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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用外语阅览小牧市网站。也可用外语阅览小牧市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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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人 咨 询 窗 口 的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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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口：932人 / 小牧市的人口：153,070人（2018年 2月 1日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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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税课　TEL.0568-76-1117咨询处

※但仅限于缴纳书的缴纳期限内。

❸ 带条码的缴纳书也可以在便利店支付税金。

8:30～17:15  ※但年底年初休息。

❷ 在小牧站办事处也可以支付税金。请在方便的时候利用。

日期 ▶ 3月11日（周日）、3月25日（周日） 8:30-17:15日期 ▶ 3月11日（周日）、3月25日（周日） 8:30-17:15

❶ 小牧市役所本厅舍2楼，可以进行有关税金方面的咨询及税金支付窗口。也可以缴纳税金。

下次税金的支付期限为4月2日（周一）下次税金的支付期限为4月2日（周一）下次税金的支付期限为4月2日（周一）

为了避免遗忘支付，利用转账支付方式最方便。

利用转账支付方式者，请在到支付的前一天内确认存款余额。

●国民健康保险税（第10期） ●护理保险费（第9期）

●后期老年人医疗保险费（第8期）

为平日白天忙而难于缴纳税金的人⋯

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补助开始了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补助开始了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补助开始了

由于儿童癌症等治疗，会失去预防接种中的抗体，从而使免疫力降低

对儿童的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进行补助

符合下列❶〜❸当中全部条件的人。
❶经主治医师诊断因骨髓移植手术等，导致无法期待预防接种效果者
❷在小牧市有居民登记者
❸到再次接种时达到一下年龄者
卡介苗（4岁）、肺炎球菌（6岁）、HIB疫苗（10岁）、

4种混合疫苗（15岁）、其他疫苗（20岁）

平成30年2月1日以后进行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

※仅限于规定的次数，间隔结束后的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

接种费用的全额（金额有上限，详情请咨询。）

保健中心  ※请在再次接种请先申请。

预防接种的补助对象

对 象

补 助 金 额

申 请

请尽快

支付！

保健中心　TEL.0568-75-6471咨询处

母子健康检查等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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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牧市役所  保险年金课  医疗系

申请地点

日历日历

●●

请在此处下载

ios系统 Android系统

保险年金课  医疗系 TEL.0568-76-1128

发行中!!发行中!!垃圾分类应用软件垃圾分类应用软件外语版外语版

小牧市

外语版垃圾分类应用软件「3R」

好评发布中！

分类垃圾时便于利用，敬请利用。

资源、垃圾的分类和扔法资源、垃圾的分类和扔法

分类详解图表分类详解图表

儿童医疗费领取证的申请通知儿童医疗费领取证的申请通知儿童医疗费领取证的申请通知

小牧市以中学生以下的儿童为对象的医疗费（保险诊疗的个人负担额度）进行补助。

为了领取补贴需要申请健康保险的资格及儿童医疗费领取证。

请未持有儿童医疗费领取证的人进行申请。

申请时需要的材料

①记载儿童姓名的健康保险证　 ②监护人的印章

小牧市环境吉祥之物

“环保林”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英语　 ◯中文

◯印度尼西亚语 　◯菲律宾语　 ◯越南语
应对语种

方便的功能方便的功能

可以确认所居住地区回收垃圾

日程日历表。

可以确认资源及垃圾的分类方法、

废弃方法。

应该废弃哪种类型垃圾? 

可以从品目起详细查询。

到现在为止，真不知怎样分类垃圾一直感觉

很困扰, 不过多亏了这个应用软件现在可以

正确地分类垃圾了！

垃圾政策课　TEL.0568-76-1187咨询处

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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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科目等诊疗科目等

发生紧急情况、休息天突然得病或受伤！ 大家在休息天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

●孩子突然发烧

●孩子在公园受了伤

●手指被刀划破后流血不止

●牙痛得剧烈连饭也不能吃

为了应这种情况存在着节假日急病诊疗所。

地点为保健中心用地内

小牧市节假日急病诊疗所小牧市节假日急病诊疗所小牧市节假日急病诊疗所

再者，此诊疗所因不是“劳灾保险指定医疗机关”所以如果利用“劳灾保险”接受检查时，

请到“劳灾保险指定医疗机关”接受检查。

向导地图

市民会馆北

Lapio

小牧市市民会馆

小牧市民病院

保健中心

小牧高级中学校

小牧市役所

小牧山

414141

间间本町

▲

前往平安通

前往犬山

前往名古屋

前往一宮

小牧站

155155155

小牧山

节假日急病诊疗所

小牧山

节假日急病诊疗所

弥生町 小牧商工会议所东

保健中心前

小牧市民病院北

诊 疗 科 目

诊 疗 日 期

受 理 时 间

诊 疗 时 间

咨询处 节假日急病诊疗所 TEL.0568-75-2070　邮编：485-0044 小牧市常普请1-318

内科、儿科、外科、牙科

周日/节假日/年底年初（12月31日至1月3日）

内科、儿科、外科 8:30-11:30、13:00-16:30
牙科 8:30-11:30

内科、儿科、外科 9:00-12:00、13:00-17:00
牙科 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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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3月11日（周日）、3月25日（周日） 8:30-17:15

下次税金的支付期限为4月2日（周一）下次税金的支付期限为4月2日（周一）

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补助开始了预防接种的再次接种费用补助开始了

※事先向对象者邮寄信件，请在信件中确认详情受理时间。

※请务必接受健康检查。如有不便之处者，请向保健中心咨询。

4月龄婴儿健康检查、

母亲齿科健康检查

1周岁6月龄幼儿健康检查

2周岁3月龄幼儿

齿科健康检查

3周岁幼儿健康检查

卡介苗接种

※请不要忘记携带亲子(母子)健康手册。

种类 地点 受理时间 对象/内容/申请等日期

(标准接种时期为生后5个月到未满8个月)

生后5个月到未满8个月

看望婴儿

断奶饮食教室

(初期咽下教室)

断奶饮食教室

(后期咀嚼教室)

笑咪咪龋齿预防咨询

●4月龄后的婴儿保护者（27人），

婴儿也可以参加

●费用／免费　●申请／保健中心

无需申请

无需申请

●9个月龄后的婴儿亲子(21组)

●费用／免费　●申请／保健中心

●内容／咨询关于刷牙方法、牙齿排列的焦虑担心等事

●携带物品／亲子(母子)健康手册、牙刷　●费用／免费

●内容／咨询关于抚养孩子方面的焦虑不安等内容、

身体测量、测量血压、尿液检查（限于希望者）

●费用／免费

●对象/婴幼儿（特为1周岁左右宝宝推荐）

●费用／免费

●申请/保健中心
母乳咨询

育儿咨询, 孕妇、

产妇健康咨询

爸爸妈妈教室

如果宝宝的出生体重未满2500g时，请提出低体重儿申报书。

申报处：保健中心或者保险年金课
低体重儿申报

保健联络员和保健联络员OB带贺礼访问生后2至3月龄左右的婴儿家庭。

（事先打电话询问是否方便）

●对象/小牧市内在住的孕妇及其丈夫(孕妇单独参加也可)30组

●携带物品／亲子（母子）健康手册、汤类（30cc左右）  ●申请/保健中心

3月13日（周二）

3月20日（周二）

3月27日（周二）

4月  3日（周二）

3月  2日（周五）

3月  9日（周五）

3月16日（周五）

3月  1日（周四）

3月  8日（周四）

3月  7日（周三）

3月14日（周三）

3月28日（周三）

3月  5日（周一）

3月15日（周四）

3月23日（周五）

大城儿童馆

北里儿童馆

大城儿童馆

●内容／有关与婴儿一同生活，父亲的作用、怀孕期饮食、爸爸妈妈的口腔健康、

抱婴儿娃娃体验、孕妇体验、了解自家常菜味道

保健中心　TEL.0568-75-6471  FAX.0568-75-8545咨询处

专项检查通知

母子健康检查等日历母子健康检查等日历母子健康检查等日历

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

13:05-13:55

13:05-14:15

9:00-10:10

13:05-14:15

保健中心 13:45-14:30

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

10:00-11:00

10:00-11:00

10:00-12:003月  4日（周日）

3月16日（周五）

3月  7日（周三）

3月27日（周二）

3月26日（周一）

3月20日（周二）

3月13日（周二）

3月  6日（周二）

3月  2日（周五）

3月  9日（周五）

3月  9日（周五）

保健中心

保健中心

10:00-12:00

10:00-11:15

13:00-16:00

10:00-12:00

10:00-11:15

需要预约

需要预约

需要预约

需要预约



3月10日是「名古屋油鸡日」！

也可用外语阅览小牧市网站。也可用外语阅览小牧市网站。也可用外语阅览小牧市网站。
也可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中文、韩国语、越南语来阅览小牧市官方网站。

查询日常生活信息时，敬请利用。

使用外语阅览方法使用外语阅览方法

❶ 点击

❷ 点击选择

请点击如下图所示。

URL  http://www.city.komaki.aichi.jp
请从电脑访问小牧市官方网站。❶

❷

电话：0568-76-1173　传真：0568-75-8283

小牧市役所　地域活性化营业部　城市宣传课  繁荣创出系

邮编: 485-8650 爱知县小牧市堀之内三丁目1番地
编  辑

发  行

※详情请向各负责窗口确认。

为了环境使用的是再循环利用纸张。

为了环境使用的是
用大豆油做成的油墨。

http://www.city.komaki.aichi.jp/admin/lifeinfo/10823.html

外 国 人 咨 询 窗 口 的 通 知外 国 人 咨 询 窗 口 的 通 知

小牧市役所本厅舍2楼 市民安全课内

9:00-17:00 （12:00-13:00休息）

此外、保险年金课和保育课(9:00～17:00)、福祉总务课(9:30～16:30)里有可用葡萄牙语应对接待的职员。

市民安全课　TEL.0568-76-1675（咨询直通电话）咨询处

城市宣传课   TEL.0568-76-1173咨询处

本小牧生活信息报也可在小牧官方网站阅览。请使用智能手机等读取此页右下角的二维码或点击访问以下URL。

也可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中文、来阅览简单易懂日语。可以每月一次了解掌握有助于日常生活的相关信息。

请告知您周围的熟人或朋友一起共享吧。

※请务必使用电脑。无法使用手机

或智能手机阅览。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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