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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做健康检查了吗 
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员可以免费接受健康体检 

市里在 5 月份，对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 40～75 岁的市民寄送了免费健康体检的的检查券。该检查券是以特

定健康体检为目的的，可以在今年的 6月到 12月期间到市内的医疗机关使用。目的主要是通过血液、尿以及心电

图等的检查，早期发现和预防生活习惯病的发生，以防患于未然。就职于公司加入公司健康保险的市民也有类似

健康体检的机会。75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会收到后期高龄者健康检查的检察券。有效期为 6月到 2020年的 2月。 

健康体检需提前向医院预约，请填好检察券带好健康保险证前往。 

咨询：健康管理科04-2966-5511  
 

免费癌症筛查 

市里为在职场无法接受检查的市民免费提供癌症筛查机会。筛查有肺癌、大肠癌、胃癌、乳腺癌、子宫癌、

前列腺癌、肝炎和结核。请打电话到健康福祉中心预约，委托寄送检察券。 

预约与咨询：成人体检预约专用电话 04-2966-5520 
  
 

日本初中升高中说明会 
面向母语是外语的学生及其家长 

 

时间：7 月 20 日(周六)下午 1 点半 

地点：所沢市儿童福祉未来馆 

在琦玉县和地区志愿者团体的协助下，以母语为外

语的学生及其家长为对象，就日本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

试制度举办说明会。专门为埼玉县西部学生举办的说明

会，将于 7月 20日（周六）下午 1 点半（1点开始入场）

在所沢市儿童福祉未来馆（地址：所泽市泉町 1861-1 ，

西武新宿线新所泽站徒步 5分钟）举行。会上关于高中

入学制度用日语进行说明，并配有多语种翻译人员。届

时可以听到高中学生的经验之

谈，还可以向高中老师做个别咨

询。对于欲咨询是否有入学资格

的人员来说，是可以确认的绝佳

机会。参加免费，但需要事先申

请。报名请发传真到 04-2993-8

521 或发邮件到 tksingaku2019

@yahoo.co.jp 。申请时请记好

①姓名②年级③国籍④需 要翻

译的语种⑤一同参加的人数。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难得

机会！ 

 

 
 

 

 

 

国际交流音乐会 

长笛、钢琴演奏、女高音演唱 
7 月 5 日（周五）武藏 Hall 

下午 6 点开放  下午 6 点半开始 

周五的夜晚与好友一起度过美丽的音乐

之夜如何？入间市国际交流协会和武藏 Hall

共同举办为外国籍市民和他们朋友举办音乐

会。专业演奏者演奏的曲目有《一个全新的世

界》《小小世界》《喀麦隆幻想曲》等广为人知

的日本歌曲。武藏 Hall 在武藏藤泽站前广场

荣光私塾所在的建筑物内。入场费 500日元（外

国籍市民免费）。无需预约。咨询：入间市国

际交流协会 04-2964-1111 ext. 2146 or 2147  

 

为母语非日语的学童举办的暑期补习教室 

8 月 21 日、22 日、23 日 

入间市交流协会为母语非日语的儿童以及学生举

办 3天的学习会。本活动为协会的实验项目，由志愿者

老师为孩子们指导暑假作业以及各科目的学习。详细内

容会发表在下期 COM＋COM。欲参加活动的家长请安排好

日程。 

预约与咨询：入间市国际交流协会04-2964-1111 ext. 

2146 or 2147

 

 

 

  

Main Entrance 

あかしそ 

节 假 日 值 班 医 院 
在下表所示日期家属患病或受伤时，请到所示医院就诊。可以利用保险的医疗为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和下午 1 点至 5 点。 

就诊前请打电话咨询。本服务以无需住院的患者为对象。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医院名称 地址 电话 

6/2 
西武入间医院（内科） 野田 3078-13 04-2932-1121 

6/23 
小林医院（内科） 宫寺 2417 04-2934-5121 

丰冈整形外科医院（外科） 丰冈 1-8-3 04-2962-8256 丰冈整形外科医院（外科） 丰冈 1-8-3 04-2962-8256 

6/9 
入间心脏医院（内科） 小谷田 1258-1 04-2934-5050 

6/30 
西武入间医院（内科） 野田 3078-13 04-2932-1121 

丰冈第一医院（外科） 黑须 1369-3 04-2964-6311 丰冈第一医院（外科） 黑须 1369-3 04-2964-6311 

6/16 
金子医院（内科） 新久 680 04-2962-2204 急救电话咨询24 小时365天可以利用。 请按电话键＃7119 或 048-824-4199。

护士会就伤病，给予是否需要去医院治疗的建议。 原田医院（内外科） 丰冈 1-13-3 04-2962-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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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咨询窗口 
入间市政府安装了自动电话衔接

系统。只要您拨打 04-2964-1111后按

照语音向导拨键 2147或 2146即可接通

咨询窗口。外国人咨询窗口的英语咨询

为周二上午，西班牙语咨询为周三上午，

中文咨询为每月第一个周四的上午。地

点在市政府 2楼（1楼 ATM正上方），您还可以利用传

真（04-2964-1720）或邮件（isociety@m.ictv.ne.jp）

咨询。 

 

市营住宅募集入住者 
市营住宅现正在募集入住人员。

报名流程由琦玉县住宅供给公社负

责。募集要项到 21 日（周五）为止

在市政府都市计划科、市政府支所

（东金子、金子、宫寺、藤泽、西武）、 市政府办事处

（黑须、东藤泽）发放。请在本月 21 日为止（以邮寄

当天邮戳为准）邮寄到相关部门。与县营住宅相同，对

报名人员进行抽选后，要求当选人递交收入证明等相关

资料，然后进行审查。咨询：都市计划科 
 

 

 

儿童津贴的现状申报 
市里对抚养中学生以下的儿童家庭发放儿童津贴。

领取需要每年进行登记。本月初，市政府会向领取儿童

津贴的家庭邮寄现状申报资料。符合继续领取条件的人

员，请填写好申报表，务于 6月 30 日之前反送到市政

府儿童支援科。 咨询：儿童支援科 

 
 

 

 

 

 

 

 

 
 

 

 

近期活动 
市吹奏乐团音乐会 

市吹奏乐团演奏会于 6 月 16 日（周日）下午 2 点

在市民会馆举行。是吹奏乐团第 37 届定期演奏会。除

了有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以外，还有其他著

名的曲目。入场免费。欢迎带儿童前来观赏。 咨询：

中央公民馆04-2964-2413 
 

金子周六音乐会  

7 月 6 日（周六）下午 5 点在金子公民馆举行。

欢迎和爵士乐队一起度过美好的夏日之夜。入场免费，

但需要在 6 月 7 日 8 点半起于金子公民馆领取发放的

整理券才能入场。 咨询：金子公民馆04-2936-1171 

牙齿与口腔健康博览会  

健康福祉中心于 6 月 9 日（周日）上午 10 点到

正午举行免费牙科与口腔诊疗。由现任牙科医生就虫牙、

牙齿排列、口腔癌等给予建议。 18 岁以下还可免费涂

氟素。无需预约。欢迎参加。 咨询：地域保健科
04-2966-5513 
 

狭山保健所免费 HIV 检查 

狭山保健所（狭山警察署附近）每个月第三（或第

二）个周一免费进行 HIV检查。具体日程为 6月 17日、

7 月 8日、8月 19日。请于下午 1点半到 2点半之间到

保健所。抽血后大概 1个小时后可知道结果。可以匿名

接受检查，但需提前预约。为了确保检查的准确性，请

在有可能感染的日期过三个月以后接受检查。同一天上

午，可以检查其他性感染疾病（如梅毒、衣原体感染、

B 型肝炎以及 C型肝炎）。 

咨询：狭山保健所04-2954-6212 
 

 

 

 

市公共设施整修计划最终落实 
入间市一直以来在摸索与探讨既能满足市民生活变化的需要，还能够以最低成本来管理市里公共设施的方法。2017

年起通过公共媒体和市民会议上的意见反馈，上个月完成了公共设施管理计划。跨越 30 年（从 2019年到 2048 年）的

计划是根据能够长期可能实现的财政计划来制定的。在 COM＋COM 信息纸上我们会随时为市民进行介绍。 
 

地区设施基本方向性 

公民馆：2022 年成为地区中心，将具有支所、地区公民馆、

福祉咨询窗口、防灾中心、自制活动支援、高龄老人福祉

中心的六个功能。现有的 13 个公民馆，将变为 9 个地区

中心。 

中小学：考虑学校的规模与配置的合理化，现有的 16 所

小学和 11所中学分别统合为 9所。 

学童保育室：根据小学的统合，学童保育室也会随之统合。 

公立保育所：根据需要保育的儿童数量以及私立保育所的

状况，将调整数量。 

图书馆分馆/地区体育馆：维持现状 

覆盖市所有地区的设施的基本方向性 

市政府、市民会馆、博物馆、健康福祉中心等，根据现况

需要将进行整修、改建、封锁以及民营化。 

 

咨询：公共设施管理推进科 

最新消息请从 FBI（FM 茶笛 77.7 ）获取  

每周二的 19 点到 19 点半为英文广播  

第一、第三个周二的 19 点半到 19 点 55 分为西班牙语广播  

第二、第四个周二的 19 点半到 19 点 55 分为中文广播 

 

 

周六市民科窗口办公时间 

 8 日& 22 日 上午 8 点半～12 点  

办理迁入• 迁出登记、 住民票、 户籍藤本的发行、 印鉴登记证明的发行、 出

生• 死亡• 结婚• 离婚等与户籍相关的登记手续  
 

特别缴税窗口  

6 月 22 日（周六）上午 8 点半到 11 点半  

市税缴付和缴税咨询（如缴税期限延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