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日曜日は、春の
「豊橋まちなか歩行者天国」へ行こう！

広報とよはし中国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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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行人乐园  活动内容

同日举办的活动  街头表演迷你摊子村

日曜日は、春の
「豊橋まちなか歩行者天国」へ行こう！
今年也在人多热闹的街心举办行人乐园。
平常通车的道路变身成为魅力十足而热闹的空间！除了可以时而参加活
动、时而吃美食、时而休闲，沿街的店铺还举办销售打折商品的“行人乐
园超值特卖会”。还分发便宜午餐地图。

时间:5月3日、17日、31日，6月14日、28日星期天11:00～16:00
（交通限制为10:00～17:00）※雨天中止
地点:广小路一、二丁目，常盘拱顶商店街

时间:5月3日（节日）、4日（节日）11:00～18:00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丰铁渥美线新丰桥站前)
内容:设置一边看街头表演，一边享乐小吃、啤酒等的饮食角。

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广小路行人乐园执行委员会
（街道活性课内线☎: 55-8101　 
     http://www.1484machinaka. jp/）

时间 活动名称／内容※有可能发生变更

5月 3日（节日） 体验抛球、现场艺术、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in丰桥/参考以下详细内容

5月17日（星期天）

5月31日（星期天）

6月14日（星期天） 流行文化活动、至力的厨车大集合!!

6月28日（星期天） 户外体验、啤酒节、音乐活动等

原声乐器演出、手制品集市、街心露天馆/街心约50家店铺摆摊，除了卖漂亮的杂
货外，还可以享受和制作者交流的乐趣。

欢欣雀跃环保乐园在行人乐园～530  40周年了、全体集合～/环保车节、手艺工作
体验

咨询处

4月

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 in丰桥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 in丰桥
とよはしアート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5 大道芸 in とよはし

とよはしアート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5 大道芸 in とよはし
だいどうげいだいどうげい

免费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观赏费

详细请参考主页其　他

5月3日（节日）11:00～17:00、4日（节日）12:00～18:00左右

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丰铁
渥美线新丰桥站前)、广小路商店街(仅限3日)等

以国外艺术家为首的世界街头表演者（中国杂技、哑剧、
杂耍等）演出的街头表演节

以前丰桥街心行人乐园
的情景

丰桥艺术节2014街头表演in丰桥的情景

对象:截止2015年4月1日、是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属于缴清上一年度之前的保险税
的家庭且满25岁不满75岁的人（2013、2014年度已接受过同一类型的医疗检查（诊查）补助的人
除外）
申请:在5月7日（邮戳有效）之前通过明信片或者封书（如果是封书，则写在明信片大小的纸上）
将右边的记载要领中的事项提交至国保养老金课（〒440-8501 不需要住址）
抽选结果:6月1日之后邮寄
二次招募等:未达到规定人数的情况下，宣传简报丰桥日语版8月1日发行上通知。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のう など しわりじょせい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

脳ドック等診査7割助成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

脳ドック等診査7割助成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のう などしんさしんさ しわりじょせい

 国保养老金课 (☎: 51-2298)

咨询处

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 
☎: 39-8810      http://toyohashi-at.jp/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36)

咨询处

应征所需的记载要领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70%补助招集内容

丰桥市国保医疗检查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的符号/编号

·姓名

·姓名的假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住址

·申请编号（表中①～⑦中的任何一个）

※申请时原则上是1人1张，但仅

限同一家庭希望的申请编号相

同时，可以统计到1张上后再

申请。另外，可申请的医疗检

查为每人一个。

※1 市民医院的受诊日期，会按照抽选确定的编号顺序进行指定，然后再通知

※2 受诊者负担的金额以及定员，有时会随着诊查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医疗检查的种类 申请编号 受诊者负担金额 ※2 定员（抽选） 上一年度倍率受诊机构 受诊时间

大脑医疗检查
（大脑诊查）

肺癌诊查

心脏医疗检查

10,430日元

7,770日元

6,480日元

9,720日元

10,490日元

8,450日元

11,010日元

市民医院 ※1（青竹町字八间西）

成田纪念医院（羽根井本町）

弥生医院（弥生町字东丰和）

权田脑神经外科（前田町二丁目）

福祉村医院（野依町字山中）

市民医院

成田纪念医院

150人

150人

80人

80人

30人

10人

45人

1.5倍

1.8倍

1.1倍

1.8倍

0.5倍

2.4倍

2.0倍

8月～明年3月

7月～明年3月

8月～12月

7月～明年3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关于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有7成补助的通知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关于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有7成补助的通知

日本人大约2个人里就有1个人患有“癌症”。癌症不仅对生命有危险，也是对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的疾病。在癌症检查时早发
现并进行适当治疗，可以防止因癌症而死亡并保持现在的生活。
市里对检查费用进行补助。接受补助需要市发行的检查单。4月下旬左右会给平成27年度（平成28年3月31日为止）40、45、
50、55、60、65、70岁的人（子宫颈癌/子宫体癌检查为20、25、30、35岁女性）寄送检查单。另外，对于未收到检查单的
人，也可以根据申请发行检查单。

有肺（结核、肺癌）检查、胃癌检查、大肠癌检查、子宫颈癌/
子宫体癌检查、乳腺癌检查、前列腺癌检查、牙周炎检查、眼
科检查、骨质疏松症检查、肝炎病毒检查。
根据检查的种类，检查对象的年龄或检查费、集体检查的日程
等不相同。详细请参考与日语版本刊5月1日期同时计划发行的
“保健卫生事业指南”。
对象:40岁以上住在市内的人（子宫颈癌/子宫体癌检查为20岁
以上）中，没有机会接受检查的人

がつ

がんかけんしん ししゅうびょうけんしん はじ

けんしん かんえん けんさ

从5月开始、各种癌症诊察、肝炎病毒、
眼科检查、牙周炎检查。
从5月开始、各种癌症诊察、肝炎病毒、
眼科检查、牙周炎检查。

5月から、各種がん検診、肝炎ウイルス検査、

眼科検診、歯周病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がつ

がんかけんしん ししゅうびょうけんしん はじ

かくしゅかくしゅ かんえん けんさ

由市实施的检查

由保健所或保健中心用集体检查巴士等进行肺、胃、大肠、子
宫颈、乳腺癌检查。
日程等:下表
对象:5项癌症检查中，男性接受肺、胃、大肠，女性接受肺、
胃、大肠、子宫颈、乳腺全5项的癌症检查的人
申请:5月11日9:00起健康增进课（☎:39-9136）

实施癌症套餐检查、女性癌症套餐检查

丰桥市特定健康检查和健康检查与癌症检查期间不同请注意。

其他

※受理时间①9:00～10:00②10:00～11:00

癌症套餐检查、女性癌症套餐检查

时间

 6月13日（星期六）

 6月14日（星期日）

10月 4日（星期日）

11月14日（星期六）

定员(申请顺序)

男女各50人

仅限女性70人

男女各50人

仅限女性70人

HP

にちようび

とよはし ほこうしゃてんごく い

はるにちようび

とよはし ほこうしゃてんごく い

はる

HP

けんしん

5月から、各種がん検診、肝炎ウイルス検査、

眼科検診、歯周病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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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桥市人口：
丰桥市外国公民：
丰桥市中国公民：

378,709
13,616
1,434

截止2015年3月1日



给排水课 (☎: 51-2722)

咨询处

丰桥绿色协会 (☎: 41-7400)、
公园绿地课 (☎: 51-2650)

咨询处

请协助更换水表请协助更换水表

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 57-1006
※平日8:30～19:00。今后变更申请窗口)

时间:5月16日（星期六）13:30～15:00
地点:国际协作市民沙龙Pal（站前大通二丁目 开发大楼3层 国际交流协会内）
内容:介绍辈出横纲的蒙古相扑、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的生活等，虽远尤近的国家 蒙古的魅力
讲师:Sugiru Danzanwanjiru（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留学生、蒙古籍）
定员:40人（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免费
申请:4月16日10:00前 送达至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tiea@tcp-ip.or.jp）

行政课 (☎: 51-2025)
咨询处

咨询处

时间:5月～12月
对象:根据计量法，上下水道局设置的水表即将到更换时期
费用:免费
其他:更换月的前一个月底，将用明信片通知更换对象。由上下水道局委托携带
身份证和臂章的指定供水设备施工厂家进行更换（一般家庭大约需10分钟左右）

根据国土地理院执行的新面积测量方法的测量结果，
丰桥市的面积从261.35km2变为261.86km2。

国際交流サロン

草原に生きるモンゴルの魅力

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

そうげん い みりょく

国际交流沙龙

草原生活  蒙古的魅力
国際交流サロン

草原に生きるモンゴルの魅力

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

そうげん い みりょく

水道メーターの取替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すいどう とりかえ きょうりょく

豊橋市の面積が変更になりました
とよはしし めんせき へんこう

丰桥市的面积发生变化 豊橋市の面積が変更になりました
とよはしし めんせき へんこう

花交流フェア
はなこうりゅう

花交流フェア
はなこうりゅう

时间:5月3日（节日）～5日（节日）
地点:丰桥公园等
内容:下表

活动名称 时间/内容等 时间/内容等

手工花坛展示 3日（节日）～5日（节日）可向喜欢的花坛投票

聚集种植比赛 3日(节日)12:00/发布比赛的评审结果

跳蚤市场

发放幼苗

3日（节日）～5日（节日）10:00

活动名称

3日（节日）12:30/发放胡椒幼苗
※从11:00（开幕式结束后）开始发放抽选券（以到
达先后为序）。
向开幕式（3日（节日）10:20～10:45）的全部参
加者（先到达的100人）赠送幼苗

舞台
(从每天10:00开始)

3日（节日）/绿化景观摄影比赛表彰仪式、好棒丰
桥传播队DOEE的表演、消防音乐队演
奏等

4日（节日）/花男子表演、抛球表演等
5日（节日）/和太鼓演奏、少儿街舞、小丑的

「MORRLY」表演等

写生大会 3日（节日）10:50、4日（节日）、5日（节日）10:00/
对象为市内幼儿园的在读儿童、小学生

发放花苗
(各先到达的500人)

4日（节日）、5日（节日）14:00
※每天13:30开始发放整理券

木工教室 5日（节日）10:00/制作MY筷子、挂件、顶部

花卉交流博览会花卉交流博览会

时间:5月4日（节日）10:00（5～15分钟左右）
内容/参加费:使用日本精油，制作室内科隆香水/600日元、
制作驱虫喷雾器/500日元、制作护手霜/1200日元左右
讲师:Aroma care school Mommy
申请:不需要

其他:未达到规定人数时当天可以参加

时间:5月5日（节日）10:30、11:30、13:00（各30分钟左右） 
对象:任何人（小学以下的儿童需要监护人陪伴） 
内容:使用当季花苗制作组植
讲师:日本吊篮协会爱知县支部会员  
定员:各12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各1千日元(材料费)
携带物品:薄塑料手套

<芳香療法培训班> <组植教室>
体验教室

时间:5月4日（节日）10:00～12:00（雨天中止）
集合、解散:市役所东馆正门前
内容:步行参观龙拈寺的楠木等市役所周围的大树和名树。请穿便于步行的服装。
定员:20人（抽选。结果在4月30日之前通知）
参加费:免费
申请:在4月25日(必须送达)之前，请在明信片（1张最多申请2人）上注明参加者全体人员的
地址、姓名和电话号码，并向公园绿地课提出申请（〒440-8501 不用填写地址☎51-2654）

参观丰桥的大树和名树

花卉交流博览会的主要活动 ※一部分内容有时会发生变化

※向参加活动（写生大会、花坛投票）的人赠送小礼品

5月份的招集

从总收入金额查看收入标准一览表
（源泉征收票上的支付金额是总收入金额）

招募市营住宅的入住者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ぼしゅう

招募市营住宅的入住者

丰桥市的面积发生变化

儿童保健课 (☎: 39-9160)
咨询处

时间:5月18日（星期一）9:30～11:00
地点:保健站、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保医福”内）
对象:外国婴幼儿与监护人
内容:妊娠、分娩、育儿方面的咨询、婴幼儿身体测量
定员:4组（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免费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其他:有葡萄牙语、英语翻译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母子保健咨询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母子保健咨询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ぼしゅう

家庭人员数
单身者

一般

判定※

296万7,999日元

388万7,999日元

双人家庭

351万1,999日元

436万3,999日元

三人家庭

399万5,999日元

483万5,999日元

四人家庭

447万1,999日元

531万1,999日元

五人家庭

494万7,999日元

578万7,999日元

分类

※酌情处理是指有身体不自由人的家庭、家庭全部成员在昭和31年4月1日之前出生

（含有未满18岁成员的家庭）、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等

共同事项

EM

国际交流沙龙

草原生活  蒙古的魅力

丰桥市

申请资格:满足以下①～⑤所有条件的人员①在市内居住或工作的人②没有房产且目前居住
困难的人③低于规定收入标准的人④非暴力团员的人⑤未曾拖欠过市营住宅的房租等的人
※单身的人有另外的申请资格。另外，不同住宅可能会有另外的申请资格
居住日期:7月1日（星期三）
抽签日期/地点:5月22日（星期五）13:30/名丰大楼9层（站前大通二丁目）
其他:关于招募的住宅及其他详细情况，请确认指南或者5月1日以后的网站
（http://www.city.toyohashi.lg.jp/5542.htm）
申请:5月1日～14日（除去星期六、日、节日、假日）请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神明町丰桥服务大楼5层）领取申请表
※从5月1日开始，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及市政府住宅科(东馆3层)散发指南和申请表。申请时需要认可图章。还有，有可能
另外需要证明收入的材料或家庭组成等证明材料。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 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2 3



给排水课 (☎: 51-2722)

咨询处

丰桥绿色协会 (☎: 41-7400)、
公园绿地课 (☎: 51-2650)

咨询处

请协助更换水表请协助更换水表

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 57-1006
※平日8:30～19:00。今后变更申请窗口)

时间:5月16日（星期六）13:30～15:00
地点:国际协作市民沙龙Pal（站前大通二丁目 开发大楼3层 国际交流协会内）
内容:介绍辈出横纲的蒙古相扑、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的生活等，虽远尤近的国家 蒙古的魅力
讲师:Sugiru Danzanwanjiru（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留学生、蒙古籍）
定员:40人（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免费
申请:4月16日10:00前 送达至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tiea@tcp-ip.or.jp）

行政课 (☎: 51-2025)
咨询处

咨询处

时间:5月～12月
对象:根据计量法，上下水道局设置的水表即将到更换时期
费用:免费
其他:更换月的前一个月底，将用明信片通知更换对象。由上下水道局委托携带
身份证和臂章的指定供水设备施工厂家进行更换（一般家庭大约需10分钟左右）

根据国土地理院执行的新面积测量方法的测量结果，
丰桥市的面积从261.35km2变为261.86km2。

国際交流サロン

草原に生きるモンゴルの魅力

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

そうげん い みりょく

国际交流沙龙

草原生活  蒙古的魅力
国際交流サロン

草原に生きるモンゴルの魅力

こくさいこうりゅう

そうげん い みりょく

水道メーターの取替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すいどう とりかえ きょうりょく

豊橋市の面積が変更になりました
とよはしし めんせき へんこう

丰桥市的面积发生变化 豊橋市の面積が変更になりました
とよはしし めんせき へんこう

花交流フェア
はなこうりゅう

花交流フェア
はなこうりゅう

时间:5月3日（节日）～5日（节日）
地点:丰桥公园等
内容:下表

活动名称 时间/内容等 时间/内容等

手工花坛展示 3日（节日）～5日（节日）可向喜欢的花坛投票

聚集种植比赛 3日(节日)12:00/发布比赛的评审结果

跳蚤市场

发放幼苗

3日（节日）～5日（节日）10:00

活动名称

3日（节日）12:30/发放胡椒幼苗
※从11:00（开幕式结束后）开始发放抽选券（以到
达先后为序）。
向开幕式（3日（节日）10:20～10:45）的全部参
加者（先到达的100人）赠送幼苗

舞台
(从每天10:00开始)

3日（节日）/绿化景观摄影比赛表彰仪式、好棒丰
桥传播队DOEE的表演、消防音乐队演
奏等

4日（节日）/花男子表演、抛球表演等
5日（节日）/和太鼓演奏、少儿街舞、小丑的

「MORRLY」表演等

写生大会 3日（节日）10:50、4日（节日）、5日（节日）10:00/
对象为市内幼儿园的在读儿童、小学生

发放花苗
(各先到达的500人)

4日（节日）、5日（节日）14:00
※每天13:30开始发放整理券

木工教室 5日（节日）10:00/制作MY筷子、挂件、顶部

花卉交流博览会花卉交流博览会

时间:5月4日（节日）10:00（5～15分钟左右）
内容/参加费:使用日本精油，制作室内科隆香水/600日元、
制作驱虫喷雾器/500日元、制作护手霜/1200日元左右
讲师:Aroma care school Mommy
申请:不需要

其他:未达到规定人数时当天可以参加

时间:5月5日（节日）10:30、11:30、13:00（各30分钟左右） 
对象:任何人（小学以下的儿童需要监护人陪伴） 
内容:使用当季花苗制作组植
讲师:日本吊篮协会爱知县支部会员  
定员:各12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各1千日元(材料费)
携带物品:薄塑料手套

<芳香療法培训班> <组植教室>
体验教室

时间:5月4日（节日）10:00～12:00（雨天中止）
集合、解散:市役所东馆正门前
内容:步行参观龙拈寺的楠木等市役所周围的大树和名树。请穿便于步行的服装。
定员:20人（抽选。结果在4月30日之前通知）
参加费:免费
申请:在4月25日(必须送达)之前，请在明信片（1张最多申请2人）上注明参加者全体人员的
地址、姓名和电话号码，并向公园绿地课提出申请（〒440-8501 不用填写地址☎51-2654）

参观丰桥的大树和名树

花卉交流博览会的主要活动 ※一部分内容有时会发生变化

※向参加活动（写生大会、花坛投票）的人赠送小礼品

5月份的招集

从总收入金额查看收入标准一览表
（源泉征收票上的支付金额是总收入金额）

招募市营住宅的入住者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ぼしゅう

招募市营住宅的入住者

丰桥市的面积发生变化

儿童保健课 (☎: 39-9160)
咨询处

时间:5月18日（星期一）9:30～11:00
地点:保健站、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保医福”内）
对象:外国婴幼儿与监护人
内容:妊娠、分娩、育儿方面的咨询、婴幼儿身体测量
定员:4组（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免费
携带物品:母子健康手册
其他:有葡萄牙语、英语翻译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母子保健咨询 外国人母子保健相談
がいこくじんぼしほけんそうだん

外国母子保健咨询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ぼしゅう

家庭人员数
单身者

一般

判定※

296万7,999日元

388万7,999日元

双人家庭

351万1,999日元

436万3,999日元

三人家庭

399万5,999日元

483万5,999日元

四人家庭

447万1,999日元

531万1,999日元

五人家庭

494万7,999日元

578万7,999日元

分类

※酌情处理是指有身体不自由人的家庭、家庭全部成员在昭和31年4月1日之前出生

（含有未满18岁成员的家庭）、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等

共同事项

EM

国际交流沙龙

草原生活  蒙古的魅力

丰桥市

申请资格:满足以下①～⑤所有条件的人员①在市内居住或工作的人②没有房产且目前居住
困难的人③低于规定收入标准的人④非暴力团员的人⑤未曾拖欠过市营住宅的房租等的人
※单身的人有另外的申请资格。另外，不同住宅可能会有另外的申请资格
居住日期:7月1日（星期三）
抽签日期/地点:5月22日（星期五）13:30/名丰大楼9层（站前大通二丁目）
其他:关于招募的住宅及其他详细情况，请确认指南或者5月1日以后的网站
（http://www.city.toyohashi.lg.jp/5542.htm）
申请:5月1日～14日（除去星期六、日、节日、假日）请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神明町丰桥服务大楼5层）领取申请表
※从5月1日开始，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及市政府住宅科(东馆3层)散发指南和申请表。申请时需要认可图章。还有，有可能
另外需要证明收入的材料或家庭组成等证明材料。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 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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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日曜日は、春の
「豊橋まちなか歩行者天国」へ行こう！

広報とよはし中国語版

452015

街道行人乐园  活动内容

同日举办的活动  街头表演迷你摊子村

日曜日は、春の
「豊橋まちなか歩行者天国」へ行こう！
今年也在人多热闹的街心举办行人乐园。
平常通车的道路变身成为魅力十足而热闹的空间！除了可以时而参加活
动、时而吃美食、时而休闲，沿街的店铺还举办销售打折商品的“行人乐
园超值特卖会”。还分发便宜午餐地图。

时间:5月3日、17日、31日，6月14日、28日星期天11:00～16:00
（交通限制为10:00～17:00）※雨天中止
地点:广小路一、二丁目，常盘拱顶商店街

时间:5月3日（节日）、4日（节日）11:00～18:00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丰铁渥美线新丰桥站前)
内容:设置一边看街头表演，一边享乐小吃、啤酒等的饮食角。

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星期天、一起去春天的
"丰桥街道行人乐园" 吧

广小路行人乐园执行委员会
（街道活性课内线☎: 55-8101　 
     http://www.1484machinaka. jp/）

时间 活动名称／内容※有可能发生变更

5月 3日（节日） 体验抛球、现场艺术、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in丰桥/参考以下详细内容

5月17日（星期天）

5月31日（星期天）

6月14日（星期天） 流行文化活动、至力的厨车大集合!!

6月28日（星期天） 户外体验、啤酒节、音乐活动等

原声乐器演出、手制品集市、街心露天馆/街心约50家店铺摆摊，除了卖漂亮的杂
货外，还可以享受和制作者交流的乐趣。

欢欣雀跃环保乐园在行人乐园～530  40周年了、全体集合～/环保车节、手艺工作
体验

咨询处

4月

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 in丰桥丰桥艺术节2015街头表演 in丰桥
とよはしアート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5 大道芸 in とよはし

とよはしアート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5 大道芸 in とよはし
だいどうげいだいどうげい

免费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观赏费

详细请参考主页其　他

5月3日（节日）11:00～17:00、4日（节日）12:00～18:00左右

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丰铁
渥美线新丰桥站前)、广小路商店街(仅限3日)等

以国外艺术家为首的世界街头表演者（中国杂技、哑剧、
杂耍等）演出的街头表演节

以前丰桥街心行人乐园
的情景

丰桥艺术节2014街头表演in丰桥的情景

对象:截止2015年4月1日、是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属于缴清上一年度之前的保险税
的家庭且满25岁不满75岁的人（2013、2014年度已接受过同一类型的医疗检查（诊查）补助的人
除外）
申请:在5月7日（邮戳有效）之前通过明信片或者封书（如果是封书，则写在明信片大小的纸上）
将右边的记载要领中的事项提交至国保养老金课（〒440-8501 不需要住址）
抽选结果:6月1日之后邮寄
二次招募等:未达到规定人数的情况下，宣传简报丰桥日语版8月1日发行上通知。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のう など しわりじょせい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

脳ドック等診査7割助成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

脳ドック等診査7割助成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のう などしんさしんさ しわりじょせい

 国保养老金课 (☎: 51-2298)

咨询处

穗之国丰桥艺术剧场“PLAT” 
☎: 39-8810      http://toyohashi-at.jp/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36)

咨询处

应征所需的记载要领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70%补助招集内容

丰桥市国保医疗检查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的符号/编号

·姓名

·姓名的假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住址

·申请编号（表中①～⑦中的任何一个）

※申请时原则上是1人1张，但仅

限同一家庭希望的申请编号相

同时，可以统计到1张上后再

申请。另外，可申请的医疗检

查为每人一个。

※1 市民医院的受诊日期，会按照抽选确定的编号顺序进行指定，然后再通知

※2 受诊者负担的金额以及定员，有时会随着诊查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医疗检查的种类 申请编号 受诊者负担金额 ※2 定员（抽选） 上一年度倍率受诊机构 受诊时间

大脑医疗检查
（大脑诊查）

肺癌诊查

心脏医疗检查

10,430日元

7,770日元

6,480日元

9,720日元

10,490日元

8,450日元

11,010日元

市民医院 ※1（青竹町字八间西）

成田纪念医院（羽根井本町）

弥生医院（弥生町字东丰和）

权田脑神经外科（前田町二丁目）

福祉村医院（野依町字山中）

市民医院

成田纪念医院

150人

150人

80人

80人

30人

10人

45人

1.5倍

1.8倍

1.1倍

1.8倍

0.5倍

2.4倍

2.0倍

8月～明年3月

7月～明年3月

8月～12月

7月～明年3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关于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有7成补助的通知
丰桥市国民健康保险

关于大脑医疗检查等检查有7成补助的通知

日本人大约2个人里就有1个人患有“癌症”。癌症不仅对生命有危险，也是对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的疾病。在癌症检查时早发
现并进行适当治疗，可以防止因癌症而死亡并保持现在的生活。
市里对检查费用进行补助。接受补助需要市发行的检查单。4月下旬左右会给平成27年度（平成28年3月31日为止）40、45、
50、55、60、65、70岁的人（子宫颈癌/子宫体癌检查为20、25、30、35岁女性）寄送检查单。另外，对于未收到检查单的
人，也可以根据申请发行检查单。

有肺（结核、肺癌）检查、胃癌检查、大肠癌检查、子宫颈癌/
子宫体癌检查、乳腺癌检查、前列腺癌检查、牙周炎检查、眼
科检查、骨质疏松症检查、肝炎病毒检查。
根据检查的种类，检查对象的年龄或检查费、集体检查的日程
等不相同。详细请参考与日语版本刊5月1日期同时计划发行的
“保健卫生事业指南”。
对象:40岁以上住在市内的人（子宫颈癌/子宫体癌检查为20岁
以上）中，没有机会接受检查的人

がつ

がんかけんしん ししゅうびょうけんしん はじ

けんしん かんえん けんさ

从5月开始、各种癌症诊察、肝炎病毒、
眼科检查、牙周炎检查。
从5月开始、各种癌症诊察、肝炎病毒、
眼科检查、牙周炎检查。

5月から、各種がん検診、肝炎ウイルス検査、

眼科検診、歯周病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がつ

がんかけんしん ししゅうびょうけんしん はじ

かくしゅかくしゅ かんえん けんさ

由市实施的检查

由保健所或保健中心用集体检查巴士等进行肺、胃、大肠、子
宫颈、乳腺癌检查。
日程等:下表
对象:5项癌症检查中，男性接受肺、胃、大肠，女性接受肺、
胃、大肠、子宫颈、乳腺全5项的癌症检查的人
申请:5月11日9:00起健康增进课（☎:39-9136）

实施癌症套餐检查、女性癌症套餐检查

丰桥市特定健康检查和健康检查与癌症检查期间不同请注意。

其他

※受理时间①9:00～10:00②10:00～11:00

癌症套餐检查、女性癌症套餐检查

时间

 6月13日（星期六）

 6月14日（星期日）

10月 4日（星期日）

11月14日（星期六）

定员(申请顺序)

男女各50人

仅限女性70人

男女各50人

仅限女性70人

HP

にちようび

とよはし ほこうしゃてんごく い

はるにちようび

とよはし ほこうしゃてんごく い

はる

HP

けんしん

5月から、各種がん検診、肝炎ウイルス検査、

眼科検診、歯周病検診が始ま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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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桥市人口：
丰桥市外国公民：
丰桥市中国公民：

378,709
13,616
1,434

截止2015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