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体中文版   信息报     （代表）　(　０５４８－３３－１１１１

「友好」情報誌発行によせて
当町では、住民サービスの更なる向上を目指し、日曜開庁をはじめ、様々な事業を実施しております。

　 このたび、町内にお住まいの外国人の皆様の生活を支援するため、中国語、英語、ポルトガル語により、町の
　　重要な施策や生活に必要な情報を掲載した「吉田町に住む外国人のための情報誌『友好』」を発行いたします。

  咨询处： 教育委员会事务局  携带物品： 茶水饮料 この情報誌は毎月２０日に発行し、役場をはじめ、主に町内の公共施設に配置します。また、吉田町のホーム
　　ページにも掲載します。

町内に住む外国人の皆さまの一助になれば幸いです。
　        吉田町長　　　田村典彦

来自吉田町长予以「友谊」信息报的发行寄语
 有关行政投诉与咨询等 町政府本着能够以更好的办公质量服务于居民为宗旨。从而以周日开厅办公为首，并且正在开展实施各种各样

由镇政府的行政经营指    的便民办公业务。
指导员对应接待。 在此，为了能给町内居住的外国人士提供一些便民生活支援，我们将町政府一些必要的重点行政措施和生活信

  息翻译成汉语，英语和葡萄牙语以简报「面向吉田町在住的外国人士发行『友谊』信息报」编辑刊登。并于每月
   的２０号全面发行。其中以役场为主在町内各关联公共设施设有配发处。另外，在吉田町的网页也有登载。

如果能对町内在住的外国人士有所帮助的话，我们将倍感荣幸。
           吉田町長　　　田村典彦

３号（周六）赤堀整形外科医院

( ２２－０１１７

４号（周日）高木内科医院

( ２２－０００３

５号（周一）川田医院

( ３２ー０１５４

６号 （周二） 石井内科皮膚科医院

( ２２－００１３

( ２２－７３７３

( ２８－０８８７

２５号（周日）いしだ眼科

( ３４－１４００

 初次图画书讲座   町民健康咨询 诊疗时间：  ９：００～１７：００

  （也许会有变更情况）
     缺乏运动者、希望戒烟者、  ※ 诊疗前、请务必事先与值班医院进行

基准的婴幼儿与家长。    身体状况介意者、有肥胖倾向者

 由保健师・营养师进行个别咨询指导。 问 询 处: 健康推进科（保健中心）

   一边学习有关园艺植物栽培知识。  免费赠送图画书一册       请抛开顾虑，前来咨询。 (３２－７０００　

      日 期: ５月１７号（周六）

９：００～
      地 点: 吉田公园内

    ※ 碰到下雨天时则更改为次日 （１・２楼交流街道，父母与孩子的展示场）   交谈会 日 时：  ４月１６号 (周三)

         内 容：给心弦小道移栽植物    (０岁～２岁)          １８：００～１８：３０

     参加费：免费（无须事前申请） ４月１６号 (周三) 11：００～ 地   点： 一般图书柜台前

     携带物品: 劳动手套，移植铲 　　４月１２号 (周六)　～　２６号 (周六) ５月 ７ 号 (周三) 11：００～ 分发杂志：２０１３年３月刊

     町文化协会绘画部「五月展」 (３岁～小学生) 对   象： 町内在住居民

　　５月１０号 (周六)  １３：００ ４月１９号 (周六) １４：３０～ ※ 限定每人５本。需要登

  ～２２号 (周四)  １６：００ ５月１７号 (周六) １４：３０～   记姓名和住址。

問い合わせ　问 询 处：图书馆 ( ３３-３４３４ 　URL http://www.lib.yoshida.shizuoka.jp/
　　　　　        fax  ３３-２３００    手机网页  http://www.lib.yoshida.shizuoka.jp/mobile/

      静冈县的历史散步 　 　　５月の映画会のおしらせ

５月份电影放映通知

        ４月 ５月 日时：５月１１号 (周日)
      ４ 号 (周五) ２号 (周五) １６号 (周五) １４：３０～

１１号 (周五) ３号 (周六) ２３号 (周五) 地点： 图书馆1楼影视厅

１８号 (周五) ４号 (周日) ３０号 (周五） 放映作品： 「エイジ」

２５号 (周五) ５号 (周一) 　　　　　(播放时间６９分)

２９号 (周二) ９号 (周五)  居民可以自由参加免费观看

日  期

１７（周六）
静冈县剑道武馆联盟

少年锻炼大赛静冈预选赛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１８（周日）

小学生羽毛球大赛

卡拉OK发表会

  随时接受预约。请提前联系。

８：００～１７：００

高体联中部剑道专门部
榛原高中(２２－０３８０（柳

澤）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０９０-７３０９-６７３２（塚本）

１８（周日）

８：００～１７：００

次回の楽市

       「吉田町に住む外国人のための情報誌『友好』」
       「面向吉田町在住的外国人士发行『友谊』信息报」

１０（周六）
１１（周日）

８：００～１７：００

町体育协会
(３２－３９９７（高橋）

  咨询处： 町民科

  地 点： 健康福利中心
受理时间

平成２３年 ４ 月出生

周 六： ８：３０ ～ １２：００

１４：３０ ～ １５：３０

９：００～１４：００

１７号(周六) ・ ２５号(周日)
对  象健康诊断内容

５月 ９ 号（周五)

　每 周：周一

３ 岁 ６ 个月幼儿牙科咨询

平成２４年 ５ 月出生

咨询处： 清扫中心  咨询处： 产业科

         特产之外，还有跳蚤市场。


５月份的园艺迷你讲座

しずかちゃん事务局咨询 (３３-１４２０

静冈县武馆联盟
(３３－２３３０（水野）

高中总体剑道大赛
中部地区预选赛

２５（周日）

１８号（周日）はいばら必尿器科クリニック

 友会书法教室作品展

５月１６号（周五）

町体育协会
(３２－８５８７（菊地）

県営吉田公園情報
县营吉田公园信息

静冈县中部排球协会

吉田中学(３２-０２００（大塚）

爸爸・妈妈讲座II

     １８：３０～２０：００

 有关分娩过程・产后生活・

５月１６号（周五)

Ｘ．I．Ｖ杯软式排球大赛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３（周六） ９：３０～１７：００

【総合体育館】５月の主な利用予定
【综合体育馆】５月份的主要利用预定

问询处

第３８届中部排球
选手权大赛

日 期

４（周日）

婴 儿  健  康   咨  询

１ 岁  婴  儿  健  康 咨 询

１ 岁  ６ 个 月 婴 儿 健 诊

平成２５年 ５ 月出生

平成２３年１１月出生２ 岁 ６ 个月幼儿牙科咨询

婴幼儿希望者

３   岁    幼   儿    健   诊

２  岁  幼 儿  牙  科 咨 询

１３：００ ～ １４：００

５月１３号（周二)

９：３０ ～ １１：００

平成２２年１１月出生 ５月１３号（周二)

５月１４号（周三)

９：３０ ～ １０：３０

５月 ９ 号（周五) ９：３０ ～ １０：３０

５月１３号（周二)

吉田町役場

 ５月１３号(周二)１３：３０～１５：３０ ５月２１号（周三）１３：３０～１５：３０ ５月１３号（周二）１０：００～１１：３０

      (３３－２１０２

９：３０～１６：００

１３：３０～１６：００第1届吉田町音乐会

中部日本６人制排球男女
综合选手权大赛
（县预选赛）

            能满寺山公园停车场

３１（周六）

第２届软式排球大赛

静冈县排球协会（岩ヶ谷）
(０９０-５１１２ー２４３６

活动名称   开始～结束  

町文化協会
(３２－８８６９（山本）

下次的乐市

地 点： 役场５楼教育咨询室  （あつまリーナ） （あつまリーナ）

 地  点：残疾者自立支援设施 地 点：残疾者自立支援设施

日 期

相关申请等请向 ＮＰＯ（非营利）法人

はぁとふる２楼会议室

活动名称   开始～结束  

茁壮成长广场　

(33-2151

          (３３－２１６１       (３３－２１２２

    每 周： 周二・周三・周五

８：３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６：３０

  (２４－０５３０

育儿咨询 智障者咨询 　　精神障碍者咨询　　

 地 点： ひばり幼儿园（住吉）

 内 容： 访问幼儿园

 咨询处：中央儿童馆 (３２－３４０１

※需要咨询者请提前预约  受  理：随时受理※需要预约   ※需要咨询者请提前预约
 咨询员：芝  (３２－３０６５ 咨询员：曽根 (３２ー１７７９

 对象者：入园前的亲子，自由参加

　あつまリーナ　(３４－２０００ あつまリーナ　(３４－２０００

５月４号(周日) ・ １１号(周日)

  ５月１６号(周五)

   电话咨询（投诉等）窗口 法律免费咨询 周日办公实施日期

  　　　　　１３：３０～１５：３０

顾虑担忧事宜咨询




（受理时间为１５：３０分止）  地   点： 役场２楼会议室    １８号(周日) ・ ２５号(周日)

 地  点： 健康福利中心  咨询时间：每人２０分钟    开厅时间： ８：１５ ～ １２：００

５月１４号(周三) ・ ２８号(周三)

　时　间：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３３－３１１７（直通）

 　　　　　 はぁとふる１楼咨询室   受理时间：９：００～１５：４５  ※ 需要咨询者请提前预约        １３：００ ～ １７：００

 咨询处： 社会福利协议会  咨询处：  总务科（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咨询处： 总务科

５月の休診日当番医
５月份休诊日的值班医院

问询处

(３３－２１３２

  每 周： 周一 ・ 周四   ５月１１号(周日) ・
 生活消费顾问进行面谈指导。  ５月１１号(周日) ・

有关生活消费方面的咨询由

  时 间： ９：００～１６：００

清扫中心 ・ 再生中心
假日搬入日程

周 日： ８：３０ ～ １２：００

₸４２１ー０３９５
静岡県榛原郡吉田町住吉８７番地 情報ボックス       信息栏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搬入时间：１３：００～１５：３０

５月４号(周日) ・

   时 间：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１号(周日) ・ ２５号(周日)

 建筑物免费咨询 生活消费咨询

母子保健手册交付

咨询处： 中部保健所

      (３３-２１３１(３４－１８００

平成２４年１０月出生

一般废弃物最终处理场
（エボ池）假日搬入日程

  咨询处： 都市建设科　

除了上述以外的时间，也可以

相关法律・抗震加固等 ※需要预约

 １８号(周日) ・ ２５号(周日)

静冈县日本教育研究会编辑
  这是一本介绍静冈县各地的旅游

 过一边参加公园的植物管理实践作业，

肝炎病毒检验・咨询、

１３：００ ～ １４：００

 

１３：００ ～ １４：００

艾滋病毒检验、骨髓提供登记

　８：１５～１６：４５

　

※针对符合参加条件的对象者发送通知。

   ５月８号（周四）　　①１０：００～　②１０：４０～

　  联系之后，再去就诊。

   ５月１２号（周一）９：３０～１１：００

（预约制）

        ◎ 交流ストリート　　交流街道    ◎２階おはなし室　２楼交谈室

  としょかんだより　图书馆通知　     　　催し物ご案内　文娱活动指南

１１（周日）

【学習ホール】５月の主な利用予定
   【学习会馆】５月份的主要利用预定

５月４号

       除了贩卖新鲜蔬菜和本地


　　　図書館休館日のお知らせ　   图书馆的休馆通知

  友  谊

　　健康相談ご案内 　　健康诊断咨询指导

    ◎リサイクル雑誌の配布　再利用杂志的分发

 哺乳以及婴儿生活等学习 (０５４－６４４－９２７３

  对象： 从出生５个月开始至生日前一天为

这是一个小型课程讲座，志愿者可通

１１号 （周日）えんどう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指南。刊登了文化财

产和公共设施还有无

形民族文化财产等便

览表及简单概要。所

登载的旅游信息亦是

   旅途的好助手。
(３２-７８１４（関）

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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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１３：３０～１５：００     受理时间：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对  象：小学生以上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地  点：小型理科馆 （周四・周五・节假日除外）

参加费：１００日元  ※ 请务必在缴纳期限内如期交纳水费为盼。            水是生命的源泉，请大家节约用水。
问询处：小型理科馆              (３４-５５３３  ※ 请利用简捷方便地银行账户转账。

 问询处： 水道科  业务部门　  　(　０５４８－３３－２１２７

４月１日からの

   消費税率引き上げに伴い

  伴随从４月１号开始

     消费税的增涨

 如果在手机中注册了由『吉田防灾电子邮件』发信通知的地震，海啸和大雨警报等气象信息的话，

从本月的４月１号开始又新增了大雨，暴风以及涨潮的特别警报信息通知的配发。 水道料金

 有关特别警报内容的确认，请浏览本町相关的信息网页。 自来水费 从７月份开始的查表用量以后即按８％的消费税来进行计算。
 由于 『吉田防灾电子邮件』无论是谁都可以登录注册，所以请利用这项信息资源作为确切的防灾工具。

问询处： 水道科  业务部门   ( ３３-２１２７ 

问询处： 防灾科  防灾部门 ( ３３－２１６４

下水道使用料

下水道使用费
从7月份开始的查表用量以后即按８％的消费税来进行计算。

问询处： 下水道科 下水道部门 ( ３３－１１００

 随着吉田高中统一合并和再编，从４月１号起

下述的町内巴士站名也有了变更。 　　　作为「在社区设置培育孩子体制」组织，

（变更前）  吉田高中前 　　　「地区教育推进协会」在町内４个社区
（变更后）  片冈北 　　（住吉区，川尻区，片冈区，北区）开展活动。

还有，伴随从４月１号开始消费税的增涨，    为了社区的孩子们，我们正在招集协助者。
经过调整票价也有了变更。

内  容：娱乐和通学集训营地等项目的规划管理

相关详情请浏览以下网页 问询处：教育委员会事务局
http：//www.justline.co.jp ( ３３－２１５２

问 询 处： しずてつジャストライン（株）
专线电话：０１２０－０１２－９９０

※ 根据重量的计算，如果金额在１０日元以下尾数
零钱舍掉不计。

      问询处：吉田町牧之原市广域设施组合

   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所以请着装 ※ 在搬运之前需要到邮局购买回收再利用的票券。  清扫中心   (２４－０５３０

    期 限： ４月～平成２７年３月     方便活动的轻便服饰结伴前来。

   （预定每月２次・共计２４次）    日 期：４月２９号（周二）１３：００～
    地 点： 吉田中学运动场 　　　　　    （集合时间１２：３０）
    内 容： 以跑步锻炼为中心    地 点：县营吉田公园（滝の前）

    问询处： 町舞蹈健康推进会 静岡入国管理局（ しずおかにゅうこくかんりきょく）

    受训费： ２４００日元         （健康推进科内） (３２－７０００     联络处：中部电力（株） 静岡市葵区伝馬町９－４ ABC プラザビル ６階

 （根据受训次数会有变更）     岛田营业所 牧之原警察署（まきのはらけいさつしょ）    住民基本台帐人口 ２９ ，９２７人

   保险费：（高中生以上）１８５０日元 牧之原市細江２７３７（まきのはらしほそえ）       （比前月-８０人）

　（任 意）（中学生以下） ８００日元 ハローワーク榛原（はろーわーく　はいばら） 男　１４，８７１人      女　１５，０５６人

    参加资格： 在町内居住，就职， 日期：５月２２号（周四)～２６号（周一） 牧之原市細江４１３８－１（まきのはらしほそえ） ※其中外国人        人口 ９２７人

            或者是在学者 　　９：００ ～ １７：００ 島田税務署（しまだぜいむしょ）    男　４５８人             女 　４６９人

  申请期限：随时受理 ※ 终止日时间至１２：００止 島田市扇町２-２（しまだしおうぎまち） 户数１０，４１３户      (比前月＋８户)

   申请处： 综合体育馆   地  址：吉田公园内   你想参加以部员之间相互交流提高 島田年金事務所（しまだねんきんじむしょ） 组数   ５４８组           （比前月＋１组）
   问询处： 教育委员会事务局   问询处：吉田公园杜鹃花会  摄影技术为目标的町文化活动吗？ 島田市柳町１－1（しまだしやなぎまち）

(３３－２１５２      (吉田公园内)    问询处：町文化协会 摄影部

        （吉田花会）      (３３－１４２０      (３４－０１８７ （瀧口）

专线电话 ０１２０－９８５－２３１

谢谢合作！！

平成２６年３月３１号至今

使用家里现有的物品做认识
和感觉空气力量的试验。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１４年３月份

 招集摄影部员・不想磨炼摄影技术吗？

　　　吉田公園でさつきフェスティバルを開催


杜鹃花展会在吉田公园举行

特别警报信息开始配发
 为了能及时得知防灾信息请登录『吉田防灾电子邮件』

３.９００日元

３.０００日元

电视机

使 用 年 月 分     使 用 年 月

申请方法：①希望申请的讲座名　②学校名・学年・组名 ③姓名 ④住址・电话号码 ⑤请通过电话告诉我们监护人的姓名。

   举办日期 讲座名

２４号（周六）
２５号（周日）

空 调

地域の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一緒に活動しませんか
 想一起参加为社区孩子们开展活动的工作吗？

「ちいさな理科館講座」の受講者を募集します　　募集「小型理科馆讲座」的学习者  ５月份的讲座

「ソフトランニング教室」受講生を募集

招集「慢跑锻炼教室」受训生

３.０８０日元

 家電４品目の処理（運搬）手数料
 ４种家电的（搬运）处理手续费

修订前

３.４００日元

しずてつジャストラインバス停名・運賃を変更
静铁运行巴士站名和票价的变更

 １１号 （周日） 让我们一起来做水净化试验

 情報ボックス       信息栏

　　下述单位。

１０公斤以内
５１日元

３.２００日元

４.０１０日元

修订前

   但是、从３月３１号以前继续使用的用户，５月份的查表用量依然按５％的消费税计算。

人の動き　　人口动态

納　期　限    缴 纳 期 限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号（周一）

便利な電話番号表（ べんりなでんわばんごうひょう）    便利的电话号码表

划 分

３.２９０日元

筑巢，因此，经常会导致引发

停电现象。如果发现了电线杆

 ４月の【水道料金】      ４月份的【自来水费】

    上的乌鸦窝巢，请致电联系

    電柱の「カラスの巣」発見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防災情報の確保に『よしだ防災メール』の登録を
特別警報の配信を開始します

１５０日元

水道料金・下水道使用料などを改定しました

自来水费和下水道的使用费也进行了修改

１０公斤以内 １０公斤以内

３.４９０日元 单位企业垃圾

榛原総合病院（はいばらそうごうびょういん）
牧之原市細江２８８７－１（まきのはらしほそえ）

１０公斤以内

   于４月１日以后开始使用的用户，从开始使用日起按８％的消费税来计算。

修订后

 发现电线杆上有「乌鸦巢」时请给予协助

洗衣机
衣类烘干机    趁绿洲节之际表演吉田町原创舞蹈

 来自各部门的通知

因为每年２月至６月这段时间

都会有乌鸦在电线杆上搭窝

   于４月１日以后自来水开阀使用的用户，从开始使用日起按８％的消费税来计算。

                 但是、从３月３１号以前继续使用的用户，５月份的查表用量依然按５％的消费税计算。

电冰箱

划 分

ごみ処理手数料
垃圾处理手续费

普通生活垃圾
５０日元

修订后

 出生 １９              死亡 ２７
   迁入 １３７            迁出 ２０５

１５４日元

技術を磨きませんか写真部員募集します

       以增进健康为快乐

     オアシスまつりで吉田町オリジナルダンスを

 (０５４８－２２－１１３１

　(０５４－６５３－５５７1

　(０５４８－２２－０１１０

 (０５４８－２２－０１４８

 (０５４７－３７－３１２１

 (０５４７－３６－２２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