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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芝市中文月报 

                           2018年 12 月 

地球市民香芝（GLOBAL KASHIBA）发行 

 

 

 

 

 

 

 

 

 

 

 

 

 

 

通知 : 1月份无月报 

把 1月报的内容登载到 12月 21日发行的<广报香芝>上。 

 

 

 

 

年末年初收集垃圾日 指南 

可燃烧垃圾  年末特别收集日           

小学校区 12月 29日  周六 

1月 5日  周六 

12月 30日   周日 

下田 ○ × 

五位堂 ○ × 

真美丘西 ○ × 

真美丘东 ○ × 

镰田 ○ × 

三和 × ○ 

二上 × ○ 

关屋 × ○ 

志美都 × ○ 

旭丘 × ○ 

咨询  收集中心 ☎77-4189 

年初 1月 4日(周五)起照常开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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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及不可燃烧垃圾 

年内最后申请截止至 →  12月20日(周四) 

请打电话给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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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把垃圾运到焚烧场 (美浓园；尼寺615) 

年内最后可运到日 →  12月28日(周五) 

年终到12月28日(周五)可以搬入。 年初从1月4日(周五) 可以搬入。 

搬入手续∶请到市政府生活环境课办理,带好印章和搬入车的车牌号。 

搬入日期∶周一～周五的下午1:30～4:30 

搬入费用∶100公斤以内免费。超过100公斤,每10公斤收108日元。 

咨询  市政府环境卫生课  ☎44-3306 

 

 

 

 

 

假日诊疗所·急救电话商量 

内科·小儿科·牙科 

葛城地区假日诊疗所  ☎22-7003 

地点∶大和高田市保健中心 (大和高田市西町 1-45)  

诊疗日∶周日及节日,年末和年初(12月 29日～1月 3日) 

诊疗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1:00～3:30、傍晚下午5:30～8:30( 牙科到下午3:30截止 ) 

自备∶费用,健康保险证或领取医疗保健者证。没带来时、要自己负担全部费用。 

 

小儿科 

橿原市假日夜间应急诊所  ☎0744-22-9683 

地点∶橿原市保健中心 (橿原市畝傍町 9-1)  

诊疗日∶每日  ，诊疗时间∶下午 11:30～次晨上午 5:30、请必定询问 

自备∶费用,健康保险证或领取医疗保健者证。没带来时、要自己负担全部费用。 

 

小孩子急救电话商量 

按钮电话/手提电话  ☎＃8000 

家庭电话/IP电话    ☎0742-20-8119  

小孩子忽然得病或发烧时,可以通过电话咨询怎样应付等。 

对象∶15岁未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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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日期∶周一～周五・・・下午 6点～次晨上午 8点 

                周六・・・下午 1点～次晨上午 8点 

             周日·节日·年末年初(12／29－1/3)・・・上午 8点～次晨上午 8点 

 

其 他  

奈良县急救安心中心商量电话(24小时受理) 

按钮电话/手提电话   ☎＃7119 

家庭电话/IP电话    ☎0744-20-0119 

          犹豫叫急救车还是去医院的时候，可以咨询 

奈良医疗信息罔  http://www.qq.pref.nara.jp./ 

用电脑网会检索奈良县内的医疗机关。 

 

 

 

 

 

第28届 香芝市成年人典礼 

日期∶ 平成31年1月14日(周一·节日) 

地点∶ モナミホ－ル 

对象∶ 平成10年4月2日～平成11年4月1日之间出生的人 

内容∶ 受理     上午  9:00～ 

         典礼     上午  10:00～ 

         合影留念 上午  10:50～正午 

咨询∶ 市政府生涯学习课 ☎44-3339 

 

 

 

 

 

 

 

 

 

 

 

 

 

  

 

http://www.qq.pref.nar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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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咨询    召开日关于节日·假日·年末年初(12/29-1/3)成为休息。 详细事前用电话。 

咨询内容 日期 地点 咨询单位 

法律咨询 

(生活一般) 

第 2·4周三 

 13:00～16:20 

（一个人 25分以内） 

市政府 2楼大会议室前 预约制 从当天 9点 

先到 8名 

总务课 44-3333 

法律咨询 

(中南和法律咨询

中心) (生活一般) 

第 1周三  

13:00～16: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预约制 电话预约 

从二星期前 定员 6名 

奈良律师会 0742-22-2035 

民事法律扶助 

咨询 (生活一般) 

第 3周三  

13: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预约制 电话预约 

到前一天的 17:00为止  

定员 6名 

奈良律师会 0742-22-2035 

女性法律咨询 

(限定女性)  

(生活一般) 

第 4周三 

13:00～16: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预约制 电话预约 

从一个月前 先到 6名   

市民协动课 44-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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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周四) 

*平常月末最后开厅天 

17:15～19:30 

市政府纳税促进课 纳税促进课 44-3310 

保费夜间纳税 

咨询(国保・介護・後期) 

12/17(周一) 

12/27(周四) 

17:15～20:00 

综合福祉中心 保费收纳课 43-7109 

人权咨询 1/9（周三） 

9:00～12:00 

2/6（周三） 

9:00～15:00 

综合福祉中心  当天在会场里受理 

市民协动课 44-3314 

奈良县育儿女性就

业咨询 

第 2周二 

9:00～12: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第 4会议室 

预约制 电话预约 

从一个月前 先到 3名   

奈良县育儿女性就业咨询 

窗口 0742-24-1150 

残疾人咨询 第 2周三 

13:30～15:3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6-7107 

精神保健福祉 

咨询 

每周二 

13: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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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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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育儿咨询 

第 1～4周一 

10:00～11:30 

MITUWA保育所 77-2184 各个保育所 

第 1～4周二 

10:00～11:30 

若叶保育所 77-2758 

第 1～4周五 

10:00～11:30 

五位堂保育所 77-2023 

第 1～4周六 

10:00～11:30 

二上保育所 77-2944 

真美丘保育所 76-4777 

家庭儿童咨询 周一～周五 

9: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儿童福利课 

79-7522 

单亲家庭咨询 周一～周五 

9: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儿童福利课 

79-7522 

育儿·虐待 

烦恼咨询 

周一～周五 

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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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2:00 

(只限电话) 学校教育课 

44-3335 

教育咨询 
周一～周五 

8:30～17:15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学校的事） 

学校教育课 44-3334 

市政府儿童课 （保育园的事） 

儿童课 44-3336 

儿童·年轻人 

支援咨询 

周四 

13:00～17:00 

青少年中心 预约制 

青少年中心 78-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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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窗口 44-3313 

询问处  

产业振兴课 44-3312 

周四   

10:00～12:00 

13:00～15:00 

广陵町综合福祉会馆 

(さわや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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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9:00～15:0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9-5858 第 2·3·4周三 

9:00～12:00 

老人健康咨询 周一～周五(除周四) 

10:00～12:0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议会 

79-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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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858 

志愿活动咨询 周一～周六(除周四) 

9: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志愿活动中心 

76-7179 

生活窘迫者自立咨

询  * 奈良县

生活窘迫者等广域

工作准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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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限电话) NPO法人空房综合会客员 

0744-35-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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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中心的通知       咨询∶保健中心  TL:77-3965   FAX:77-0939 

仪式 / 

对象·定员 
实施日·地方 申请方法 注意事项 等 

健康体操教室 

12/17（周一） 

1/28（周一） 

10:00～11:30 

综合福祉中心 

申请不用 

・内容∶韵律体操，肌肉力量提高体操等 

・自备∶毛巾，饮料 

・请参加用能体操的服装和鞋。 

・主持∶香芝市健康运动普及推进协会 

献血 

16～69岁 

① 1/8（周二） 

9:30～10:45 

② 1/25（周五） 

10:00～12:00 

或 13:00～16:00 

市政府 

当日在 

会场接待 

・自备∶献血卡，能本人确认东西(驾照等) 

・65岁以上 60～64岁之间的人是有献血经验的必

要条件。 

牙齿闪光教室 

①1歲 6个月不滿

的兒童和那家長 

②2 歲的兒童和那

家長各 10组 

1/8（周二） 

①9:15～9:45 

②10:00～10:30 

或 10:45～11:15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内容∶①由潔牙師的牙膏指導，蟲

牙預防的講演 ②由潔牙師的牙膏

指導，氟塗敷體驗(氟塗敷是第一

次，不是牙科治療中的人是對象) 

・自备∶母子健康手册，笔记用具 

※②也需要玻璃杯，毛巾，完成磨光用牙刷。 

学会伸展运动 

20岁以上 

20个人 

① 1/18（周五） 

10:00～11:00 

② 1/28（周一） 

10:00～11:00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内容∶与伸展体操普及领导人一起伸展体操做吧。

是使用椅子进行的伸展体操。 

※①快的拍子进行的伸展运动 

②在地板进行的展运动 

・自备∶毛巾，饮料 

・请参加用能体操的服装和鞋。 

步行教室 

1/21(周一) 

2/18(周一) 

13:30集合 

综合体育馆 

正面入口 

申请不用 

・内容∶步行的实际技巧 

・自备∶毛巾，饮料，帽子 

・请参加用能步行的服装和鞋。 

※雨天关于雨天在综合体育馆进行。室内穿的拖鞋

需要。 

・主持∶香芝市健康运动普及推进协会 

牙周病诊察· 

孕妇牙科诊察 

20 岁以上或妊娠

的人  50个人 

1/31（周四） 

2/21（周四） 

13:00～15:30 

[时间预约制] 

*13:00～14:00 

妊娠的人优先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对象∶不是牙科治疗中的人是对象。 

妊娠中的人健康状态稳定时请受到。 

・内容∶牙周病诊察，虫牙菌检查，牙科咨询， 

刷牙指导 

・自备∶健康手册(没拥有的人当日发行)， 

妊娠中的人要母子健康手册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