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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服务员培养讲座 【入门编辑·基础编辑(全 46次)】 

日程∶ 4月 6日～2020年 3月 21日的每周周六 

※10月 12日/12月 28日/2020年 1月 4日休息 

时间∶ 上午 10点-11点 45分 

地址∶ 综合福祉中心 

对象∶ 市内在住 18岁以上的人士 (高中生也好) 

※限制讲座的 70%以上能听讲。 

定员∶ 先到 25人 

内容∶  1入门篇→理解简单的手语，简单的打招呼，自我介绍 

2基础篇→学习手语基本语法，理解基本手语，和对方可以进行日常会话 

费用∶ 3,240日元 (教科书费) 

申请方法∶ 电话 

申请期限∶ 3月 22日(周六) 

咨询∶ 综合福祉中心 TL;79-7151 

 

 

招募  香芝市运动少年团员 

香芝市运动少年团 是 通过运动促进青少年身体身心健康成长的团体。 

现在拥有 672名团员 和 292名指导者(平成 30年度)，大家愉快地活动。 

对象∶ 小学生 1年级以上的男女 

活动日期∶ 各个团不一样，请咨询各个团的负责人 

活动地点∶ 各个团的小学校 

活动项目∶ 如下列表 

报名方法∶ 电话向负责人报名 

咨询∶香芝市运动少年团本部办事处（市政府终生学习科内）内线 TL;44-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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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名 活 动 项 目 负 责 人 电 话 

下田 棒球·排球·足球·垒球 久保 洋昭 080-1497-7255 

志都美·旭丘 棒球·排球·足球·垒球 山中 和男 090-3429-9524 

五位堂 棒球·排球·足球 山内 觉 76-8677 

关屋 棒球·排球 蔵元 重孝 61-0935 

二上 棒球·排球 山田 康之 090-7754-5043 

三和 棒球·排球·足球 平井 恵 090-2044-0871 

镰田 排球·足球·小型篮球 寺内 伸臣 27-3870 

真美ケ丘，西·东 棒球·排球·足球 谷國 武資 61-6294 

 

 

生活·环境 

栽种的树的处分方法 

【栽种的树，枝/树干】 

〇直径 5cm以内···长度 50cm以下切后，放入袋里，在「可燃垃圾日」出来。 

〇直径的 20cm以内···长度 1m以下切后，分为用一只手能拿的重量用带子绑， 

打电话这里(TL;77-1199) 作为「大件垃圾」「不可燃垃圾」收集委托。 

或是，对垃圾焚烧场(美浓园)自己搬入。 

【栽种的树，根】 

〇直径 5cm以内···好晒干后除去土，细小地切放入在袋里，在「可燃垃圾日」出来。 
 

☆尺寸大的东西，收集处理不能。 请为专业企业商量。 

▼咨询∶收集中心 TL;77-4189 
 

这个垃圾怎么处理？ 

☆介绍一下收集的时候需要拆卸东西的例子。 

〇晾衣处竿/钓竿···长度1m以下切 

〇白铁皮/波形铁皮···在1m四方以下切后，要二张组用带子绑。 

〇弹簧床垫···布，棉的部分全部除去，要只弹簧状态。 

布，棉放入在袋里，在「可燃垃圾日」出来。 

〇电毯/藤和竹制的地毯类···在 1m四方以下切后，用带子绑。 

〇家用库房/家用温室/宠物小房···拆卸。 

〇纱窗···网的部分除去。 
 

☆在其他也有需要拆卸·预处理的东西。 

▼咨询∶收集中心 TL;77-4189 

 

 

 

国民健康保险 

现在带着的`国民健康保险证的有效期限是到平成 31年 3月 31日。 

新的保险证从 3月中旬用挂号寄，请确认。 

▼咨询∶综合福利中心国保医疗课  TL;79-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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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咨询    召开日关于节日·假日成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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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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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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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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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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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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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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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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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44-3310 

人权咨询 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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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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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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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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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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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79-7529 

健康育儿咨询 

第 1～4周一 

10:00～11:30 

MITUWA保育所 

TL;77-2184 

各个保育所 

第 1～4周二 

10:00～11:30 

若叶保育所  

TL;77-2758 

第 1～4周五 

10:00～11:30 

五位堂保育所 

TL;77-2023 

第 1～4周六 

10:00～11:30 

二上保育所 TL;77-2944 

真美丘保育所 

TL;76-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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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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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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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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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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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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44-3334 

市政府儿童课 （保育园的事） 

儿童课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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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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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44-3313 

询问处  

产业振兴课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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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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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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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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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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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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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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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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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来时保健中心，停车台数有限度，请有效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费用的记载的仪式，免费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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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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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伸展运动 

20岁以上 

20个人 

① 4/12（周五） 

10:00～11:00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中 

・内容∶领导人一起伸展体操做吧。  

快的拍子进行的伸展运动 

・自备∶毛巾，饮料 

・请参加用能体操的服装和鞋。 

断奶食品教室 

① 儿童 4个月～ 

开始 2次食的

孩子 

② 开始 3次食的

孩子 

每日 20个人 

① 4/17（周三） 

② 4/23（周二） 

9:45～11:30 

综合福祉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中 

・内容∶断奶食品的做法参观和品尝会 

・自备∶母子健康手册，笔记用具， 

小宝宝的牛奶等需要东西 

※如果有抱的带子，请拿来。 

母亲教室 

【全部 2次】 

妊娠5个月以后的

孕妇和那个家族 

15名 

① 4/15（周一）

9:30～11:30 

② 4/18（周四） 

13:00～，14:00～ 

③ 4/26（周五） 

10:00～11:30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中 

・内容∶ 

① 关于向生孩子·育儿的不安和烦恼，安产伸长， 

②孕妇牙科诊察、 

③育儿和吃饭的信息交换 

・自备∶母子健康手册，笔记用具 

※①关于请由于容易动的服装(裤子穿着)参加。沐

浴方法，请爸爸的孕妇体验希望者到申请时传达。 

 

牙周病诊察· 

孕妇牙科诊察 

20岁以上或 

妊娠的人   

30个人 

4/18（周四） 

13:00～15:30 

[时间预约制]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受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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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 血 

16～69岁 

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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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