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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景点介绍景点介绍

咨询处咨询处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东馆11层☎

咨询处

就学于市立小、初中学校时，以适用于该制度认定基准的学生为对象援助提供饮食、

学习用品费等。

申请所需材料：

证明2013年度收入的材料(具有收入的居民卡上登记的全体家庭成员的源泉征收票、确定申

告书存根等。儿童扶养津贴领取者提示津贴证书)、印章、汇款处的存折(监护人名义） 

其他:

目前已经领取的人员不需申请。

儿童保健课 ☎
申请方式

育儿支援课 ☎
咨询处

时间:11月17日(星期一)9:30～11:00 

对象:外国婴幼儿及其监护人 

内容:关于怀孕·出生·育儿的咨询、测量婴幼儿的身体

定员:4组(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其他:有葡萄牙语和英语的翻译

地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 "内)

参加费:免费

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

发现了受到虐待的孩子时…

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

就学援助制度をご利用ください
しゅうがくえんじょせいど りよう

第
届

第
届 好棒好棒

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

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

丰桥节丰桥节

好棒 尽情舞动  舞蹈比赛(竞赛)部门、舞蹈表演(非竞赛)部门

丰桥节振兴会
(观光振兴课内☎ )

“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COCONICO未来的孩子们”三首曲子的伴奏下，
激情舞动。
时间:15:00～16:00
会场:广小路通

好棒 尽情舞动 儿童群舞

合着"丰桥合唱曲"、"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 三首曲子，今年力争创造史上最多2万人参加。让舞者充满整个市区。
时间:18:30～20:00
会场:站前大道、广小路通、萱町通

合着"丰桥合唱曲"、"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 三首曲子，今年力争创造史上最多2万人参加。让舞者充满整个市区。
时间:18:30～20:00
会场:站前大道、广小路通、萱町通

好棒 尽情舞动 群舞

好棒丰桥舞台表演

在丰桥公园一带，举办幼儿迷你新干线、互动警察节、爱车检查教
室活动；在市政府，举办喧嚣消防广场活动；在公会堂，举办全国
好声音民谣舞蹈大会丰桥歌谣锦标赛等多种娱乐活动。

时间:18日(星期六)9:00～17:00、
19日(星期日)9:00～16:30

会场:丰桥公园

其他活动

儿童造型天堂

好棒丰桥旅行彩车

终场

将在10月18日(星期六)·19日(星期日)举行“丰桥节”。
在2天内将以站前大道与广小路通、丰桥公园一带为主会场在全市范围内盛大举行。
在迎来第60届盛大节日之际，今年改名为“好棒丰桥节”，号令之下，2万人将汇聚
群舞，其内容丰富多彩。欢迎大家前来参与从满乐趣的丰桥节。详情请阅览丰桥信息
广场(丰桥站内)等散发的丰桥节旅游指南。

去年群舞的情形

充满朝气的比舞部门

这次舞蹈活动的看点有充满激情的舞蹈、悉心准备的面具及华丽的舞蹈服装等。
时间:10:45～17:00
会场:松叶公园、儿童未来馆COCONICO、
站东口圆形广场、南口站前广场、广小路通

比舞、表演舞蹈部门的支援主页

将随时通知当日的最新状况。

最后游行狂欢节、好棒 尽情舞动舞蹈比赛(竞赛)部门决赛、好棒丰桥传播队DOEE的舞
蹈表演等将把丰桥节的盛况推向最高潮。
时间:15:00～17:40
会场:丰桥球场内特设舞台

星期六 广播电台计划公开直播 的表演。
另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角色展览等。
时间:9:00～17:40
会场:丰桥球场内特设舞台

有跳舞、演奏、化妆，参加团体将进行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
时间:11:00～15:00
会场:广小路通、鱼町通等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

月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有及时向东三河儿童、残疾人咨询中心(八町通五丁目 爱知县东三河综合办公楼内☎54-6465)

或市政府育儿支援课(东馆2层☎51-2327)通报的义务(如下所述)。

即使没有发生虐待，也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暴露通报人的个人信息，请放心。

如果发现受到了虐待的儿童，必须及时向市镇村、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事务所、儿童咨询处通报，或通过儿童委员向市镇

村、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事务所或儿童咨询处通报。

虐待を受けたと思われる子どもを

見つけたときは…

ぎゃくたい

み

う おも こ

虐待を受けたと思われる子どもを

見つけたときは…

ぎゃくたい

み

う おも こ

橙色丝带蕴含着构建无虐待儿童社会的愿望。

有关防止虐待儿童等法律(第6条) 

市政府育儿支援课(东馆2层☎51-2327)，家庭儿童咨询室(东馆2层☎54-7830)，

东三河儿童、残疾人咨询中心(八町通5丁目 爱知县东三河综合办公楼内☎54-6465)，

儿童指导中心全国通用拨号(☎0570-064-000）  

儿童虐待的咨询服务

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とよはしだい かいだい かい み しょうかい

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ええじゃないか第６０回第６０回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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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湾振兴会 ☎
咨询处

时间:11月2日(星期日)11:00～16:30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东口站前广场小圆形广场，儿童未来馆

COCONICO(松叶町三丁目)、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西小田原町)、

COCOLAFRONT、穗之国百货商店、常盘拱廊、广小路通

内容:乐队演奏和吹奏乐、舞蹈、民族乐器等、是充满欢快“声音”的活

动。从16:00开始在南口站前广场举行闭幕式 

其他:详情请阅览城市信息站( )

时间:10月25日(星期六)10:00～16:00

地点:生活港丰桥(神野码头町消防联合博览会会场内)

内容:利用三河港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的最新汽车(约30台)展示、试驾(仅限部分车型)、

猜谜活动等、介绍世界屈指可数的国际汽车港湾“三河港”的业绩和作用 

入场费:免费

其他:是与“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详情参照右页)同时举办的活动

好棒丰桥音节好棒丰桥音节

三河港汽车展三河港汽车展

消防本部总务科 ☎
咨询处

年 次的消防盛典！
与家人一起享受“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
年 次的消防盛典！

与家人一起享受“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

与爱知县内的消防队、消防本部、妇女消防俱乐部、少年消防俱乐部等消防防灾的有关人

员汇聚一堂，通过愉快的活动介绍消防防灾活动的内容和重要性。

时间:10月25日(星期六)10:00～16:00

地点:生活港丰桥(神野码头町)

入场费:免费

可体验消防员工作的消防节，东三河物产展和东北幸福市

尽情品尝东三河美食的美食街等、儿童庙会、三河港汽车展览(详情参照左页)

之外，还进行可获得豪华赠品的盖章纪念活动

ええじゃないか豊橋音祭り
とよはしおとまつ

三河港モーターショー
みかわこう

三河港モーターショー
みかわこう

５年に１度の消防の祭典！

家族で楽しむ「愛知県消防連合フェア」
あいちけんしょうぼうれんごうかぞく

ねん ど しょうぼう さいてん

たの

去年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的情景

时间:11月16日(星期日)10:00～16:00

地点:儿童未来馆COCONICO(松葉町三丁目)

内容:舞台活动(桑巴和印度民族舞等各国的音乐舞蹈)，世界美食(法国、泰国、

巴西等世界各国的美食、手擀荞面)，日语演讲比赛，国际交流摄影比赛，日本文

化体验(插花、茶道等)，公平贸易·义卖会，国际交流团体活动图片展，Escola

儿童绘画展、面部彩绘、与小丑一起玩儿！等。

参加费:免费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咨询处

好棒丰桥音节实行委员会事务局(FM丰桥内☎ )、 
市政府城市活性课(☎ ) 

咨询处

主要活动

制造博 东三河

各种团体的表演

妇女消防俱乐部的活动介绍图片、大型连环画剧、

少年消防俱乐部防火作品展示等

时间:10月31日(星期五)、11月1日(星期六)10:00～17:00

地点:综合体育馆(神野新田町字MENO割)

内容等:下表

入场费:免费

其他:从丰桥站东口运行免费摆渡车

*时间及内容有可能发生变更

制造博2014事务局
(丰桥工商会议所内☎ ℻

)

两日
10:00～
17:00

日期 时间 内容等

○展示和当场表演东三河地区事业所生产
的产品等(84家企业、团体145.5小展
位）

○燃料电池汽车的展示、试驾会 
展示和试驾丰田汽车公司的燃料电池汽
车。

○ 模型展示
首次展示日本国产喷气式飞机“
( )”的模型。

○穗之国东三河好产品博览会 
以丰桥咖喱乌冬面为首，汇聚东三河当
地的各种美食！

○制造学园节
由东三河的大学、实业高中举办的特别
展示。
参展: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爱知工科大
学，丰桥工业高中，丰川工业高中，三
谷水产高中，新城高中，渥美农业高中

10月31日
(星期五)

13:00
(预定)

○CVTEC公司参观活动 
参观公司总部设立于田原市，日本国内
唯一生产汽车用无级变速机(CVT)用金属
带制造厂。
＊需要事先报名。详情参考主页

11月1日
(星期六)

10:00～
17:00

○制作塑料模型之角 
父母和子女制作变形金刚、妖怪手表、
宫崎骏作品的塑料模型，亲身感受“制
造的快乐”。
＊需要交费。详情参考主页

○制造博、好产品博览会 盖章纪念活动 
与家人一起享受参观出展企业“盖章纪
念”活动的快乐。参加者均可获得参加
奖！ 另外，4组可抽签获取豪华奖品(2
张东京、大阪2大主题公园的门票)。

日期 时间 内容等

制造博2012的情景

※有关其他研讨会等详情请参照主页。

咨询处

ものづくり博 2014 in 東三河

東三河ものづくりの魅力発信と人材育成

はく

ひがしみかわ みりょくはっしん じんざいいくせい

ひがしみかわ

ものづくり博 2014 in 東三河

東三河ものづくりの魅力発信と人材育成

はく

ひがしみかわ みりょくはっしん じんざいいくせい

ひがしみかわ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4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へいわ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4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へいわ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

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

制造博 东三河

宣传东三河制造的魅力与人材培养

制造博 东三河

宣传东三河制造的魅力与人材培养

室外会场

舞台

室内会场

生活信息游乐信息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三河湾振兴会 ☎
咨询处

时间:11月2日(星期日)11:00～16:30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东口站前广场小圆形广场，儿童未来馆

COCONICO(松叶町三丁目)、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西小田原町)、

COCOLAFRONT、穗之国百货商店、常盘拱廊、广小路通

内容:乐队演奏和吹奏乐、舞蹈、民族乐器等、是充满欢快“声音”的活

动。从16:00开始在南口站前广场举行闭幕式 

其他:详情请阅览城市信息站( )

时间:10月25日(星期六)10:00～16:00

地点:生活港丰桥(神野码头町消防联合博览会会场内)

内容:利用三河港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的最新汽车(约30台)展示、试驾(仅限部分车型)、

猜谜活动等、介绍世界屈指可数的国际汽车港湾“三河港”的业绩和作用 

入场费:免费

其他:是与“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详情参照右页)同时举办的活动

好棒丰桥音节好棒丰桥音节

三河港汽车展三河港汽车展

消防本部总务科 ☎
咨询处

年 次的消防盛典！
与家人一起享受“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
年 次的消防盛典！

与家人一起享受“爱知县消防联合博览会”

与爱知县内的消防队、消防本部、妇女消防俱乐部、少年消防俱乐部等消防防灾的有关人

员汇聚一堂，通过愉快的活动介绍消防防灾活动的内容和重要性。

时间:10月25日(星期六)10:00～16:00

地点:生活港丰桥(神野码头町)

入场费:免费

可体验消防员工作的消防节，东三河物产展和东北幸福市

尽情品尝东三河美食的美食街等、儿童庙会、三河港汽车展览(详情参照左页)

之外，还进行可获得豪华赠品的盖章纪念活动

ええじゃないか豊橋音祭り
とよはしおとまつ

三河港モーターショー
みかわこう

三河港モーターショー
みかわこう

５年に１度の消防の祭典！

家族で楽しむ「愛知県消防連合フェア」
あいちけんしょうぼうれんごうかぞく

ねん ど しょうぼう さいてん

たの

去年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的情景

时间:11月16日(星期日)10:00～16:00

地点:儿童未来馆COCONICO(松葉町三丁目)

内容:舞台活动(桑巴和印度民族舞等各国的音乐舞蹈)，世界美食(法国、泰国、

巴西等世界各国的美食、手擀荞面)，日语演讲比赛，国际交流摄影比赛，日本文

化体验(插花、茶道等)，公平贸易·义卖会，国际交流团体活动图片展，Escola

儿童绘画展、面部彩绘、与小丑一起玩儿！等。

参加费:免费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咨询处

好棒丰桥音节实行委员会事务局(FM丰桥内☎ )、 
市政府城市活性课(☎ ) 

咨询处

主要活动

制造博 东三河

各种团体的表演

妇女消防俱乐部的活动介绍图片、大型连环画剧、

少年消防俱乐部防火作品展示等

时间:10月31日(星期五)、11月1日(星期六)10:00～17:00

地点:综合体育馆(神野新田町字MENO割)

内容等:下表

入场费:免费

其他:从丰桥站东口运行免费摆渡车

*时间及内容有可能发生变更

制造博2014事务局
(丰桥工商会议所内☎ ℻

)

两日
10:00～
17:00

日期 时间 内容等

○展示和当场表演东三河地区事业所生产
的产品等(84家企业、团体145.5小展
位）

○燃料电池汽车的展示、试驾会 
展示和试驾丰田汽车公司的燃料电池汽
车。

○ 模型展示
首次展示日本国产喷气式飞机“
( )”的模型。

○穗之国东三河好产品博览会 
以丰桥咖喱乌冬面为首，汇聚东三河当
地的各种美食！

○制造学园节
由东三河的大学、实业高中举办的特别
展示。
参展: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爱知工科大
学，丰桥工业高中，丰川工业高中，三
谷水产高中，新城高中，渥美农业高中

10月31日
(星期五)

13:00
(预定)

○CVTEC公司参观活动 
参观公司总部设立于田原市，日本国内
唯一生产汽车用无级变速机(CVT)用金属
带制造厂。
＊需要事先报名。详情参考主页

11月1日
(星期六)

10:00～
17:00

○制作塑料模型之角 
父母和子女制作变形金刚、妖怪手表、
宫崎骏作品的塑料模型，亲身感受“制
造的快乐”。
＊需要交费。详情参考主页

○制造博、好产品博览会 盖章纪念活动 
与家人一起享受参观出展企业“盖章纪
念”活动的快乐。参加者均可获得参加
奖！ 另外，4组可抽签获取豪华奖品(2
张东京、大阪2大主题公园的门票)。

日期 时间 内容等

制造博2012的情景

※有关其他研讨会等详情请参照主页。

咨询处

ものづくり博 2014 in 東三河

東三河ものづくりの魅力発信と人材育成

はく

ひがしみかわ みりょくはっしん じんざいいくせい

ひがしみかわ

ものづくり博 2014 in 東三河

東三河ものづくりの魅力発信と人材育成

はく

ひがしみかわ みりょくはっしん じんざいいくせい

ひがしみかわ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4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へいわ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4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へいわ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

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

制造博 东三河

宣传东三河制造的魅力与人材培养

制造博 东三河

宣传东三河制造的魅力与人材培养

室外会场

舞台

室内会场

生活信息游乐信息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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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景点介绍

咨询处咨询处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东馆11层☎

咨询处

就学于市立小、初中学校时，以适用于该制度认定基准的学生为对象援助提供饮食、

学习用品费等。

申请所需材料：

证明2013年度收入的材料(具有收入的居民卡上登记的全体家庭成员的源泉征收票、确定申

告书存根等。儿童扶养津贴领取者提示津贴证书)、印章、汇款处的存折(监护人名义） 

其他:

目前已经领取的人员不需申请。

儿童保健课 ☎
申请方式

育儿支援课 ☎
咨询处

时间:11月17日(星期一)9:30～11:00 

对象:外国婴幼儿及其监护人 

内容:关于怀孕·出生·育儿的咨询、测量婴幼儿的身体

定员:4组(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其他:有葡萄牙语和英语的翻译

地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 "内)

参加费:免费

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

发现了受到虐待的孩子时…

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外国人母子保健咨询

就学援助制度をご利用ください
しゅうがくえんじょせいど りよう

第
届

第
届 好棒好棒

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

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

丰桥节丰桥节

好棒 尽情舞动  舞蹈比赛(竞赛)部门、舞蹈表演(非竞赛)部门

丰桥节振兴会
(观光振兴课内☎ )

“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COCONICO未来的孩子们”三首曲子的伴奏下，
激情舞动。
时间:15:00～16:00
会场:广小路通

好棒 尽情舞动 儿童群舞

合着"丰桥合唱曲"、"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 三首曲子，今年力争创造史上最多2万人参加。让舞者充满整个市区。
时间:18:30～20:00
会场:站前大道、广小路通、萱町通

合着"丰桥合唱曲"、"新、丰桥嗵嗵歌"、"松平健的好棒II" 三首曲子，今年力争创造史上最多2万人参加。让舞者充满整个市区。
时间:18:30～20:00
会场:站前大道、广小路通、萱町通

好棒 尽情舞动 群舞

好棒丰桥舞台表演

在丰桥公园一带，举办幼儿迷你新干线、互动警察节、爱车检查教
室活动；在市政府，举办喧嚣消防广场活动；在公会堂，举办全国
好声音民谣舞蹈大会丰桥歌谣锦标赛等多种娱乐活动。

时间:18日(星期六)9:00～17:00、
19日(星期日)9:00～16:30

会场:丰桥公园

其他活动

儿童造型天堂

好棒丰桥旅行彩车

终场

将在10月18日(星期六)·19日(星期日)举行“丰桥节”。
在2天内将以站前大道与广小路通、丰桥公园一带为主会场在全市范围内盛大举行。
在迎来第60届盛大节日之际，今年改名为“好棒丰桥节”，号令之下，2万人将汇聚
群舞，其内容丰富多彩。欢迎大家前来参与从满乐趣的丰桥节。详情请阅览丰桥信息
广场(丰桥站内)等散发的丰桥节旅游指南。

去年群舞的情形

充满朝气的比舞部门

这次舞蹈活动的看点有充满激情的舞蹈、悉心准备的面具及华丽的舞蹈服装等。
时间:10:45～17:00
会场:松叶公园、儿童未来馆COCONICO、
站东口圆形广场、南口站前广场、广小路通

比舞、表演舞蹈部门的支援主页

将随时通知当日的最新状况。

最后游行狂欢节、好棒 尽情舞动舞蹈比赛(竞赛)部门决赛、好棒丰桥传播队DOEE的舞
蹈表演等将把丰桥节的盛况推向最高潮。
时间:15:00～17:40
会场:丰桥球场内特设舞台

星期六 广播电台计划公开直播 的表演。
另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角色展览等。
时间:9:00～17:40
会场:丰桥球场内特设舞台

有跳舞、演奏、化妆，参加团体将进行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
时间:11:00～15:00
会场:广小路通、鱼町通等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通用

月 日(星期六)

日(星期日)

有及时向东三河儿童、残疾人咨询中心(八町通五丁目 爱知县东三河综合办公楼内☎54-6465)

或市政府育儿支援课(东馆2层☎51-2327)通报的义务(如下所述)。

即使没有发生虐待，也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暴露通报人的个人信息，请放心。

如果发现受到了虐待的儿童，必须及时向市镇村、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事务所、儿童咨询处通报，或通过儿童委员向市镇

村、都道府县设置的福利事务所或儿童咨询处通报。

虐待を受けたと思われる子どもを

見つけたときは…

ぎゃくたい

み

う おも こ

虐待を受けたと思われる子どもを

見つけたときは…

ぎゃくたい

み

う おも こ

橙色丝带蕴含着构建无虐待儿童社会的愿望。

有关防止虐待儿童等法律(第6条) 

市政府育儿支援课(东馆2层☎51-2327)，家庭儿童咨询室(东馆2层☎54-7830)，

东三河儿童、残疾人咨询中心(八町通5丁目 爱知县东三河综合办公楼内☎54-6465)，

儿童指导中心全国通用拨号(☎0570-064-000）  

儿童虐待的咨询服务

とよはし み しょうかいとよはしだい かいだい かい み しょうかい

ええじゃないか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ええじゃないか第６０回第６０回 豊橋まつり 見どころ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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