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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芝市中文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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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9 号 
地球市民香芝（GLOBAL KASHIBA）发行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篇 

 

最初于中国武汉市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奈良也有确诊病例，现在日本国内存在感染蔓

延的趋势。1月 29 日，在新型冠状病毒对策会议的基础上，香芝市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与季节性流感的预防措施一样，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留心和注意。

请根据厚生劳动省和奈良县发布的正确信息，冷静对待。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作为病毒性感冒的一种，主要表现症状为发烧、喉咙痛、长时间咳嗽（持续一周前后）、

强烈的倦怠感。从感染到发病的潜伏期为 1～12.5日（通常为 5～6日）。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 

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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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沫传染 病毒随着感染者的喷嚏、咳嗽、唾液等飞沫一起被释放出，其余人通过 

口鼻等吸入病毒而被感染。 

接触传染 感染者用手捂住喷嚏或咳嗽，病菌会通过手沾染到周围的物品上。 

其余人因为用手接触到病毒或者用手触摸自己的口鼻黏膜而被感染。 

重症患者，会导致死亡。 

容易转成重症的患者，通常伴有糖尿病、心功能不全、呼吸疾患等基础疾患。正在接受透

析治疗、正在使用免疫抑制或抗癌剂的人，以及孕妇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预防】 

重要的是洗手和检查有无咳嗽症状。尽量不要去人群拥挤的环境。 

*最新信息请随时浏览香芝市主页。 

咨询处：市役所危机管理室 ☎44-3305 

保健中心 ☎77-3965 

 

【预防感染以及减少感染蔓延的洗手与咳嗽检查】 

①洗手 

回家后、做饭前后、吃饭前后用香皂和流水洗手。之后再用消毒用酒精消毒。 

②检查咳嗽 

请戴口罩。没有口罩的时候，请用手绢或纸巾、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袖子或上衣挡住口鼻。

用手挡住咳嗽或喷嚏时，病菌会沾在手上，其余人会通过门把手等中介物感染病毒。 

 

【电话咨询窗口】 

*从国外归国者、有接触史者的咨询中心（令和 2年 2月 25日现在） 

有流行地（中国湖北省、浙江省）的接触史者 

因为职场或旅行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到不安的人 

出现感冒症状或发烧（37.5 度以上）超过四天、感到倦怠或呼吸困难的人， 

或者还没有到医疗机关受诊的人 

 

咨询窗口 接受咨询的时间 咨询处 

归国者、有接触史者咨询中心 

（奈良县厅内） 

平日 8:30～21:00 

周六日和休假日 

10:00～16:00 

☎0742-27-1132 

☎0742-22-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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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咨询 

或对自身状况感到不安的咨询 

咨询窗口 接受咨询的时间 咨询处 

奈良县中和保健所 平日 8:30～17:15 ☎0744-48-3037 

☎0744-47-2315 

奈良县厅 平日 8:30～17:15 

周六周日和休假日 

10:00～16:00 

☎0742-27-8561 

☎0742-22-5510 

 

 

【重要】关于活动或庆典等延期或中止的通知 

    现在，因为国内存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趋势，考虑到市民的安全，市主办的许多活

动或庆典等都将延期或中止，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协助。 

    具体事宜会在香芝市主页上随时更新，请予以关注。 

 

 

 

重要活动企划与讲座 

 

香芝市玩具医院 

修理玩坏的玩具 

 

▼日期∶4月 10日（周五）、5月 8日（周五）、6 月 12日（周五） 

        10：00～14：00 

▼地点∶综合福祉中心 2楼创作工艺室 

▼内容∶玩具医生（日本玩具医院协会）将为大家修理玩具。 

▼费用∶免费  

  *部分零件需要费用。 

▼咨询处∶香芝市志愿者中心 ☎76-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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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快乐做点心 

 

▼日期∶ 4月 25 日（周六）、5月 23日（周六）、6月 27日（周六） 

        13：00～15:00 

▼场所：综合福祉中心 3楼料理室 

▼对象：市内在住的有障碍者 

▼定员：10名 

▼内容：一起制作简单的点心，并一起聊天。  

*申请人数过多的时候采用抽选制。（令和 2年 1月 10日给予答复） 

▼费用：200 日元（材料费） 

▼自备：围裙、三角巾、毛巾、便当盒 

▼申请方法：电话或传真 

▼申请期限：每一个开始日期的一周前  

▼咨询处：香芝市志愿者中心 ☎76-7179 

 

 

                        

运动·健康 

香芝市运动少年团招募中！ 

 

香芝市运动少年团是一个旨在加强青少年健全养成的团体。本市团员有 602名（令和

元年度），指导者 269 名。对运动有兴趣的请一定要参加。 

▼对象∶ 小学一年级以上的男女 

▼活动日期∶ 每个团都不一样，具体请咨询。 

▼活动场所∶各个校区的小学。 

▼活动种类∶请参照表格。 

▼申请方法∶请通过各个团负责人的电话申请。 

▼咨询处：香芝市运动少年团本部事务局（市役所生涯学习课），TL：44-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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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教育 

 令和 2 年度暑假缩短 

 

 

为了确保孩子们更加丰富的学习，增强学习能力，让学生和教师的负担均等化，令和

2 年开始实施暑假缩短的措施。第二学期于 8 月 25 日（周五）开始，中午给餐从 8 月

28日开始。 

▼咨询处∶市役所学校教育课 ☎ 44-3334 

 
 

通知 

请及时办理手续 

小型特殊自动车和摩托车的废弃与过户手续 

 

每年 4月 1日起，带原动机的自行车（125cc 以下的摩托车）、小型特殊自动车需要纳

税。若要废弃或过户，请于 3月 31日之前办理。 

每年 3月末，汽车车检窗口都非常繁忙，办理各种业务都需要排长队等候。所以请及早

办理废弃或过户手续。 

▼咨询处： 

*125cc 以下的摩托车或小型特殊自动车 ☎TL：44-3307 

*近畿运输局奈良运输支局 ☎050-5540-2063 

*轻自动车 轻自动车检查协议奈良事务所 ☎050-3816-1845 

 

气象台电话窗口变更 

 

令和 2年 4月 1日起，奈良地方气象台的电话窗口将变更。 

*人声对应 

☎0742-22-2555  工作时间：平日 8:30～17:15 

*自动音声对应 

☎0742-27-7329  24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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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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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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3周四（2月 3

月休息）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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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5日（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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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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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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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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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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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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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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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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活动中止 

 

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下列活动中止。请大家予以理解。 

 

 一起伸展运动 3/6（周五）、17（周二） 

 妈妈教室 3/9（周一） 

 育儿交流会 3/9（周一）    徒步教室 3/9（周一） 

 离乳食教室 3/18（周三）、25（周三） 

 牙齿教室 3/18（周三）    健康体操教室 3/23（周一） 

 

3月是自杀对策强化月 

 

3 月是毕业、就职、工作调动、搬家等生活环境大变化的时期。也是自杀者增加的时

期。请通过音声、文字传达您的心情，让我们来聆听。 

咨询处 

 よりそい热线（24小时） 

电话咨询 ☎0120-279-338 

传真咨询 ☎0120-77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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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心理热线 

☎0744-46-5563  （工作时间：周一～周五 9:00～16:00） 

 保健中心 心理健康咨询室（只接受面约、电话预约制） 

☎43-5586 

 sns 咨询事业 请输入关键词「厚生劳动省 sns咨询」检索 

 

 

 

 

 

 

 

 

 

手语养成讲座 
 

手语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促进互相理解的方式。 

有志于通过手语增加了解、促进手语的日常运动的人欢迎参加此讲座。 

 

日期：4 月 11 日～9 月 26 日 每周周六（8 月 15 日休息） 

时间：9:20～12:30 

地点：综合福祉中心 3 楼第一会议室 

费用：3,240 日元 （教材费） 

对象：市内在住 18岁以上 （高校生也可以） 

定员：25 名 

申请方法：电话申请 *周六周日休假日除外 

申请咨询处：综合福祉中心 社会福祉课 ☎79-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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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式便槽（非水洗）收集日程    令和 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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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周三） 狐井（包括磯壁一部分）  

2（周四） 良福寺，镰田 

3（周五） 东良福寺 

4（周六） 东良福寺 高，上中 

6（周一） 别所，瓦口 今泉，平野，尼寺 

7（周二） 五位堂 下田（西，东） 

8（周三） 五位堂 北今市，藤山， 

穴虫，畑，逢坂 

9（周四） 五位堂 关屋，田尻，穴虫 

10（周五） 畑，磯壁，本町  

11（周六） 下田（西，东），五所 

 

 *净化槽清扫日程   令和 2 年 4 月（周日，节假日除外） 

4月 10 日（周五）～30日（周四）【大和清扫】关屋地区（近铁大阪线男南侧） 

*作业时间：周一 ～周五，8：00～15：00， 

           周六，8：00～12：00 根据具体情况，作业时间也可能略有变动。 

*各个日程根据作业情况，亦有可能提前或推后二三日。 

*根据净化槽法第 10条，市民有义务每年清扫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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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