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May 

2022 一关市多言语信息 
 

一关市国际交流协会/一关市 ILC推进课 
这一多语种信息是从一关广报「I-style」精选出的一部分来提供的 

新型冠状肺炎的疫苗注射通知 

中文 

4月 17日 现在 

 

第 3 次接种大体上 5 月结束 
 

 

 
 

 

 

 

 

 

 

 

 

到 2021 年 11 月给第 2 次接种完了的人已经发送完接种券。 

还未收到接种券的人请向健康促进课或各支所保健福祉课联系。 

 
 

 

 

转来一关市的人带由转入前的市町村交付的接种券・接种完了证和接种记录证明等去健康促进课或各支

所保健福祉课办理一关市接种券发行手续。 

详细请确认办理转入手续时由市民课发放的资料。 

 

 

 

 

在生日那天达到接种年龄的人，或因某种原因无法接种的人，可以继续进行第 1 次第二次接种。 

接种券的发送 

转入来的人的手续 

新符合条件的人的第 1 次和第 2 次接种 

因为接种顺利进行，所以在市内医疗机关实施的接种大体上在 5 月结束。 

希望接种的人请尽早接受接种还有在一关市综合体育馆（优到母）的接种予定在 4 月结束、 

但是 5 月 13 日（星期五）追加夜间接种。 

* 6 月以后的接种予定在市内 3 处医疗机关实施。 

  

≪一关市新型冠状肺炎注射集体预约中心≫ 

电 话：0120-033-567（免费） 

时 间：上午 9：00～下午 9:00（每天没问题） 

语 言：日语・英语・中国语 

 

健康促进课      0191-21-2160 

花泉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82-2216   室根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64-3805 

大东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72-4087   东山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47-4530 

千厩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53-3952   川崎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43-4022 

藤沢支所保健福祉课   0191-63-5304 

 

可以进行注射预约和咨询 

 

一关市 公式 LINE 

了解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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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震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灾害证明书的发行 

防备地震 各家庭能做的事情 

3 月 16 日、发生了以福岛县冲为震源的强烈地震 

是因这次地震所产生的一般家庭和企事业的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请在 5 月 31 日（星期二）之前搬到清扫中心。 

① 请办理灾害证明等的发行手续 

〇 手续请看下记 

〇 受付时间：平日 8：30am～5:15pm（窗口延长到 7:00pm 

对应） 

② 搬入清扫中心时请带灾害证明书。（费用免除） 

〇 一关清扫中心（一关、花泉）0191-21-2157 

平日 8:30am～11:45am/1:00pm～4:30pm 

星期六 8:30am～11:30am（祝日除外） 

〇 大东清扫中心（大东、千厩、东山、室根、川崎、藤沢）

0191-75-3149 

平日 8:30am～11:45am/1:00pm～4:30pm 

第３星期日 8:30am～11:45am/1:00pm～4:30pm（祝日除外） 

*请按照类别分别搬入 

■ 其他的排出方法 

破损的玻璃片及陶器等如果是家庭垃圾的话通常

做为「不燃垃圾」，遵守分类规定和收集日时可投

放到垃圾集存处。但是企事业者不可投放到垃圾存

放处。 

■ 需要费用的垃圾 

〇 委托一般废弃物收集运搬许可业者搬运废弃物

时，排出者要承担费用。 

 

 

 

【咨询】 

一关市政府 生活环境课 0191-21-8341 

对于土地、房屋等受害的市民根据申请发行「受灾届出证明书」或「受灾证明书」 

 

■「受灾届出证明书」是什么？：证明建筑物（房子）/店铺/墙壁/家具等受多大灾害的证明资料 

■「受灾证明书」是什么？：证明建筑物（房子）遭受灾害的资料 

■ 注意：申请前向你所加入的保险公司确认是否有必要提出，再申请。不需手续费。 

■ 可申请的人：土地、房屋等的所有者或同居的家族。除此之外需要附带委任状。 

■ 申请手续：向一关市政府税务课或各支所市民课・税务系提出 

■ 申请时必要证件：①申请书 ②写真能确认被害状况的照片（智能手机、也可提示数码相机的画像）  

③确认来庁者本人的证件（准驾证、个人番号卡等、须带有面部照片的） 

【咨询】 一关市政府 税务课 0191-21-8257 

◆ 发生大地震时 

保护头部降低姿势，确保自身安全（家具倒塌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后果） 

◆ 地震准备 

① 日常采取防震安全措施,，如防止家具坠落和在家周围固定瓦斯罐 

② 防备断电、断瓦斯、断水，一般要储存最低 3 天的饮用水和可长期储存的食物 

③ 灾害发生时将随身携带品装在「紧急携带袋」，和避难用的外鞋一起备好，以便随时都可马上拿出。 

◆ 「紧急携带品」要准备什么为好？ 

紧急食品、饮料水、手电筒、便携式广播、预备电池、手套、现金・身分证等贵重品、口罩、湿纸巾等 

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应根据自身和家庭情况准备纸裤和疾病用药   【咨询】消防本部防灾课 0191-25-5913 

来自一关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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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一关市政府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生活支援班 0191-21-8730 或者 各支所保健福祉课 

 

 

●在一关市从 5 月 9 日开始进行成人检诊 

●４月中旬给该当者发送受诊票和日程表。如果想申请额外的检诊和新转住入的人请连络以下咨询中心 

◇同时受诊（受付时间：6:45am～9：00am） 

循环器系健诊（基本健诊・特定健诊・后期高龄者健诊） 

胃癌检诊・大肠癌检诊・肺癌检诊・肝炎病毒检诊 

日（星期） 地域 会場 日（星期） 地域 会場 

9 日（一） 

藤沢 

乡土文化保存传习馆 20 日（五） 

一关 一关保健中心 

10 日（二） 
藤沢市民中心黄海分馆 

21 日（六） 

11 日（三） 22 日（日） 

12 日（四） 

川崎 川崎体育中心 

23 日（一） 

13 日（五） 24 日（二） 

14 日（六） 25 日（三） 

大東 

大东保健中心 

15 日（日） 
一关 一关保健中心 

26 日（四） 

大东交流中心 16 日（一） 27 日（五） 

17 日（二） 

花泉 花泉综合福祉中心 

28 日（六） 

18 日（三） 29 日（日） 

室根 室根曲录交流中心 19 日（四） 30 日（一） 

   31 日（二） 

 

 

 

 

 

 

 

给予受新冠病毒感染症影响的人支援 

向住民税非课税家庭 1 户支给 10 万日元 

５月成人检诊日程通知 

◇乳腺癌检诊 

（受付时间：9:30am～10：30am/1:30pm～2:30pm） 

日（星期） 地域 会場 

12 日（四） 

东山 

松川市民中心 

13 日（五） 
田河津市民中心 

东山地域交流中心 

14 日（六） 东山地域交流中心 

 

 

◇子宮癌检诊 

（受付时间：9:30am～10：30am/1:00pm～2:00pm） 

日（星期） 地域 会場 

19 日（四） 
大东 大东保健中心 

20 日（五） 

 

为了预防感染，请努力协助以下几点 

① 受诊人本人和家族身体不适时要延期受诊 

② 检诊会场入场制限时要在场外等待 

③ 戴口罩 

【咨询】健康促进课 0191-21-2160 

或者 各支所保健福祉课 

 

① 住民税非课税家庭 

◆２月上旬给该当家庭发送了确认表（柠檬色）。  

【提出期限：至 5 月 31 日（星期二）】 

◆未申报的家庭和 2021 年 1 月 2 日以后搬迁的家庭没

发送确认表。需要另外申请。 

【申请期限：至 9 月 30 日（星期五）】 

② 家计突变家庭 

◆谁可以申请？：因新冠病毒感染症影响 2021 年 

1 月以后收入减少、家庭全员成为相当于居民税平均

分配免税收入的家庭（请用二维码确认） 

◆申请方法：附带可确认收入的证件等 

◆申请期间：9 月 30 日（星期五） 

*所属①②中的一个，只支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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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县 

  
 中文信息 

岩手县的信息 

 
 

岩手县国际交流协会 

 

日语的学习・签证的事・为难的事都可相谈 

 

TEL: 019-654-8900  

时间：9:00am～8:00pm 

一关市 

 

灾害・医院・垃圾分类方法・一关市的信息等  

一关市国际交流协会 

 

日语学习・为难的事等都可相谈 

 

TEL: 0191-34-4711  

时间: 9:00am～6:00pm 

(休所日：星期四・假期・

12/29～1/3） 

依偎热线 

 

工作・生活・家族等为难的事均可相谈 

 

TEL: 0120-279-226 

（从岩手・宫城・福岛打电话

时的号码） 

AMDA 医疗专门相谈窗口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AMDA 国际医

疗消息中心〕 

 

用电话也可相谈医疗 

相谈翻译均免费 

需要电话费 

 

TEL: 03-6233-9266 

时间: 10:00am～4:00pm 

（星期一 ～ 星期五） 

 

 

有多种国家语言表示的资料 

 

 

 

  

在一关市和一关市网页进行通知 

请扫描 QR 码确认 

● 假日值班医 （就是假日开放的医院） 时间：9:00am～5:00pm 

● 平日夜间值班医 （是平日的晚上开放的医院） 时间：6:00pm～8:00pm 

有变更的情况 

去之前请打电话确认 

 

可以向一关市政府 （TEL 0191-21-2111）/一关市消防本部 （TEL 0191-25-0119）打电话确认 

假日值班医通知 

 
一关市（日本语） 

 

https://www.pref.iwate.jp/kyouikubunka/kokusai/kokusaikouryu/kaigai/1028207/1028405.html
https://iwate-ia.or.jp/?l=ch
https://www.city.ichinoseki.iwate.jp/index.cfm/1,html
https://www.ichinoseki-ia.jp/zh-cn/
https://www.since2011.net/yorisoi/zh/
https://www.amdamedicalcenter.com/
https://www.city.ichinoseki.iwate.jp/index.cfm/28,0,56,7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