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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演讲会　到底什么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时　间 内　容

10:30~13:30 手工艺品集市

10:30~11:30 木偶戏、手工等的研习会

11:00~13:30 点茶(一杯300日元)

11:15~13:30 销售使用当地食材制作的午餐套餐(每餐500日元)

12:00~13:30 演讲 关于儿童饮食的思考

日期:1月28日(星期日)10:00～15:30

地址:丰桥生活港

其他:提供丰桥站西口到会场的免费巴士服务

时间:13:45～15:30

讲师:小岛庆子(名人）

其他:提供6个月婴儿～小学3年级学生的托儿服务。

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咨询处:市民协作劳动推进课(☎:51-2188)
51440

春祭执行委员会(观光振兴科内☎: 51-2430)    8076

※当天因下雨终止活动等消息，当日9:00后可在丰桥市“好棒丰桥时讯”
官方Twitter进行查询

うめまつりうめまつり
日期

地点

其他

1月27日(星期六)～3月11日(星期日)

向山绿地(梅林园)

没有停车场。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

由各类组织举行以男女共生为主题的各种演讲会、集市和盖章游戏等。

 2月18日(星期日)的活动

时　间 内　容

小学生以上，梅树苗免费发放

甜米酒招待（各先到的500人）

10:00(9:50开始发放整理券)

10:00、14:00

10:00～13:00 ※雨天中止 家庭火灾报警器材展览

10:00～15:00 丰桥茶试饮、展销会

11:00～12:00 ※雨天中止 二川宿本阵祭 雅姬、琴姬摄影会

咨询处
HP

丰桥男女共生节

HP

豊橋男女共生フェスティバル
とよはしだんじょきょうせい

固定資産税の申告期限は

1月31日（水）です

こていしさんぜい

がつ にち すいようび

しんこくきげん

固定资产申报期限为1月31日(星期三)

HP

①申报折旧资产

親子防災チャレンジキャンプ

わが家の防災プランをつくろう

おやこぼうさい

や

ようかいごにんていしゃ だい

いりょうひこうじょ しんせい

ぼうさい
亲子防灾挑战营
制定我们的家庭防灾计划吧

HP

商店、饭店、农业等商业活动产生的垃圾不可投放到地区垃圾站。请委托私人废弃物处理厂

家对商务办公垃圾进行处理，或者提前获得投放许可后，运输至资源化中心。

咨询处:废弃物对策课(☎:51-2410)
6768

意外发生时携带物品的检查和烧饭等亲子体验活动。

日期:3月10日(星期六)13:00～3月11日(星期日)10:00※2天1夜

地点:户外教育中心

对象:小学3年级学生～初中生及其家长

额定人数:10个家庭（抽签）

费用:每人1500日元

申请:1月16日(星期二)～1月31日(星期三)少年自然之家(☎:21-2301)

事業所ごみは、ごみステーションに

出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じぎょうしょ

だ商务办公垃圾不得扔到垃圾站

经过认定需要看护并接受成人纸尿裤费用在医疗费中扣除满2年以上的居民，可持有长寿

看护课开具的确认书(市里确认了主治医师意见书内容后的文件，发售费用为每件200日

元)代替医生开具的证明书申请费用扣除。此外，有可能存在无法开具的情况，请务必提

前咨询。

在长寿看护课(☎:51-3133)
53573

运营法人或个人事业并持有折旧资产者，请于2018年1月1日申报当前的持有状况。

②住宅用地申报

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或更改了使用方式的，或获取了住宅用地，以及改变了使用方式等，

未提交申报单的土地持有者，请在2017年1月2日到2018年1月1日期间办理申报。

[共通事项]

地点:资产税务课

咨询处:资产税务课(☎:51-2226 ②☎:51-2215)
52915

要介護認定者のオムツ代の

医療費控除の申請ができます

可以申请在医疗费中扣除认定需要看护者的
成人尿不湿费用

HP

梅花节梅花节

 

HP

向2018年度即将入学市立中小学的学生家长发送入学通知书。

请填写必要事项，并提交到指定的小学。

如果到1月中旬仍未收到，或者有任何不明之处时，请随时咨询。

咨询处:学校教育课(☎:51-2817)
51126

新一年生への就学通知のお知らせ
しんいちねんせい しゅうがくつうち し

新生入学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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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信息/生活信息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イベント イベント生活信息

整年出租已修整完毕的菜园，可作为家庭菜园耕种(30m21

块)。

日期:4月1日～次年3月31日(1年内可更新)

地点:神野新田，多米，石巻
对象:本市居民

费用:各9,000日元

其他:有共用的锄头·比坎锄·独轮车等农具，还有供水，厕

所，停车场等设备

申请:从1月16日(星期二)截止到2月5日(星期一)向农业支援

科提交申请书(☎:51-2472)※可在农业支援科、官网和各地

区市民馆等领取申请书

9399

招募市民互动农场参与者

市民ふれあい農園利用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みん のうえんりようしゃ ぼしゅう

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HP

HP

①未在2017年进行年末调整者

②离职人员

③未申请抚养家人者(包含为向国外的受抚养人汇款)

④自超过2个工作场所领取薪金者

⑤全家合计支付超过了一定金额医疗费者(10万日元以上)

⑥全家合计购买了12,000日元以上OTC医药产品者

⑦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或人寿保险未经扣除者

日期:2月4日(星期日)/2月11日(节日)10:00～17:00

地点:市政府13层

翻译: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菲律宾语

预约:需要(电话、邮件)

(1.全名、2.城市、3.国籍、4.电话号码、5.年份、6.申请内容)

额定人数:80人(按申请顺序)

所需资料(所需资料因申请内容而异）

预扣税单(原件)、居留卡、护照、个人号码、银行存折、印

章，如向国外的受抚养人汇款的情况下：出生证明或结婚证

书(必须是原件并附有日文翻译)、汇款申请表(每个受抚养

人)，以及国家保险、社会保险、人寿保险缴费证明文件。医

疗机关开具的发票、OTC医药品小票或发票、体检证明等。

预约/咨询处：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55-3671/邮箱:guida@tia.aichi.jp

2月4日(星期日)

行政书士会咨询

(签证，入籍，个人号码等)

2月11日(节日)

心理咨询（辅导）

(精神方面的烦恼，关于儿童

发育性疾病的问题等)

入住日:3月1日(星期四)

对象:原则上需满足以下所有条件①在市内生活、工作②没有

房产，住房困难的人③标准收入以下④非帮派成员⑤不存在

未缴纳市政住房房租等情况

其他:选考方法：公开抽签

申请:从1月4日(星期四)截止到1月12日(星期五)(星期六，星

期日，节日除外） 向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57-1006)提
交申请书等 ※可自1月4日(星期四)开始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

中心和住宅科领取申请书

14208

招募市政住房的居住者(1月份)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1月分）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ぼしゅう

市县居民税 第四期 国民健康保险税
第七期缴纳期限为1月31日(星期三)

市県民税 第4期分、国民健康保険税

第7期分の納期限は1月31日（水）です

しけんみんぜい

のうきげん がつ にち すいようび

だい きぶん

だい きぶん

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ぜい

请到附近的金融机关、便利店等缴纳。利用账户转账制度进

行纳税非常省时便利。

咨询处:纳税课(☎:51-2235)
5742HP

这不好吗？丰桥 全城集市
爱辣者聚集！香辣集市

ええじゃないか豊橋 まちなかマルシェ

辛いもの好き集まれ！ 旨辛市

とよはし

から ず あつ うまからいち

汇集了各种自制辣椒等辛辣食物。

日期:1月28日（星期日)10:00～16:00(雨天依然进行)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

咨询处:全城活性课(☎:55-8101)
52863HP

清晨行走运动和一齐广播体操会

朝の歩行運動と

いっせいラジオ体操のつどい

あさ

たいそう

ほこううんどう

日期:2月4日(星期日)、3月4日(星期日)、4月1日(星期日）

(雨天顺延至2月11日(星期日)、3月11日(星期日)、4月8日

(星期日))7:00

地址:岩田运动公园、武道馆、高师绿地、绿色体育中心、

综合体育馆、HOIPPO
咨询处:丰桥市体育协会(☎:63-3031)

52992HP

一起动手做吧  静电水母

つくってあそぼう　静電気くらげ
せいでんき

制作一种能够漂浮在空中的奇妙水母。

日期:1月6日～1月27日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11:50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

(☎:41-3330)

促进身体健康的运动教室  芭蕾塑形
健康づくりのためのスポーツ教室　バレトン
けんこう きょうしつ

日期:2月2日～2月23日的星期五(共4次)10:00～10:50

地点:浜道地区体育馆

对象:20岁以上女性

额定人数:20人(按申请顺序)

费用:2000日元

其他:开展慢伸张体操

申请:1月6日(星期六)10:00开始在丰桥市体育协会

(☎:63-3031)直接申请

52993HP

HP

和家人一起享受露营

日期:3月3日(星期六)、10:00～15:00

地点:少年自然之家

对象:5岁儿童～初中生及其家长(市内居住者优先)

额定人数:各10户(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食材或便当

其他:有自然游戏、手工艺柜台等

申请:1月9日(星期二)开始在少年自然之家

咨询处:少年自然之家(☎:21-2301)
9815

黑潮家庭营地日
くろしおファミリーキャンプデー

试验秀  静电的秘密

実験ショー　静電気のひみつ
じっけん せいでんき

通过实验和提问介绍容易起静电的现象等

日期:1月6日～2月24日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1月28日(星

期日)除外)14:20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41-3330)

日期:2月3日(星期六)、2月24日(星期六)9:30～11:30

地点:嵩山町字神田的柿子树园

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初中生以下需要家长陪同）

讲师:铃木三和子(次郎柿子生产者）

额定人数:各20人(抽签）

携带物品:修剪剪刀

申请:截止1月19日(星期五)(必须到达）之前，寄送写明了回

信地址的往返明信片，或者发送邮件到农业企划课，内容包

括讲座名称、希望参加日期、参加者全员的地址、姓名和电

话号码(〒440-8501不需要住址☎:51-2471
邮箱 info_nogyokikaku@city.toyohashi.lg.jp）

50794

初学者也可轻松驾驭！
次郎柿子树剪枝教学

初心者でもカンタン！　次郎柿剪定講座
しょしんしゃ じろうがき せんていこうざ

冬季星空观赏会

冬の星空観望会
ふゆ ほしぞらかんぼうかい

HP

用望远镜观察每颗钻石般的星辰。

日期:2月17日(星期六)18:30～20:00(天气不好时顺延至2月

18日(星期日))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初中生以下需要家长陪同）

额定人数:80人(按申请顺序）

申请:1月13日(星期六)开始 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41-3330)

专家免费咨询会

（无需预约，先到先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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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信息/生活信息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イベント イベント生活信息

整年出租已修整完毕的菜园，可作为家庭菜园耕种(30m21

块)。

日期:4月1日～次年3月31日(1年内可更新)

地点:神野新田，多米，石巻
对象:本市居民

费用:各9,000日元

其他:有共用的锄头·比坎锄·独轮车等农具，还有供水，厕

所，停车场等设备

申请:从1月16日(星期二)截止到2月5日(星期一)向农业支援

科提交申请书(☎:51-2472)※可在农业支援科、官网和各地

区市民馆等领取申请书

9399

招募市民互动农场参与者

市民ふれあい農園利用者を募集します
しみん のうえんりようしゃ ぼしゅう

面向外国人的税务咨询会

外国人のための税務相談会
がいこくじん ぜいむそうだんかい

HP

HP

①未在2017年进行年末调整者

②离职人员

③未申请抚养家人者(包含为向国外的受抚养人汇款)

④自超过2个工作场所领取薪金者

⑤全家合计支付超过了一定金额医疗费者(10万日元以上)

⑥全家合计购买了12,000日元以上OTC医药产品者

⑦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或人寿保险未经扣除者

日期:2月4日(星期日)/2月11日(节日)10:00～17:00

地点:市政府13层

翻译: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菲律宾语

预约:需要(电话、邮件)

(1.全名、2.城市、3.国籍、4.电话号码、5.年份、6.申请内容)

额定人数:80人(按申请顺序)

所需资料(所需资料因申请内容而异）

预扣税单(原件)、居留卡、护照、个人号码、银行存折、印

章，如向国外的受抚养人汇款的情况下：出生证明或结婚证

书(必须是原件并附有日文翻译)、汇款申请表(每个受抚养

人)，以及国家保险、社会保险、人寿保险缴费证明文件。医

疗机关开具的发票、OTC医药品小票或发票、体检证明等。

预约/咨询处：

丰桥市国际交流协会

☎:55-3671/邮箱:guida@tia.aichi.jp

2月4日(星期日)

行政书士会咨询

(签证，入籍，个人号码等)

2月11日(节日)

心理咨询（辅导）

(精神方面的烦恼，关于儿童

发育性疾病的问题等)

入住日:3月1日(星期四)

对象:原则上需满足以下所有条件①在市内生活、工作②没有

房产，住房困难的人③标准收入以下④非帮派成员⑤不存在

未缴纳市政住房房租等情况

其他:选考方法：公开抽签

申请:从1月4日(星期四)截止到1月12日(星期五)(星期六，星

期日，节日除外） 向丰桥市营住宅管理中心(☎:57-1006)提
交申请书等 ※可自1月4日(星期四)开始在丰桥市营住宅管理

中心和住宅科领取申请书

14208

招募市政住房的居住者(1月份)

市営住宅の入居者（1月分）を募集します
しえいじゅうたく にゅうきょしゃ がつぶん ぼしゅう

市县居民税 第四期 国民健康保险税
第七期缴纳期限为1月31日(星期三)

市県民税 第4期分、国民健康保険税

第7期分の納期限は1月31日（水）です

しけんみんぜい

のうきげん がつ にち すいようび

だい きぶん

だい きぶん

こくみんけんこうほけんぜい

请到附近的金融机关、便利店等缴纳。利用账户转账制度进

行纳税非常省时便利。

咨询处:纳税课(☎:51-2235)
5742HP

这不好吗？丰桥 全城集市
爱辣者聚集！香辣集市

ええじゃないか豊橋 まちなかマルシェ

辛いもの好き集まれ！ 旨辛市

とよはし

から ず あつ うまからいち

汇集了各种自制辣椒等辛辣食物。

日期:1月28日（星期日)10:00～16:00(雨天依然进行)

地点:丰桥站南口站前广场

咨询处:全城活性课(☎:55-8101)
52863HP

清晨行走运动和一齐广播体操会

朝の歩行運動と

いっせいラジオ体操のつどい

あさ

たいそう

ほこううんどう

日期:2月4日(星期日)、3月4日(星期日)、4月1日(星期日）

(雨天顺延至2月11日(星期日)、3月11日(星期日)、4月8日

(星期日))7:00

地址:岩田运动公园、武道馆、高师绿地、绿色体育中心、

综合体育馆、HOIPPO
咨询处:丰桥市体育协会(☎:63-3031)

52992HP

一起动手做吧  静电水母

つくってあそぼう　静電気くらげ
せいでんき

制作一种能够漂浮在空中的奇妙水母。

日期:1月6日～1月27日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11:50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

(☎:41-3330)

促进身体健康的运动教室  芭蕾塑形
健康づくりのためのスポーツ教室　バレトン
けんこう きょうしつ

日期:2月2日～2月23日的星期五(共4次)10:00～10:50

地点:浜道地区体育馆

对象:20岁以上女性

额定人数:20人(按申请顺序)

费用:2000日元

其他:开展慢伸张体操

申请:1月6日(星期六)10:00开始在丰桥市体育协会

(☎:63-3031)直接申请

52993HP

HP

和家人一起享受露营

日期:3月3日(星期六)、10:00～15:00

地点:少年自然之家

对象:5岁儿童～初中生及其家长(市内居住者优先)

额定人数:各10户(按申请顺序)

携带物品:食材或便当

其他:有自然游戏、手工艺柜台等

申请:1月9日(星期二)开始在少年自然之家

咨询处:少年自然之家(☎:21-2301)
9815

黑潮家庭营地日
くろしおファミリーキャンプデー

试验秀  静电的秘密

実験ショー　静電気のひみつ
じっけん せいでんき

通过实验和提问介绍容易起静电的现象等

日期:1月6日～2月24日的星期六、星期日、节日(1月28日(星

期日)除外)14:20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41-3330)

日期:2月3日(星期六)、2月24日(星期六)9:30～11:30

地点:嵩山町字神田的柿子树园

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初中生以下需要家长陪同）

讲师:铃木三和子(次郎柿子生产者）

额定人数:各20人(抽签）

携带物品:修剪剪刀

申请:截止1月19日(星期五)(必须到达）之前，寄送写明了回

信地址的往返明信片，或者发送邮件到农业企划课，内容包

括讲座名称、希望参加日期、参加者全员的地址、姓名和电

话号码(〒440-8501不需要住址☎:51-2471
邮箱 info_nogyokikaku@city.toyohashi.lg.jp）

50794

初学者也可轻松驾驭！
次郎柿子树剪枝教学

初心者でもカンタン！　次郎柿剪定講座
しょしんしゃ じろうがき せんていこうざ

冬季星空观赏会

冬の星空観望会
ふゆ ほしぞらかんぼうかい

HP

用望远镜观察每颗钻石般的星辰。

日期:2月17日(星期六)18:30～20:00(天气不好时顺延至2月

18日(星期日))

地点:视听觉教育中心

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初中生以下需要家长陪同）

额定人数:80人(按申请顺序）

申请:1月13日(星期六)开始 视听觉教育中心

咨询处:视听觉教育中心(☎:41-3330)

专家免费咨询会

（无需预约，先到先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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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演讲会　到底什么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时　间 内　容

10:30~13:30 手工艺品集市

10:30~11:30 木偶戏、手工等的研习会

11:00~13:30 点茶(一杯300日元)

11:15~13:30 销售使用当地食材制作的午餐套餐(每餐500日元)

12:00~13:30 演讲 关于儿童饮食的思考

日期:1月28日(星期日)10:00～15:30

地址:丰桥生活港

其他:提供丰桥站西口到会场的免费巴士服务

时间:13:45～15:30

讲师:小岛庆子(名人）

其他:提供6个月婴儿～小学3年级学生的托儿服务。

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咨询处:市民协作劳动推进课(☎:51-2188)
51440

春祭执行委员会(观光振兴科内☎: 51-2430)    8076

※当天因下雨终止活动等消息，当日9:00后可在丰桥市“好棒丰桥时讯”
官方Twitter进行查询

うめまつりうめまつり
日期

地点

其他

1月27日(星期六)～3月11日(星期日)

向山绿地(梅林园)

没有停车场。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节日期间还将举办春祭摄影竞赛

由各类组织举行以男女共生为主题的各种演讲会、集市和盖章游戏等。

 2月18日(星期日)的活动

时　间 内　容

小学生以上，梅树苗免费发放

甜米酒招待（各先到的500人）

10:00(9:50开始发放整理券)

10:00、14:00

10:00～13:00 ※雨天中止 家庭火灾报警器材展览

10:00～15:00 丰桥茶试饮、展销会

11:00～12:00 ※雨天中止 二川宿本阵祭 雅姬、琴姬摄影会

咨询处
HP

丰桥男女共生节

HP

豊橋男女共生フェスティバル
とよはしだんじょきょうせい

固定資産税の申告期限は

1月31日（水）です

こていしさんぜい

がつ にち すいようび

しんこくきげん

固定资产申报期限为1月31日(星期三)

HP

①申报折旧资产

親子防災チャレンジキャンプ

わが家の防災プランをつくろう

おやこぼうさい

や

ようかいごにんていしゃ だい

いりょうひこうじょ しんせい

ぼうさい
亲子防灾挑战营
制定我们的家庭防灾计划吧

HP

商店、饭店、农业等商业活动产生的垃圾不可投放到地区垃圾站。请委托私人废弃物处理厂

家对商务办公垃圾进行处理，或者提前获得投放许可后，运输至资源化中心。

咨询处:废弃物对策课(☎:51-2410)
6768

意外发生时携带物品的检查和烧饭等亲子体验活动。

日期:3月10日(星期六)13:00～3月11日(星期日)10:00※2天1夜

地点:户外教育中心

对象:小学3年级学生～初中生及其家长

额定人数:10个家庭（抽签）

费用:每人1500日元

申请:1月16日(星期二)～1月31日(星期三)少年自然之家(☎:21-2301)

事業所ごみは、ごみステーションに

出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じぎょうしょ

だ商务办公垃圾不得扔到垃圾站

经过认定需要看护并接受成人纸尿裤费用在医疗费中扣除满2年以上的居民，可持有长寿

看护课开具的确认书(市里确认了主治医师意见书内容后的文件，发售费用为每件200日

元)代替医生开具的证明书申请费用扣除。此外，有可能存在无法开具的情况，请务必提

前咨询。

在长寿看护课(☎:51-3133)
53573

运营法人或个人事业并持有折旧资产者，请于2018年1月1日申报当前的持有状况。

②住宅用地申报

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或更改了使用方式的，或获取了住宅用地，以及改变了使用方式等，

未提交申报单的土地持有者，请在2017年1月2日到2018年1月1日期间办理申报。

[共通事项]

地点:资产税务课

咨询处:资产税务课(☎:51-2226 ②☎:51-2215)
52915

要介護認定者のオムツ代の

医療費控除の申請ができます

可以申请在医疗费中扣除认定需要看护者的
成人尿不湿费用

HP

梅花节梅花节

 

HP

向2018年度即将入学市立中小学的学生家长发送入学通知书。

请填写必要事项，并提交到指定的小学。

如果到1月中旬仍未收到，或者有任何不明之处时，请随时咨询。

咨询处:学校教育课(☎:51-2817)
51126

新一年生への就学通知のお知らせ
しんいちねんせい しゅうがくつうち し

新生入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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