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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香芝市2017 

 

10月29日（周日）漫游香芝市活动 

相撲ゆかり一带散步 

出发时间  9点30分-10点自由出发 

小学生以下要有大人陪同 

准备物品  食物饮料，雨具，垃圾袋等 

申请办法，当日发申请参加用纸，或者提前从网上打印出来填写完。 

先到的500名人士有赠送纪念品。 

行程  二上车站南侧集合 

大坂山口神社——穴虫一带——大の松為次郎墓碑――専称寺――腰折田伝承地――千

股池――今池親水公園 

最终结束时间下午1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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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之日纪念事业 近铁铁路节2017 免费 

日期∶10月28日(周六)上午10 点～下午4 点 

10月29日(周日)上午10 点～下午3 点 

地点∶近铁五位堂检修车库 

内容∶与电车拔河比赛(小学生以下), 

车站名BINGO(小学生以下), 

微型观光特急电车体验【岛风shimakaze】小学生以下可 

站长体验摄影会, 

电车司机体验, 

纪念品贩卖 等。 

咨询∶近畿日本铁路五位堂检修车库 78-0296 

 

3 ON 3 篮球日 

日期∶11 月 3 日(周五/节日) 上午9:30～下午3 点 

地点∶综合体育馆 

对象∶在市内居住·工作的人(初中生以上) 每小组3 名或5 名以内 

定员∶15 小组(应募者超过定员时由抽签来决定) 

费用∶每一个人300 日元 

自备∶鞋子,饮料,盒饭等 

协力∶市篮球俱乐部 

报名∶在体育馆窗口办手理 

报名期限∶10月28日(周六) 

咨询·报名∶综合体育馆  ☎ 76-9511 

 

平成30年度 公立学童保育所入所受理事项 

▼入所资格  在本市居住的小学生。 

白天家长或代理人因工作不在家,不能照看的儿童。 

▼入托期间  平成29年4月1日～平成30年3月31日 

＊周日、祝日、暑假（8 月13 日～１5 日）年初年末（12 月29 日～来年1 月3 日）

以及 

其它指定日为休息日。 

▼开设时间  下课后到晚6 点。 周六上午8:30 ～下午6点  学校休息日（周日、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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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 

上午8:00～下午6点  

＊延长保育开设到下午7点。（周六不实施） 

▼保育费∶ 每各儿童，到下午六点每月5000 日元，六点半6000日元，7点7000日元。 

▼报名办法∶希望入托者在申请表上填好必要项目后、提交给市役所学校教育课(4 楼)。 

▼申请表∶ 到各学童保育所、小学校、保育所（园）、市学校教育课领取申请表(在本市

网页上也有此表可利用)、8:00～下午6点 

▼提出时间  12月 5日（周一）～9日（周五）受理时间上午8:30～下午5:15  

▼ 其它 今年已经入所的学童要继续加入也要重新申请。 

▼询问处∶ 市役所教育部学校教育课 内线电话 445 

▼学童保育所名, 人数, 所在地, 电话 

下 田         90  北今市5-631-5  78－2074 

五 位 堂     102  五位堂2 丁目300－1（五位堂小学校内） 78－9810 

二 上        121  畑4 丁目95－5（二上小学校南侧） 77－6433 

关 屋         45  关屋北5 丁目7－1（关屋小学校内） 78－2076 

三 和         53  良福寺665－2（三和小学校内） 77－6357 

志 都 美      73  今泉363（志都美保育所内） 77－7514 

镰 田       45  镰田370（镰田幼稚园北侧） 77－6775 

真 美 丘 东   90  真美丘3 丁目2－13（真美丘东小学校北侧） 78－6196 

真 美 丘 西  100  真美丘5 丁目4－16（真美丘西小学校西侧  78－6293 

旭 之 丘 第一 70  旭之丘3 丁目11－1（旭之丘小学校西侧） 77－1811 

旭 之 丘 第二 70  旭之丘4－12－20(香芝·旭之丘ニュ－タウン 自治会馆西侧) 78

－5341 

 

 

粗大及不可燃烧垃圾 

年内最后申请截止日  →  12 月 16 日(周五) 

请打电话给电话回收中心  77-1199 

受理时间∶上午 9～下午 4 点(除了周六·周日·节日) 

回收数量∶每家庭每月一共 6 件以内。 

咨询  收集中心 77-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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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咨询 

咨询内容 日期 地点 咨询单位 

生活困难的人 

自立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15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空房咨询 周一～周六 

9:00～17:00 

只电话 NPO 法人空房咨询人 

0744-35-6211 

保育士·幼儿园

教师的工作咨询 

每月第 2·4周三  

10:00～11: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学校教育课 内线 413 

孩子课内线 440 

女性法律咨询 

(限定女性) 

第 4周三 

13: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预约制 电话预约从一个

月前 先到 6名  市民协

动课 173 

行政咨询 第 1周三  

9:00～15:0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纳税咨询 第 3周四(除 2,3

月)13:00～16: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当天从正午受理 先到 6

名 

税务课  内线 141～147 

市税夜间纳税咨

询 

月末最后开厅天 

17:15～19:30 

市政府纳税促进课 纳税促进课 内线 151 

保险费夜间纳税

咨询 

月末最后开厅天 

17:15～19:30 

综合福祉中心 保险料收纳课 43-7109 

人权咨询 每月第一周三 

9:00～12:00 

综合福祉中心 商量室 1 市民协动课 173 

残疾人咨询 5月 17日（周三 ） 

13:30～15:30 

综合福祉中心 商量室 A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精神保健福祉咨

询 

每周周二 

13: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商量室 A 预约制（开厅天 9:00～

17:30 电话预约） 

生活支援中心 23-7214 

障碍儿童支援咨

询 

周一～周六 

10:00～16:30 

综合福祉中心 预约制（到前一天电话预

约 

社会福祉协议会 

79-7529 

 

 

健康育儿咨询 

第 1～4周二 

10:00～11:30 

若叶保育所  

 

 

各个保育所 

第 1～4周五 

10:00～11:30 

五位堂保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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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周六 

10:00～11:30 

二上,真美丘保育所 

家庭儿童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00 

综合福祉中心 儿童福利课 

79-7522 

单亲家庭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00 

综合福祉中心 儿童福利课 

79-7522 

育儿虐待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00 

综合福祉中心 儿童福利课 

79-7522 

不登校电话咨询 第 1·3周三 

9:00～正午 

只限电话 学校教育课 

44-3334 

教育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15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学校教育课 

44-3334 

 

 

消费生活咨询 

周一～周三·周五  

10:00～12:00 

13:00～15:00 

市政府消费生活中心 产业振兴课 44=3312 

周四       

13:00～16:00 

广陵町综合福祉会馆 广陵町地域振兴课 

55-1001 

操心事咨询 

(日常生活上的

操心事) 

第 1·3周三 

9:00～15:0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第 2·4周三 

9:00～正午 

老人健康咨询 周一～周五(除周四) 

10:00～正午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福祉法律咨询 

第 2周三 

14:00～,15:00～, 

16:00(每次 40分) 

 

综合福祉中心 

预约制 定员 3名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自愿活动咨询 周一～周六(除周四) 

9: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自愿活动中心 

76-7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