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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企划与讲座 

 

香 芝 市 教 育 日 
 

学校开放日 

～我们去学校吧～ 

 

日期∶ 11月 16日（周六） 

场所∶ 市内公立幼稚园、认定儿童园、小中学校 

 

♦  内容     

  除了在各个幼稚园、儿童园、小中学校开放授课，还有学习发表会和教育演讲会等，

请务必参加。 

* 有关具体时间、地点，请咨询各个幼稚园、儿童园和小中学校。 

* 请尽量不要开车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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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绘 画 展 
 

日期∶ 11月 16日（周六）～24日（周日） 

时间∶ 9:00～21:00 

场所∶ 中央公民馆 1楼大厅 

 

  ♦ 内容  市内幼稚园、认定儿童园、保育所（园）3到 5岁儿童的绘画展 

 

咨询处：市役所教育总务课  TL；44-3328 

 

 

令和元年香芝市青少年健全育成市民集会【少年的主张】 

 

让我们倾听小中学生每天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想让更多人了解的想法， 

对社会的建议等。 

♦日期：11月 30日（周六）13:00～16:00 

♦场所：二上文化中心 1楼 市民厅 

♦内容：市内小中学生以“少年的主张”为主题创作的作文发表会 

艺术表演 香芝市中学校吹奏乐部 

♦费用：免费    *无需申请 

 

♦咨询处：市役所生涯学习课（青少年中心） TL：44-3339 

 

二上山博物馆特别展 

第 2 回演讲会 
▼日期∶ 12月 7 日（周六）14:00～16:00 

▼地点∶ 二上文化中心 1 楼 市民厅 

▼定员∶ 300名 *无需事先申请 

▼演讲主题∶【越过古代大阪的道路——连接大和与河内的交通要道】 

▼讲师∶近江俊秀（文化厅文化财部纪念物课主任文化财调查官） 

▼费用∶200 日元  *二上博物馆俱乐部的会员免费。 

▼申请咨询处：教育部生涯学习课文化财系、香芝未来创造项目组（二上博物馆） 

              TL：7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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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纸彩球教室 

 

 

▼日期∶ 11月 24 日（周日）10:00～12:00 

▼地点∶ 中央公民馆 1楼第 1~2研修室 

▼定员∶ 30名 

▼对象∶市内外在住者都可参加*小学生以下的儿童需要保护者同伴。 

▼内容∶每年在今池亲水公园（比邻市役所）都会举行光影音乐庆典活动，学习如何

制作和纸彩球，用来装点今年冬天的冬彩会场。 

▼讲师∶冬彩实行委员会 

▼费用∶免费 

▼自备∶毛巾，剪刀，围裙 

▼服装∶不怕脏的衣服 

▼申请方式∶请登记电话，EMAIL，住所，姓名，年龄，联络地址。 

▼申请期限∶11月 21日（周四）下午 5点为止。 

▼申请咨询处∶冬彩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市政府市民协动课，TL∶44-3314 

              E-MAIL∶kyoudou@city.kashiba.lg.jp 

 

                          

第 29 回香芝市成人式 

 

▼日期∶令和 2年 1 月 13 日（周一） 

▼地点∶综合体育馆 *今年在综合体育馆举行 

▼对象∶平成 11年 4月 2 日到平成 12 年 4月 1日之间出生的人  

▼内容∶受理时间∶9:00～ 

        仪式∶10:00～11:00（预定） 

*有手语翻译 

*没有个人接待，请知晓。 

▼咨询处∶ 市役所生涯学习课 TL∶44-3339 

 

 

 

mailto:kyoudou@city.kashiba.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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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民馆的讲座 

 

【学习制作圣诞节酥皮点心 ～风车酥～】 

▼日期∶12月 8日（周日） 

▼时间∶10:00～11:30  

▼地点∶中央公民馆 

▼对象∶市内在住小学生 1～6年级学生（保护者可同行） 

▼定员∶10名 

▼内容∶芬兰人每年圣诞节都会享用的圣诞糕点风车酥、意式奶冻、各种派的装点等。 

  ▼费用∶600日元（一个人的材料费） 

  ▼自备∶围裙、三角巾、手绢、鞋子、饮料。 

  ▼讲师∶宫川美纪 

▼申请方式∶ 直接到窗口申请，或者通过明信片、传真、邮件等，请写明讲座名、

参加者姓名、年龄、学年、性别、保护者的姓名（保护者需不需要材料费）、住址、

电话号码） 

*受理时间∶9:00～20:00 

*申请者超过预定人员，会采用抽选制。人员定好后会通过邮局寄送材料。 

▼申请期限∶11月 24日（周日） 

▼申请咨询处∶ 中央公民馆 邮编∶639-0231 下田西 3-7-5  TL∶77-4981， 

传真 78-4981， 邮箱∶kck_kouza@kashiba-mirai.com   

网址∶http://kashiba-mirai.com 

*每月第一个周日休馆 

 

国际交流 COOKING 
 

▼日期∶11月 30 日（周六）9:00～13:00   

▼地点∶中央公民馆 1楼 料理实习室 

▼对象∶市内在住在职在学的高中生以上人员 

▼定员∶外国人 20名、日本人 14名 

▼内容∶通过制作日本家庭料理促进市内在住外国人的联络交流等。 

菜单∶鸡肉米饭、豆腐味增汤、鱼料理、凉拌菠菜芝麻、鸡蛋卷、团子等。 

▼讲师∶池原恭子 

▼费用∶1,000日元（当天交） 

mailto:kck_kouza@kashiba-mirai.com
http://kashiba-mir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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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围裙，三角巾，毛巾 2个 

▼申请方式∶电话或 E-MAIL 申请，请填写好姓名，年龄，住所，电话号码。 

▼申请期限∶11月 27日（周三） 

▼主办∶香芝地球村（香芝市国际交流市民会） 

▼申请咨询处∶市政府市民协动课，TL：44-3314 

 

 

国际交流 IN 香芝 

——留学生与市民的互动 

 

▼日期∶12月 7日（周六）14:00～17:00（提前 30 分钟开场） 

▼地点∶中央公民馆 3楼 第 5、6研修室 

▼对象∶小学生以上  *幼儿需要保护者同伴 

▼定员∶80名  

  ▼内容∶与出身世界不同地域的留学生一起交流、做游戏、亲善。有抽奖活动。 

▼费用∶免费  

▼申请方法∶电话或邮件，请写明姓名（片假名）、年龄、电话号码。 

▼申请期限∶11月 22日（周五） 

▼主办∶香芝地球村（香芝市国际交流市民会） 

▼咨询处∶市政府市民协动课，TL∶44-3314 

 

童子军香芝第 2 团 

队员募集说明会 

 

▼日程∶12月 1日（周日）10:00～12:00 

▼地点∶青少年野外活动中心 

▼对象∶新小学校 1、2年生，新小学校 3～5年生、新小学校 6～中学 3年级生 

（保护者一定要参加） 

▼内容∶关于活动内容的说明和体验 

▼费用∶免费 

▼申请方式∶请事先通过邮件申请 

  ▼咨询处∶童子军香芝 2团（负责人：中） TL∶090-5970-9692 

邮箱∶kashiba2dan@gmail.com 

mailto:kashiba2d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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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 

橡树介护研讨会 

学习移乘动作（无需申请） 

 

▼日期∶11月 15 日（周五）18:30～ 

▼地点∶橡树介护之家（良福寺 37-1） 

▼对象∶家庭介护者，介护设施义工等。对此有兴趣的均可参加。 

▼内容∶学习移乘动作 

▼费用∶免费 

▼咨询处∶橡树介护之家，TL∶78-6011 

 

大家一起快乐的新运动 

 

▼日期∶11月 24 日（周日）9:30～12:00  

▼地点∶综合体育馆 

▼对象∶市内在住者*小学生以下需要保护者同行 

▼项目以及对象∶ 

*充气器具运动（3岁~小学生） 

*邦德网球 （小学生以上） 

*trampobics（小学生以上） 

*亲子 exercise（小学生以上的儿童与保护者） 

▼内容∶让我们一起体验技术与规则比较简单，无论谁都可轻松快乐参加的新运动。  

▼费用∶免费 

▼自备∶体育馆用运动鞋，毛巾，饮料 

▼服装∶便于运动的衣服  

  ▼申请方式∶无需事先申请，请当日到会场。 

▼咨询处∶市役所生涯学习课，TL∶44-3339 

 

香芝市康乐协会加盟俱乐部体验入会日 

 

▼日期∶11月 24 日（周六） 

▼时间∶具体时间才参照下表。请自由参加。*见学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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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综合体育馆主竞技场和辅助竞技场 

▼对象∶市内在住者 

▼费用∶免费 

▼服装∶适合运动的衣服、鞋子 

  ▼申请方法∶请当天于会场办理   

▼咨询处∶市役所生涯学习课，TL∶44-3339 

 

 

竞技场 时间 俱乐部名 内容 对象 

主竞 

技场 

13:00～14:00 团栗体操 和教练一起跳跃练

习 

4 岁～小学校

4年级生 

14:00～15:00 香芝 good trim体操

AB 

香芝 cattleya 体操 

跟随音乐做体操 一般女性 

15:00～16:00 儿童运动 使用球类运动 5 岁～小学 6

年级生 

16:00～17:00 康乐俱乐部 柔软体操以及使用

各种道具的运动 

一般女性 

辅助 

竞技场 

 

13:00～14:00 瑜伽俱乐部 

瑜伽爱好者会 

瑜伽健康法 一般男女 

14:00～15:00 香芝 Amiiy dance 各种艺术舞蹈 4 岁～小学 5

年级生 

15:00～16:00 Refresh体操 跟随音乐放松修复 一般女性 

  

 

 

 

 

 

 

 

 
【团栗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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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教育 

  

乳儿按摩 

 

    

▼日期∶ 12月 20 日（周五）10:00～11:30 

▼地点∶ 综合福祉中心 2 楼 健康增进室 

▼对象∶ 市内在住保护者及 2～6个月的乳儿 

*原则上一组一回。 

▼定员∶ 10组 *申请者过多的时候，将采取抽选制。 

▼内容∶ 使用按摩油，轻抚乳儿的身体，与乳儿一起快乐交流。 

▼申请方法∶e古都奈良电子申请主页。  

▼申请期间∶ 11 月 18日（周一）～12月 9日（周一） 

▼咨询处∶综合福祉中心儿童福祉课，TL∶79-7522 

 

 

圣诞节联谊 

 

    

▼日期∶12月 18 日（周三） 

第一场∶10:00～10:50 

第二场∶11:00～11:50 

▼地点∶综合福祉中心 2楼 健康增进室 

▼对象∶市内在住保护者及未就园儿童 

▼定员∶每场各 20组 *申请者过多的时候，将采取抽选制。 

▼内容∶因圣诞节载歌载舞。*当日禁止摄影。 

▼申请方法∶e古都奈良电子申请主页。  

▼申请期间∶11月 18日(周一)～12月 2日（周一） 

▼咨询处∶综合福祉中心儿童福祉课，TL：79-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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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 

 

 

家电再生利用篇 

 

 

“怎么办呢？家里的电视机坏了！ 

好像也不能再修了。想回收，怎么办好呢？” 

 

“那真是遗憾呢。电视机这种大家电，好像和“家电再生利用目录”中记载的回收方

法不一样，我问一问。” 

 

正如你所言，根据“特定家庭用器械商品化法（家电再生利用法）”，电视机不能在市

内回收。这些不能回收的家电有冰箱、冰柜、电视、空调、洗衣机、衣物干燥机等。

具体回收方法如下： 

 

①联系贩卖家和购入店，请他们帮忙回收。 

②请打电话到回收受理中心（TL77-1199），办理回收申请。 

*通过电话回收受理中心，可以依托家电回收协会。只不过，请注意除了回收费， 

还需自己负担运输费。 

③到邮局购买回收券，自己搬到所在县指定的回收场所。 

回收指定场所：佐川急便（株）御所营业所 TL 66-2011 

                诚运输（株）             TL 58-3277 

                センコ-*（株）           TL 0743-56-2329 

*具体场所，请事先电话确认。 

▼咨询处∶市役所卫生课 TL：44-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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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全国火灾预防运动 

关注每一个细节！ 严防火灾 

 

 

11 月 9日（周六）～15日（周五），全国将一同实施秋季火灾预防运动。 

近年来，高龄者住宅火灾事故频发，常常发现时为时已晚，因吸入一酸化碳素等有毒

煤气而中毒死亡，成为死因第一位。请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地震火灾感应器等。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火灾发生时的警报声可以起到通知作

用。起到预防、提前避难、减少受害的良性效果。安装超过十年的话，必须更换电池。

也应该考虑到警报器年久失效，是否需要更换新的。 

* 香芝市消防署将随机到家庭访问，发放问卷。请大家予以协助。 

【地震火灾感应器】 

因大地震而造成的火灾，通常会引发停电、如果有地震火灾感应器，可以大大减少因

通电恢复而引起的电器以及配线事故，预防火灾，减轻受害。在安装方面，根据施工，

可分为内藏型、后附型，以及简易型。请根据住宅情况做最适合的装置。 

▼咨询处∶奈良县广域消防组合香芝消防署  TL∶76-4119 

         

 

11 月是儿童和青少年育成支援 

强调月 

 

每年 11月是内阁府制定的儿童和青少年育成支援强调月。 

为了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培养丰富的人间情怀，提高基本的生活习惯，家庭、

学校和地域社会携手共进，创造一个良性运作的美好环境。 

▼咨询处∶市役所生涯学习课（青少年中心）TL∶44-3339 

 

 

募集保健师、助产师、看护士、保育士 

 

现在募集令和 2 年 4 月开始，能够从事“你好宝贝事业”和“养育支援访问事业”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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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工资∶保健师、助产师、看护士    1,500 日元 

                保育士    1,110 日元 

*交通费另附。 

▼申请期限∶令和 2 年 1月 20日（周一）下午 5点截止 

*“你好宝贝事业”，是支援婴儿健康成长的事业，访问对象为出生到 4个月以内的 

婴儿。 

*“养育支援访问事业”的访问对象为对育儿感到不安，为此而积攒了压力的家庭。

提供养育建议，并进行指导。 

▼申请咨询处∶邮编 639-0251 逢坂 1-374-1 综合福祉中心儿童福祉课 

TL∶79-7522 

                             社会福祉法人 萌 

心理健康咨询室 

 

▼日期∶12月 2日(周一)～12月 6日(周五)  9:00～9:30 

▼内容∶有关心理健康的咨询，倾听痛苦的内心烦恼，提供精神保健福祉相关情报。 

▼对象∶县内在住者 

▼费用∶免费  *有手语翻译 

▼咨询处电话∶0743-85-5639 

  ▼咨询处∶地域活动支援中心  TL∶0743-54-3977 

 

免费咨询     

节日·假日·年末年始（12月 29日～1月 3 日）休息。详情请事前电话咨询。 

咨询内容 日期 地点 咨询单位 

法律咨询 

(生活一般) 

每月第 2·4周三 

 13:00～16:20 

（每人 25分钟以内） 

(受理预约制) 

市政府 2楼大会议室

前 

预约制（电话不可），受理

当天上午 8点 45分开始，

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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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1·3周五 

13:00～16: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预约制（请提前两星期电话

预约）定员 6名。  

 奈良律师会  

TL：0742-2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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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扶助 

咨询 (生活一

般) 

每月第 3周三  

13: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预约制（电话预约可截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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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4周三 

13:30～16:30 

市政府会议室栋 预约制（请提前一个月电话

预约）定员 6名。   

市民协动课 TL：44-3314 

行政咨询 每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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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3周四(2,3 月

除外) 

13:00～16: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当天受理。  

定员 6名（请于当日正午 12

点前到会议室栋受理） 

税务课  TL：内线 44～3307 

市税夜间纳税 

咨询 

每月末最后一个星期 

17:15～19:30 

市政府纳税促进课 纳税促进课  

TL：44-3310 

保险科夜间纳税

咨询 

每月末最后一个星期 

17:15～19:30 

综合福祉中心 保险科纳税课 

TL：43-7109 

人权咨询 每月第 1周三 

9:00～15:00 

综合福祉中心  当天直接在会场受理 

市民协动课 TL：44-3314 

奈良县育儿女性

就业咨询 

每月第 2周二 

9:00～12:00 

市政府会议室栋 

第 4会议室 

预约制（请提前一个月电话

预约）定员 3名。   

奈良县育儿女性就业咨询

窗口 TL：0742-24-1150 

残疾人咨询 每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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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 9:00～17:30

电话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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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预约截止到前

一天）  

社会福祉协议会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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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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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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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1·3周三 

9:00～12:00 

(只限电话) 学校教育课 

TL;4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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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事前联络。 

儿童·年轻人 

支援咨询 

每周一～周五 

9:00～16:00 

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协会 

      TL：76-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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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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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琐事烦恼咨询 

(日常生活上的

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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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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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德商法受害者

福祉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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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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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自立咨询 每月第 2·4周四 

9:00～12:00 

中央公民馆 事前预约者优先（平日·周

六上午 9点到下午 4点电话

预约） 

年轻人支援中心 

TL：0744-44-2055 

 

 

 

 

 

保健中心的通知    咨询处∶保健中心  TL:77-3965   FAX:77-0939 

▼保健中心停车台数有限，请有效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费用记载的活动，均可免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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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对象·人数限定 
实施日·地点 

申 请

方法 
注意事项 等 

齿周病检查 

孕妇齿科检查 

20岁以上或者孕

妇 

    每次 60名 

11/17（周日） 

9:00～11:00 

13:00～15:00 

时间预约制 

综合福祉中心 

随时 

电话受

理 

・没有正在接受齿科治疗的人。孕妇的话，以

胎儿安稳期为准。 

・内容∶齿周病检测，蛀牙齿菌检测，齿科咨

询，刷牙指导等。  

・自备∶健康手册。孕妇的话请携带母子健康

手账。 

健康体操教室 

11/25（周一） 

12/16（周一） 

10:00～11:30 

综合福祉中心 

申请

不要 

・内容∶肩部体操·提升筋骨体操等 

・自备∶毛巾、饮料 

・适合体操运动的服装，鞋子 

・主办∶香芝市健康运动普及推进员协议会 

 

徒步教室 

12/9（周一） 

今池亲水公园休息

处 下午 1 点 30 分

集合 

申请

不要 

 

・内容∶有关徒步的建议·预备体操等 

・自备∶毛巾、饮料、帽子 

・适合徒步运动的服装，鞋子 

・若是雨天，将到综合体育馆 2楼。请带好室

内用鞋子。 

・主办：香芝市健康运动普及推进员协议会 

 

伸展运动！20岁

以上，当日 20名 

12/13（周五） 

10:00～11:00 

12/17（周二） 

14:00～15:00 

保健中心 

随时

电话

受理 

 

・内容∶伸展体操普及，与主办人一起运动。 

①吸收健美操的要素，配合音乐运动。 

②配合呼吸运动。 

・自备∶毛巾，饮料，适合体操的运动服，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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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母子手账 APP 吗？ 
 

轻松输入怀孕记录和儿童成长记录，不仅可以方便查看育儿情报，确认疫苗接种信息，还

可以一览从怀孕到出生到育儿各个阶段的各种记录，随时确认成长信息。 

登录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从 App Store/Google Play 下载“母子手账 APP”，登录即

可。这个 APP 是 NPO 法人向日葵会和株式会社 NTTdocomo 联合提供的服务。不同于

根据母子保健法而交付的母子健康手账。 

 

征集香芝市关键词！ 

 

   令和三年开始，根据城市街道建设的方针，本市将积极推进《第五届香芝市综合计划》。

现向广大市民征集“香芝市关键词”，共同塑造并宣扬香芝市的未来形象。期待大家的的

共同参与，集思广益。 

（例∶笑颜、元气、smile、cheerful等 *不局限于日语） 

 

♦实施方法  

 根据网页

（http://s-kantan.jp/kashiba-nara-u/offer/offerList_detail.action?tempSeq=21517） 

*利用下面的二维码。 

 

♦募集期限  12月 5日（周四）截止 

 

未来的香芝将是什么样的城市呢？ 

请大家一起来想象！ 

期待您的精彩回答。 

 

 

 

 

 

http://s-kantan.jp/kashiba-nara-u/offer/offerList_detail.action?tempSeq=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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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式便槽（非水洗）收集日程    12 月  

咨询处∶市政府市民卫生课 TL∶44-3306 

 

月/日 香芝清扫 大和清扫 

12/2（周一） 狐井（包括磯壁一部分）  

3（周二） 良福寺，镰田 

4（周三） 东良福寺 

5（周四） 东良福寺 高，上中 

6（周五） 别所，瓦口 今泉，平野，尼寺 

7（周六） 五位堂 下田（西，东） 

9（周一） 五位堂 北今市，藤山， 

穴虫，畑，逢坂 

10（周二） 五位堂 关屋，田尻，穴虫 

11（周三） 畑，磯壁，本町  

12（周四） 下田（西，东），五所 

 

           

*各个日程根据作业情况，亦有可能提前或推后二三日。 

*搬入或迁出之时，或公共下水道替换之时，请及时到市政府市民卫生课联络。 

*具体清扫作业内容，请向清扫业者咨询。 

*香芝清扫，TL：76-6108      大和清扫，TL：52-3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