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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芝市中文月报 

2020年 11月 5号 

第 477 号 
地球市民香芝（GLOBAL KASHIBA）发行 

 

 

 

香芝电子图书馆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可以享受阅读~ 

 

 

香芝电子图书馆的业务已经开通。只要连上网络，就可以通过手机或 ipad 或电脑，借阅

图书。 

 

⚫ 只要网络环境许可，即可以随时随地借阅图书。（网络费用自理） 

⚫ 借阅期限一到，自动还书，从此没有还书的烦恼。 

⚫ 部分图书附有音声功能，最大程度方便读者的各种需求。 

⚫ 可以电子借阅的图书有小说、实用类书籍、儿童书等 4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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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市内在住在职在学、有市民图书馆借阅卡的人。 

◆借阅册数、期限：1 人 5 册，限期 2 周。 

◆预约册数、期间：1 人 2 册，限期 1 周。 

◆利用方法： 

①请填写电子图书馆利用申请书，与图书借阅卡一起，到市民图书馆窗口申请。或者通

过 E 古都奈良电子申请页面。 

*没有图书借阅卡的读者，请先到市民图书馆办理图书借阅卡。 

*图书借阅卡到期的读者，请办理登录更新手续。 

②申请后将获得电子图书馆专用 ID 和密码，即可登录。 

*获得 ID 和密码的次日，即可利用电子图书馆。 

③ 可以借阅也可以预约。 

*预约一周一次，通过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即可确认何时可以借阅。 

◆咨询处：市民图书馆  ☎：77-1600 

 

 

活动讲座 

 

少年的主张 

令和 2 年度香芝市青少年健全育成市民集会“少年的主张”中止。 

本来定于 12 月 5 日（周六）举行的市民集会，因病毒中止。作文评选获奖者的奖品将择

日送达。 

▼咨询处 市役所生涯学习课 ☎：44-3339 

 

 

香芝市教育之日： 

儿童绘画展 

▼日期∶11 月 15 日（周日）~28 日（周六）10：00～21：00 

▼地点∶中央公民馆 1 楼 大厅 

▼内容∶市内幼稚园、儿童园、保育所 3~5 岁儿童的画展。 

  ▼咨询处：市役所教育总务课  ☎：44-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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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届香芝市美术展 

▼日期∶11 月 21 日（周六）~28 日（周六）9：00～16：00 

*展览第一天：10：00~16：00 

表彰式： 11 月 21 日（周六）9：00~10：00*入场者仅限表彰关系人员 

*展示作品讲评会：11 月 21 日（周六）11：00~11：30 

▼地点∶中央公民馆 3 楼  

  ▼内容∶展出作品均具备市役所、中央公民馆、市民图书馆、地域交流中心的相关要求。    

  ▼咨询处：市役所生涯学习课  ☎：44-3339 

 

 

犯罪被害者奈良县民支援会举办的展览： 

生命信息展 

因犯罪、事故、或霸凌而被夺去生命的牺牲者为主的展览。牺牲者生前的照片、遗留

物、鞋子、家人要传递的信息等。今年四月，香芝市犯罪被害者等支援条例生效，以此

为契机，希望香芝市减少被害者，也减少加害者，共同努力创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日期：11 月 24 日（周二）~27 日（周五）11：00～15：00 

▼地点∶二上文化中心 1 楼大厅 

▼费用∶免费 

▼主办∶奈良县、奈良县警察、公益社团法人奈良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 

  ▼咨询处：市役所市民协动课  ☎：44-3314 

          

 

香芝玩具医院 

——修理玩具 

▼日期：每月第 2 个周五 

▼受理时间：9：00~12：00 

▼地点∶二上文化中心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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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日本玩具医院协会的志愿者来修理被玩坏的玩具。 

  ▼咨询处：香芝市志愿者中心  ☎：76-7179 

          

 

育儿·教育 

乳儿按摩 

▼日期∶ 12 月 15 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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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周五）~12 月 4 日（周五） 

▼咨询处：综合福祉中心儿童福祉课，TL：79-7522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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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全国火灾预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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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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     

萌 心理咨询室 
 

社会福祉法人萌，将在障碍者周间实行电话咨询业务。 

失眠的日子，情绪持续低落，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状态。或者担心去

精神科就诊，对精神科的药品也怀有疑惑，存在上述情况的市民，可以拨通萌心理咨询

室的电话，您将获得耐心的倾听，以及相关信息帮助。 

◆日期： 12 月 7 日（周一）~11 日（周五）9：00~21：00 

◆咨询电话：0743-85-5639 

*电话费自理 

◆咨询费用：免费 

◆咨询处：地域活动支援中心 ☎TL： 23-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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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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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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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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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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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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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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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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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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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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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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冬彩”福袋发放 

每一年冬天的冬彩，都有照亮夜空的光影，令人记忆深刻的音乐。非常遗憾的是今年因

为疫情，不得不缩小规模。12 月 19 日，将举办没有观众的现场直播。广大市民不出家

门，可以享受冬彩氛围。 

◆发放物品：一套（和纸玉一个，乳白色杯子 2 个，LED 蜡烛 1 个，飘浮蜡烛 3个） 

◆发放数量：100 套*一家限一套 

◆申请期限：11 月 25 日（周三）截止 

◆申请方法：通过邮件，请注明姓名、住所、电话号码。若是邮件无法到达，也可

以电话申请。 

◆发放期间：12 月 1 日（周二）~12月 18 日（周五）*周六周日休假日除外 

◆发放地点：市役所 1 楼，市民协动课 

◆申请咨询处：冬彩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市役所市民协动课 ☎TL 44-3314 

 

 

 

思考生活讲座 

《接受命运的挑战——和自闭儿童一起奋斗的有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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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2 月 5 日（周六）14：00~15：40（开场 30 分钟前开始受理） 

◆地点：二上文化中心 2 楼 会议室 1~2 

◆对象：市内在住在职者 

◆定员：50 名 

◆内容：在突如其来的病毒侵袭所带来的生活变化中，思考与孩子们相处的方法。 

◆讲师：山口步 

◆费用：免费 

◆申请方法：无需申请，请直接到会场。 

*有手语翻译。 

◆咨询处：市役所市民协动课 ☎TL 44-3314 

 

*汲取式便槽（非水洗）收集日程    令和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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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周二） 狐井（包括磯壁一部分）  

2（周三） 良福寺，镰田 

3（周四） 东良福寺 

4周五） 东良福寺 高，上中 

5（周六） 别所，瓦口 今泉，平野，尼寺 

7（周一） 五位堂 下田（西，东） 

8（周二） 五位堂 北今市，藤山， 

穴虫，畑，逢坂 

9（周三） 五位堂 关屋，田尻，穴虫 

10（周四） 畑，磯壁，本町  

11（周五） 下田（西，东），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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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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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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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