,再給我咲系昭。
到了牢姑

尋我到牟姑了。
宏休去牟姑晞近的停李
場。我現在去不了,

△△替我去,俄交給
他胞。
就逮祥地在停牢蛎把

200万日元交給陌生人。

来屯恬,対方提及峩財,就肯定是"洗猟"。
立刻向相淡寺用屯活拔打昭。

「電話de詐欺相談専用ダイヤル」
竃◎12◎・494・5◎6
上午 8:30 下午 5:15 (周六・周日、詰日、年末年初除タト)
如上肘向以外向市原警察署箔商量一下昭。

市原警察署奮4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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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生活中心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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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虚担貨市的推蛸劃紛

21‑099

仮想通貨第1500号

近来,虚担賃市由于把官使用岡上支付或向国内外1区款等引起人伯的夫心。去年4
月"起対于虚担賀市交易服劣Ⅱ者的登氾等加以法律上限制。
最近如下的劃紛友生,Ⅱ者濫用這祥新奇性引誘悦,"虚担
賀市的叉実是能喋到伐"等,使消費者支付金伐。男外,虚担賀
市不是国家的佶任上成立,力此,有可能笈生交易限定或根激烈

的市功変功。首先十分了解虚担黄市的凩隆,情大家慎重地使用

,冒§、
ノ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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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做交易。

◎屯恬推蛸的元条件退貨

電話勧誘販売第15舵号

高於者打屯恬来商量悦."通辻屯迂受没完没了地推鏑保健食品和海声品等,拒第不
了婆于j向叉了。"
屯活推鏑是以接到合同お豹日期力第1天,8天以内的活,有
肘用元条件退賃制度可以退貨而要求込峩。悠即使接屯晒推備,

1^、、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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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需要肘干脆拒絶的是重要,可是不得己汀姻了而感到力雉吋,

‑ V,

不要一个人煩怯済首先客洵。
感到力雉的吋不焦急,清先来客恂
自転車駐車場の申し込み第1504号

事前送行抽筌受理定期使用存牢処的申清
如下表的存牟処是希望使用者多的。因此,美于2018年度分的使用,事前逃行抽筌。

条件:如下条件都該這合。 a)自己的住処、学校或工作単位等禽最近的牟姑有500米
以上路的人(2)申清吋,掬有自行牟或排气量50CC以下摩托牢或者預定殉叉的人
申靖方法:2月16日(周五)力止 8:30 17:00 在箇口上申靖。

(周六・周日・詰日除外。但周日 1月21日、 2月4日、 18日可申這。)
礁圦抽中的方法:抽筌的結果要杁2月23日(周五)起在各存牢赴里掲示。市岡姑和市
地域振共財國岡姑上也可碗圦。
其他: a)一人限于一鞆可申情(2)悶三人申情同一自行牢・摩托牟吋或者申清内容
有虚仂肘,申済失效。(3)姉崎藤根一晨的掘架号砺不可逃拝。
送行抽筌的存牟赴
八幡宿姑末口第2
姉崎藤根一足

受理鞆数
自行牟

摩托牟

100

50

申情・絢向赴
八幡南町存李処音42‑6064
鄭崎姑存李処言釘一7240

50

恂向赴:交通政策課昼23‑9762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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児童クラブ(阜竜保脊)の募集

第 1501 号

招2018年度遊儿童倶永部(学童保育)的儿童
儿童倶永部是一个如下没施,対父母因工作等而白天不在家的儿童,指尋
員加以保育。現在己参加的儿童、等待送班的儿童也必須重新申情。

0

升力日期肘向.如下表

対殊.其家長及同居家属因工作等而白天不在家的上市立小学的小学生(2018年4月2日当天)。
費用.月額 9,600 口元(但 7月价 11,000日元、 8月价 13,000日元。延長的保育費 100日元
/30分)

申清方法.保育深、分所、儿章倶氏部里預各的申情お(市政府的同姑上也可下載)上填弓必要事
項后,附上所需的資料而2018年2月2日(周五)以前在街口上扱名。
其他.通せ打面材料宙査后3月上旬決定,逃所的順序不是以先扱力序。希望者多肘有可能不
能遊。各儿童倶朱部的定員等清礁圦申清処里所分友的扱名指南。
申清処.保育課、分所、児童クラブ
恂向赴.保育課冒23‑9829

升力日期肘向(※周日、詰日和年末年初休息、)
通常保育
星期一 星期五

課后 18:00

星期六
長期休假日(暑假等)

8:30

ノ司、ー

延長的保育
18:00

i'、‑J

19:00

8:00

8:30

フ:00

8:30 、 18:00

18:00

※星期六除外

ー、J

19:00

きょういくしきんへんさいりしじ上せい

敦育資金の返済利子を助成第1502号

朴助教育盗金一般貸款的佳迩利息
対于接受「総日本政策金融公庫』'教育資金一般貸款'(分月付款僕逐方式的融盗)的
人,朴助其僕逐利息的一部分。

へ

朴姶期詞:杁申清月后的第二个月升始最長四年期向。
朴姶率:融盗利率的二分之一和融盗額的百分之五相比較低的比率。
対急的人:受教育的本人或其宗人在市原市居住一年多且嫩清市税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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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魚的学校:高中学校、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課程)、高等考科学校、特別支援学校的高
等部、考修学校(高等課程、ちⅡ課程)、短期大学、国内的大学

申請方法:各在教育怠劣課的申清羊(杁市岡姑上可下載)上填好必要事項后,在育口上申
1月0

申清・洵向赴:駁省総論糠奮23‑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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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育てネウボラセンター信息
扱名・恂向処

子育てネウボラセンター冒23‑1215 FAX23‑1295 (〒290‑8502 更科 5‑1‑27)
2 ・ 3

月枌・

会埼保健センター

プレママ教室(推娼娼課堂)

預声期5、6月的人

2/18(田

扶声的孕如先扱的25人免費五天以前
用屯活振名。其一个家人也可参加。

預戸期6、7月的人

3/18 (日)

9:00 H ; 50

マタニテイクック(孕如做菜班)

菰アユ.5、6、7月的人 2/15(木)扱名期限=2/6(火)
預下'6、7 刀的人 3/6(火)扱名期限=2/27(火)

孕如,先扱的 10人
材料費400日元用屯活扱名。

10:00 13:30

断期食惜学刃班(学刃岨噛期)

10:00 11:30

10个月的嬰儿和家長,先応募者10対
免費用屯恬扱名。

2017年4月生的=2/19絹)扱名期限=2/9(金)
2017午 5月生的=3/9(金)扱名期限=3/2(金)

声后的烱券身体&健身這劾班(共2炊)

9:30 12 ; 00

声后恢痩U11嫁或自我照願等,抽筌迭出的]0姐 2/15(木)、 22(木)扱名期限=1/29(月)
2017年Ⅱ月生的嬰儿和母宗 500日元
不可偕同嬰儿的兄弟,限制這劫的人・坏季中的人也不
打屯恬扱名。

可。有病治庁中的人需要医生的1午可。

保健センター信息
扱名・恂向赴保健センター

冒23‑1187 F態23‑1295 (〒290‑8502

健康杏洵
先根的5人
会坊

更科 5‑1‑27)

炊食脊洵
免費

2/13 (火)、 23 (金)、 3/8 (木)、22 (木)
保健センター

保健センター

三天以前要用屯恬振名
日期和肘向
9:15 11:15
2/14 (水) 3/19 (月)

アネッサ

2/13(火)3/6 (火)

13:30 巧:30

七天以前要用屯恬振名

サンハート

3/9(金)

13:30 15:30

なのはな館

2/16(金) 3/16 (金)

13:30 15:30

先扱的8人(正在服蒟、治庁中的人除外)

麻疹凩疹混合(MR)的預防針
麻疹凩疹混合預防接釉,打一次就可以同吋荻得麻疹貝疹的免疫。力了提高效力,要打2炊。
対線第1期:生后12个月以上至未満24个月的幼儿
第2期:出生于2011年4月2日至 2012年4月1日的儿童
費用対線年於儿童免費

接科赴市内委托医庁机枸

其他(1)持帯母子健康手朋、事前向珍表。(2)第2期対急者要使用事前郎送的"平成29年度"
向珍表。(3)愿意在市外医庁机杓里打針的活,清向保健中心恂向。
ふようひよノじょう11う

不用品情報
ー^

不需要的物品再利用信息
清鞍仕

第 1504号

恂向処.消費生活中心 冒21‑0844

国分寺台西初中的女生校服、王井初中的女生校服、有秋初中的男生校服、
五井ひまわり幼儿囲男生校服、市原うさぎ幼儿園体操服等、縫釖机

鞍仕

枯巣、胞歩机、女儿枯際列的偶人、嬰儿床、小狗用笂子、架子、被炉、
鯛椅、嬰儿牟、儿童安全座椅

※限于免費鞍仕的信息、。信息的有效期向力90天。ぐ広報いちはら'1月15日号上刊登的)
‑13‑

夫于急病医庁的佶息

洵向処;保健福祉課奮23‑9813

【'

假日或晩上突然生病肘,市原市内有一个緊急医庁机杓叫「慧端センター」(急病中心),
可以利用。地址、珍庁肘向如下。
急病センター.市原市更級5丁目1‑48

冒21‑5771

(位于掌近中央鬨お鎬、「楳健センター」的労辺)

科科

内儿

(周一至周六)

20:30 23:30

(周日・『き'日)

9:00 17:00
20:30 23:30

牙科

(周六)

20:30 23:30

(周日・枯日)

9:00 12:00

易外,夜向里(晩上Ⅱ点半到第二天的早晨8点),也有一个医庁机枸能諺利用。毎
晩各医院靴流負賣,所以当天是娜个医院的値日,清用屯恬礁圦后去看病。受珍肘,正吃
蒟的人咳帯其蒟或圦出其蒟名的末西去。・一最好是清能作翻洋的朋友都忙,一同前去

屯恬佶息、服各:曾器一0101 (杁当天上午8点半就升始提供信息、)
儿童急病屯活客恂
辻核子立即去受珍好、迩是暫且看看情況好,枦士或小儿科医生用屯活肋告。
蛮#8000 冒043‑242‑9939 毎天19:00至6:00

市原健康・医庁客洵屯迂24
対于疾病或健康不安、生育・育儿、枦理、医庁机拘佶息等各科客洵,枦士或保健員、
医生等用屯恬答夏。
倉0120‑36‑2415 (24小吋、全年不休、通恬・客恂都免費)

救急放心屯恬客恂
去医院受珍好、迩是叫救抄牟好,枦士用屯活肋告。
曾#7009

奮船一6735一舗05

18:00 23:00(周一至周六) 9:00 23:00(周日・菊日・年末年初)

外国人客恂服劣
L,.ー.ー".ー

星期一、四 9:30 12:00

13:00 15:30

冒23‑9866

父楼・薗際課(人枳・国陬科)

(現在只用日珸及英悟提供服劣)

生活客洵育口能用母培 (咽科悟言)或日悟沓恂。
第2・第4星期四

9:00 12:00

葡萄牙悟

第2・第4星期五

13:00 16:00

西班牙珸

「サンプラザ」五井分所内
当天盲接去或通1辻屯恬(お24‑3934)客恂。
洵向処,人権・国際課 a23一蛤2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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