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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简报 

市花 杜鹃花 

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

是否因“没有时间”，“麻烦......”等理由没有按时体检？丰桥(2014年)的特定健康诊断就诊率很低，
是31.4％。为了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请尚未体检的人员马上体检。

● 每年按时体检不仅可以进行健康管理，还可以防止生活习惯疾病，以确保早期发现和
早期治疗，防止病情严重，这将有效抑制未来医疗费用的负担。

● 可通过体检结果纠正和改善生活习惯。

预警警报声之后广播“大地震。大地震。这是训练广播”(3次)。以此为机会采取保护自身安全的行
动“低姿态，保护头部，不要动”(震动）。
▼时间:11月4日(星期五)10:00，11月29日(星期二)10:00，各约1分钟(本报系统防灾无线电，丰桥

防灾无线电)

遭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灾难性海啸的危害之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关心发生海啸时的措施，
11月5日定为“海啸防灾日”。为此，本市将进行以下训练。

受诊了吗？特定健康诊查

丰桥市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40岁以上者

受诊了吗？特定健康诊查

丰桥市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40岁以上者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かにゅう

さいいじょう かた

とくていけんこうしんさ

受診しましたか？ 特定健康審査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に加入している

40歳以上の方へ

受診しましたか？ 特定健康審査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に加入している

40歳以上の方へ

じゅしんじゅしん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かにゅう

さいいじょう かた

とくていけんこうしんさ

11月5日は津波防災の日

災害を正しく理解し、正しく恐れ、

しっかり備えましょう

がつ

さいがい ただ りかい

そな

ただ おそ

にち つなみぼうさい ひ

11月5日は津波防災の日

災害を正しく理解し、正しく恐れ、

しっかり備えましょう

がつ

さいがい ただ りかい

そな

ただ おそ

にち つなみぼうさい ひ

El D11月5日海啸防灾日正确理解灾害，

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11月5日海啸防灾日

正确理解灾害，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11月5日海啸防灾日

正确理解灾害，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进行特定健康检查的好处

对于不能长期保持运动习惯和改善饮食的人员，可接受在保健师和管理营养师的帮助下进行为期6个月的
生活习惯改善计划对于接受具体的健康指导等的对象人员，健康诊断结束后将另行发送通知。有关详细内
容，请参阅与广报丰桥5月1日号同时出版的“保健卫生业务指南”。

为了改善生活习惯，建议接受具体健康指导

进行地震预警广播训练

为了提高海啸危害的救灾和防灾意识，进行因南海海槽地震引起海啸时的疏散演习。
▼时间:11月5日(星期六)10:00
▼地点:小松原町

进行丰桥市表滨海啸疏散演习

2014年特定健康检查发现率
11月20日(星期日)10:00～16:0011月20日(星期日)10:00～16:00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

へいわ 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

时  间

儿童未来馆COCONICO

(松葉町三丁目一番地)

地  点

内  容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任何人

18岁以上

小学4年级～6年级

3岁以上※无需经验

18岁以上

3岁～小学生

任何人

3岁以上

中学生

开幕式

由村主章枝（原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花样滑冰示范和解说

使用倾斜板进行躯体锻炼

由秋田 丰（原足球运动员）的足球讲习会

滑冰讲习会

采用动感单车（专用自行车）的减肥教室

射击，三击出局等迷你游戏

可使用气体玩具游戏的广场

免费开放滑冰场

由伊藤幸子（女子垒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举办垒球培训班

へいわ 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① 9:00～9:15
无

各10名

50名

200名

各10名

无

50名

时  间 对  象 内  容
定员

（按申请顺序）

② 9:30～10:00

③ 10:00～10:30
13:30～14:00

④ 10:00～12:00

⑤ 10:10～11:00

⑥ 11:00～11:30
14:30～15:00

⑦ 11:30～16:00

⑧ 11:30～18:30

⑨ 13:00～15:00

舞台活动(Hip-hop舞蹈、委内瑞拉的乐器Quattro演奏和桑巴舞等各国的音

乐舞蹈)，世界美食(俄罗斯、巴西、菲律宾、泰国等世界各国的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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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图片展

▼时间:10月30日(星期日）

▼地点:Aquarena丰桥(神野新田町字Meno割）

▼参加费:免费(仅限⑤⑧需要租鞋费各300日元）

▼申请:③④⑤⑥⑨从10月1日开始在Aquarena丰桥

(☎: 31-4781）①②⑦⑧不需要申请

咨询处咨询处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

健康增进课 (☎: 39-9141)

咨询处

防灾危机管理科 (☎: 51-3126)

咨询处

Aquarena丰桥 (☎: 31-4781)

咨询处

アクアリーナ豊橋

開館10周年記念イベント

とよはし

かいかん しゅうねんきねん
アクアリーナ豊橋

開館10周年記念イベント

とよはし

かいかん しゅうねんきね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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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税呼叫中心正在进行电话催促市税呼叫中心正在进行电话催促

粉丝带活动
健康讲座 更加理解，乳腺癌！
粉丝带活动
健康讲座 更加理解，乳腺癌！

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
乙型肝炎疫苗将作为常规接种疫苗
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
乙型肝炎疫苗将作为常规接种疫苗

穗之国和丰桥半程马拉松的参加者穗之国和丰桥半程马拉松的参加者

市营住宅入住者 11月招募市营住宅入住者 11月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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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税呼叫中心正在对未纳税的人员进行电话催促。

▼电话催促的日期和时间:
①星期日～星期三 9:00～16:45
②隔周的星期一～星期四 12:15～20:00
※对于联系不上的人员将通过书信等进行催促

乙型肝炎疫苗将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指定为常规接种疫苗，以出生后将至第2个月的婴儿为对象，于该
月下旬寄送疫苗接种券。婴儿在满一岁之前需要接种3次，至接种结束大约需要半年时间，请尽快接种。 

▼对象:2016年4月1日以后出生的不满1岁的孩子
▼其他:超过接种对象年龄的婴儿需要自费接种。有关接种次数等详情，请参阅接种券
背面。虽然2016年3月31日以前出生的未满1岁的婴儿不是常规接种疫苗对象，至2017
年3月31日，每次接种可享受2,000日元补贴。

2DAYマーチ

秋のだ～い遠足
あき えんそく
2DAYマーチ

秋のだ～い遠足
あき えんそく

市税コールセンターからの

電話催告を行っています

しぜい

おこなでんわさいこく

▼时间:11月5日(星期六)14:00～16:00(13:30开场)
▼地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Hoippu”内)
▼内容:专家讲座和乳腺癌幸存者讲述如何早期发现乳腺癌

▼讲师:松尾 康治(松尾医院 院长）
▼定员:200名(按申请顺序）
▼申请:10月15日～10月30日 将住址、姓名、年龄、电话
号码提交到丰桥消费者协会 宫林(☎ FAX 62-1483）

▼申请所需材料:印章、汇款处的存折(监护人名义）、2016
年1月1日时刻没有本市居民登记的情况，需要全体家庭成
员的2016年度(2015年分)的所得证明书

▼其他:目前已经领取的人员不需申请。

ピンクリボンキャンペーン

健康講座　もっと知ろうよ、乳がんのこと！
けんこうこうざ し にゅう
ピンクリボンキャンペーン

健康講座　もっと知ろうよ、乳がんのこと！
けんこうこうざ し にゅう

10月1日（土）からB型肝炎ワクチンが

定期予防接種となります

がつ どようび

ていきよぼうせっしゅ

にち がたかんえん

10月1日（土）からB型肝炎ワクチンが

定期予防接種となります

がつ どようび

ていきよぼうせっしゅ

にち がたかんえん

▼时间:①11月26日(星期六)②11月27日(星期日)9:00～15:00
(受理至10:30。小雨照常进行,恶劣天气终止)

▼集合·解散:①丰桥站南出口站前广场(丰铁渥美线丰桥站前)
②JR二川站(大岩町字元屋敷)

▼内容:一边接触城市的历史文化，一边步行。
路线参照下表

▼定员:各25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其他:有参加奖。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时间:3月26日(星期日)10:00
▼内容:以丰桥公园为起点的半程马拉松
▼部门:按照年龄各分为男女4组
▼定员:5,000名(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①事前慈善报名/4,500日元+捐赠金额(1,000日元/笔～)
②运行支持者报名③一般报名/每4,500日元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东馆11层☎: 51-2825)
咨询处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

（11月分）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

（11月分）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申请资格:满足如下①～⑤所有条件的人士①在市内居住或工作②无自有住宅且面临居住困难③不超过收入标准④非暴力团成
员⑤无拖欠市营住宅的房租等

▼入住日期: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评选过程:积分制（需要判定积分的资料）
▼申请:11月1日～11日（星期六・星期日除外）直接申请，申请表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神明
町 丰桥FRONT大厦5层 ☎57・1006）
※通知书、申请表11月1日开始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市政府住宅课（东馆3层）发放

▼时间:10月29日(星期六)、30日(星期日)
▼地点:园内的动物区域
▼内容:向化妆的饲养员喊“不给糖就捣乱”，会得到糖果奖品
▼定员:各100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时间:11月13日(星期日)13:00
▼地点:动物资料馆讲议室
▼内容:用橡子和落叶制作企鹅和海狮
▼定员:5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10月30日(星期日)，在掏空的南瓜中放入动物最喜欢的食物送给
每只动物

时间等详情请参考主页(http://www.nonhoi.jp/)
▼时间:11月19日(星期六)·26日(星期六)13:15
▼集合·解散:动物资料馆
▼内容:饲养员将引导您前往日常无法进入的动物房间后面一看
究竟

▼定员:2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9:00开始在动物资料馆接受处发布整理券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3:30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
▼内容:与NON和HOY一起唱歌，跳舞

▼时间:11月13日～27日的星期日13:30
▼地点:猴子山
▼内容:将收费的诱饵内容变更为板栗，南瓜和红薯等
▼定员:各3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各100日元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1:00、14:30
▼地点:水金字塔周围
▼内容:可与NON和HOY拍摄纪念照(自带相机）

▼时间:11月的星期日13:15
▼地点:黑猩猩馆
▼内容:可观赏饲养员送给黑猩猩板栗，南瓜，红薯等礼物的情景

▼时间:11月6日(星期日)10:00～13:30(雨天顺延到13日(星期日))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休憩广场
▼内容:可享受家庭游戏
▼咨询处:丰桥市儿童会联络协会事务局(☎: 48-0610)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4:00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
▼定员:一千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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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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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星期六)

11月27日(星期日)

市内寺庙神社路线

柳生川清风体验路线

与水禽横渡2大水池路线

畅享二川宿路线

透过红叶欣赏岩屋观音路线

普门寺红枫节路线

2.5km

5.5km

11.5km

3.5km

6.0km

11.0km

时  间 路线名 距  离

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

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

纳税课 (☎: 57-2655)

咨询处

健康政策课 (☎: 39-9109)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36)

咨询处

体育课 (☎: 51-2864)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45)

咨询处

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

在Nonhoi主题公园Trick or Treat在Nonhoi主题公园Trick or Treat

送给动物万圣节礼物送给动物万圣节礼物

日本猴秋季品味礼物日本猴秋季品味礼物

黑猩猩秋季品味礼物黑猩猩秋季品味礼物

儿童会 KIDS JAM 游玩在丰桥儿童会 KIDS JAM 游玩在丰桥

秋季手工教室秋季手工教室

Nonhoi BYTNonhoi BYT

与NON和HOY为伴与NON和HOY为伴

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

宾果游戏宾果游戏

举办Nonhoi主题公园活动

中秋活动
举办Nonhoi主题公园活动

中秋活动

ほ くに とよはし

さんかしゃ

ほ くに とよはし

さんかしゃ

▼其他:申请方法等详情请
参考主页

▼申请开始日:①②10月14
日(星期五)10:00(市政
府体育科(东馆11楼)也
可以申请)③10月25日
(星期二)10:00

もよお
のんほいパークの催し

オータムフェスティバル

もよお

41-218641-2186
のんほいパークの催し

オータムフェスティバル

穂の国・豊橋
ハーフマラソン参加者
穂の国・豊橋
ハーフマラソン参加者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 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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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税呼叫中心正在进行电话催促市税呼叫中心正在进行电话催促

粉丝带活动
健康讲座 更加理解，乳腺癌！
粉丝带活动
健康讲座 更加理解，乳腺癌！

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
乙型肝炎疫苗将作为常规接种疫苗
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
乙型肝炎疫苗将作为常规接种疫苗

穗之国和丰桥半程马拉松的参加者穗之国和丰桥半程马拉松的参加者

市营住宅入住者 11月招募市营住宅入住者 11月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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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税呼叫中心正在对未纳税的人员进行电话催促。

▼电话催促的日期和时间:
①星期日～星期三 9:00～16:45
②隔周的星期一～星期四 12:15～20:00
※对于联系不上的人员将通过书信等进行催促

乙型肝炎疫苗将从10月1日(星期六)开始指定为常规接种疫苗，以出生后将至第2个月的婴儿为对象，于该
月下旬寄送疫苗接种券。婴儿在满一岁之前需要接种3次，至接种结束大约需要半年时间，请尽快接种。 

▼对象:2016年4月1日以后出生的不满1岁的孩子
▼其他:超过接种对象年龄的婴儿需要自费接种。有关接种次数等详情，请参阅接种券
背面。虽然2016年3月31日以前出生的未满1岁的婴儿不是常规接种疫苗对象，至2017
年3月31日，每次接种可享受2,000日元补贴。

2DAYマーチ

秋のだ～い遠足
あき えんそく
2DAYマーチ

秋のだ～い遠足
あき えんそく

市税コールセンターからの

電話催告を行っています

しぜい

おこなでんわさいこく

▼时间:11月5日(星期六)14:00～16:00(13:30开场)
▼地点:保健所·保健中心(中野町字中原“Hoippu”内)
▼内容:专家讲座和乳腺癌幸存者讲述如何早期发现乳腺癌

▼讲师:松尾 康治(松尾医院 院长）
▼定员:200名(按申请顺序）
▼申请:10月15日～10月30日 将住址、姓名、年龄、电话
号码提交到丰桥消费者协会 宫林(☎ FAX 62-1483）

▼申请所需材料:印章、汇款处的存折(监护人名义）、2016
年1月1日时刻没有本市居民登记的情况，需要全体家庭成
员的2016年度(2015年分)的所得证明书

▼其他:目前已经领取的人员不需申请。

ピンクリボンキャンペーン

健康講座　もっと知ろうよ、乳がんのこと！
けんこうこうざ し にゅう
ピンクリボンキャンペーン

健康講座　もっと知ろうよ、乳がんのこと！
けんこうこうざ し にゅう

10月1日（土）からB型肝炎ワクチンが

定期予防接種となります

がつ どようび

ていきよぼうせっしゅ

にち がたかんえん

10月1日（土）からB型肝炎ワクチンが

定期予防接種となります

がつ どようび

ていきよぼうせっしゅ

にち がたかんえん

▼时间:①11月26日(星期六)②11月27日(星期日)9:00～15:00
(受理至10:30。小雨照常进行,恶劣天气终止)

▼集合·解散:①丰桥站南出口站前广场(丰铁渥美线丰桥站前)
②JR二川站(大岩町字元屋敷)

▼内容:一边接触城市的历史文化，一边步行。
路线参照下表

▼定员:各25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其他:有参加奖。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时间:3月26日(星期日)10:00
▼内容:以丰桥公园为起点的半程马拉松
▼部门:按照年龄各分为男女4组
▼定员:5,000名(按申请顺序）
▼参加费:①事前慈善报名/4,500日元+捐赠金额(1,000日元/笔～)
②运行支持者报名③一般报名/每4,500日元

市政府学校教育课 (东馆11层☎: 51-2825)
咨询处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

（11月分）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

（11月分）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申请资格:满足如下①～⑤所有条件的人士①在市内居住或工作②无自有住宅且面临居住困难③不超过收入标准④非暴力团成
员⑤无拖欠市营住宅的房租等

▼入住日期: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评选过程:积分制（需要判定积分的资料）
▼申请:11月1日～11日（星期六・星期日除外）直接申请，申请表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神明

町 丰桥FRONT大厦5层 ☎57・1006）
※通知书、申请表11月1日开始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市政府住宅课（东馆3层）发放

▼时间:10月29日(星期六)、30日(星期日)
▼地点:园内的动物区域
▼内容:向化妆的饲养员喊“不给糖就捣乱”，会得到糖果奖品
▼定员:各100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时间:11月13日(星期日)13:00
▼地点:动物资料馆讲议室
▼内容:用橡子和落叶制作企鹅和海狮
▼定员:5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10月30日(星期日)，在掏空的南瓜中放入动物最喜欢的食物送给
每只动物

时间等详情请参考主页(http://www.nonhoi.jp/)
▼时间:11月19日(星期六)·26日(星期六)13:15
▼集合·解散:动物资料馆
▼内容:饲养员将引导您前往日常无法进入的动物房间后面一看
究竟

▼定员:2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9:00开始在动物资料馆接受处发布整理券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3:30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
▼内容:与NON和HOY一起唱歌，跳舞

▼时间:11月13日～27日的星期日13:30
▼地点:猴子山
▼内容:将收费的诱饵内容变更为板栗，南瓜和红薯等
▼定员:各30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参加费:各100日元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1:00、14:30
▼地点:水金字塔周围
▼内容:可与NON和HOY拍摄纪念照(自带相机）

▼时间:11月的星期日13:15
▼地点:黑猩猩馆
▼内容:可观赏饲养员送给黑猩猩板栗，南瓜，红薯等礼物的情景

▼时间:11月6日(星期日)10:00～13:30(雨天顺延到13日(星期日))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休憩广场
▼内容:可享受家庭游戏
▼咨询处:丰桥市儿童会联络协会事务局(☎: 48-0610)

▼时间:11月23日(星期日)14:00
▼地点:野外圆形剧场
▼定员:一千人(以到达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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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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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星期六)

11月27日(星期日)

市内寺庙神社路线

柳生川清风体验路线

与水禽横渡2大水池路线

畅享二川宿路线

透过红叶欣赏岩屋观音路线

普门寺红枫节路线

2.5km

5.5km

11.5km

3.5km

6.0km

11.0km

时  间 路线名 距  离

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请利用就学援助制度

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

纳税课 (☎: 57-2655)

咨询处

健康政策课 (☎: 39-9109)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36)

咨询处

体育课 (☎: 51-2864)

咨询处

健康增进课 (☎: 39-9145)

咨询处

2日接力 秋季大远行

在Nonhoi主题公园Trick or Treat在Nonhoi主题公园Trick or Treat

送给动物万圣节礼物送给动物万圣节礼物

日本猴秋季品味礼物日本猴秋季品味礼物

黑猩猩秋季品味礼物黑猩猩秋季品味礼物

儿童会 KIDS JAM 游玩在丰桥儿童会 KIDS JAM 游玩在丰桥

秋季手工教室秋季手工教室

Nonhoi BYTNonhoi BYT

与NON和HOY为伴与NON和HOY为伴

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

宾果游戏宾果游戏

举办Nonhoi主题公园活动

中秋活动
举办Nonhoi主题公园活动

中秋活动

ほ くに とよはし

さんかしゃ

ほ くに とよはし

さんかしゃ

▼其他:申请方法等详情请
参考主页

▼申请开始日:①②10月14
日(星期五)10:00(市政
府体育科(东馆11楼)也
可以申请)③10月25日
(星期二)10:00

もよお
のんほいパークの催し

オータムフェスティバル

もよお

41-218641-2186
のんほいパークの催し

オータムフェスティバル

穂の国・豊橋
ハーフマラソン参加者
穂の国・豊橋
ハーフマラソン参加者

生活信息 游乐信息 游乐信息 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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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和平、交流、共生的城市

是否因“没有时间”，“麻烦......”等理由没有按时体检？丰桥(2014年)的特定健康诊断就诊率很低，
是31.4％。为了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请尚未体检的人员马上体检。

● 每年按时体检不仅可以进行健康管理，还可以防止生活习惯疾病，以确保早期发现和
早期治疗，防止病情严重，这将有效抑制未来医疗费用的负担。

● 可通过体检结果纠正和改善生活习惯。

预警警报声之后广播“大地震。大地震。这是训练广播”(3次)。以此为机会采取保护自身安全的行
动“低姿态，保护头部，不要动”(震动）。
▼时间:11月4日(星期五)10:00，11月29日(星期二)10:00，各约1分钟(本报系统防灾无线电，丰桥

防灾无线电)

遭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灾难性海啸的危害之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关心发生海啸时的措施，
11月5日定为“海啸防灾日”。为此，本市将进行以下训练。

受诊了吗？特定健康诊查

丰桥市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40岁以上者

受诊了吗？特定健康诊查

丰桥市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40岁以上者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かにゅう

さいいじょう かた

とくていけんこうしんさ

受診しましたか？ 特定健康審査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に加入している

40歳以上の方へ

受診しましたか？ 特定健康審査

豊橋市国民健康保険に加入している

40歳以上の方へ

じゅしんじゅしん

とよはしし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 かにゅう

さいいじょう かた

とくていけんこうしんさ

11月5日は津波防災の日

災害を正しく理解し、正しく恐れ、

しっかり備えましょう

がつ

さいがい ただ りかい

そな

ただ おそ

にち つなみぼうさい ひ

11月5日は津波防災の日

災害を正しく理解し、正しく恐れ、

しっかり備えましょう

がつ

さいがい ただ りかい

そな

ただ おそ

にち つなみぼうさい ひ

El D11月5日海啸防灾日正确理解灾害，

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11月5日海啸防灾日

正确理解灾害，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11月5日海啸防灾日

正确理解灾害，正确把握恐惧，时刻做好准备

进行特定健康检查的好处

对于不能长期保持运动习惯和改善饮食的人员，可接受在保健师和管理营养师的帮助下进行为期6个月的
生活习惯改善计划对于接受具体的健康指导等的对象人员，健康诊断结束后将另行发送通知。有关详细内
容，请参阅与广报丰桥5月1日号同时出版的“保健卫生业务指南”。

为了改善生活习惯，建议接受具体健康指导

进行地震预警广播训练

为了提高海啸危害的救灾和防灾意识，进行因南海海槽地震引起海啸时的疏散演习。
▼时间:11月5日(星期六)10:00
▼地点:小松原町

进行丰桥市表滨海啸疏散演习

2014年特定健康检查发现率
11月20日(星期日)10:00～16:0011月20日(星期日)10:00～16:00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

へいわ 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平和・交流・共生のまち
とよはし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フェスティバル2016

时  间

儿童未来馆COCONICO

(松葉町三丁目一番地)

地  点

内  容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 55-3671)

任何人

18岁以上

小学4年级～6年级

3岁以上※无需经验

18岁以上

3岁～小学生

任何人

3岁以上

中学生

开幕式

由村主章枝（原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花样滑冰示范和解说

使用倾斜板进行躯体锻炼

由秋田 丰（原足球运动员）的足球讲习会

滑冰讲习会

采用动感单车（专用自行车）的减肥教室

射击，三击出局等迷你游戏

可使用气体玩具游戏的广场

免费开放滑冰场

由伊藤幸子（女子垒球奥运会金牌得主）举办垒球培训班

へいわ こうりゅうきょうせい

① 9:00～9:15
无

各10名

50名

200名

各10名

无

50名

时  间 对  象 内  容
定员

（按申请顺序）

② 9:30～10:00

③ 10:00～10:30
13:30～14:00

④ 10:00～12:00

⑤ 10:10～11:00

⑥ 11:00～11:30
14:30～15:00

⑦ 11:30～16:00

⑧ 11:30～18:30

⑨ 13:00～15:00

舞台活动(Hip-hop舞蹈、委内瑞拉的乐器Quattro演奏和桑巴舞等各国的音

乐舞蹈)，世界美食(俄罗斯、巴西、菲律宾、泰国等世界各国的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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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图片展

▼时间:10月30日(星期日）

▼地点:Aquarena丰桥(神野新田町字Meno割）

▼参加费:免费(仅限⑤⑧需要租鞋费各300日元）

▼申请:③④⑤⑥⑨从10月1日开始在Aquarena丰桥

(☎: 31-4781）①②⑦⑧不需要申请

咨询处咨询处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Aquarena丰桥
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

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丰桥国际性庆祝活动2016

健康增进课 (☎: 39-9141)

咨询处

防灾危机管理科 (☎: 51-3126)

咨询处

Aquarena丰桥 (☎: 31-4781)

咨询处

アクアリーナ豊橋

開館10周年記念イベント

とよはし

かいかん しゅうねんきねん
アクアリーナ豊橋

開館10周年記念イベント

とよはし

かいかん しゅうねんきねん

1 4 
宣传简报/丰桥

发行:宣传信息课 ☎51-2165

丰桥市人口：
丰桥市外国公民：
丰桥市中国公民：

378,090
14,474

1,366

截止2016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