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宫办公
大楼（分所）

丰川市一宫办公大楼前

一宫中学

一宫商工会

JR饭
田线

⬅丰川

新城
➡

151

JA

1

JA
丰川信用
金库

名铁赤坂站
名铁名古屋线

旧东海道

⬅名古屋

丰桥➡

音羽川

音羽办公大楼（分所）

赤坂町松本

Heartful Hall
御津体育馆

御津中学

御津办公大楼（分所）

为当町市木

丰川市御津分所
为当町新道

爱知御津站
丰桥➡

JR 东海道线

御
津

川

小坂井中学 消防署

派出所

1
小坂井

古当西小坂井站JR东海道线
丰桥➡

JR
饭田
线

丰川➡

小坂
井站

伊
奈
站

名
铁
名
古
屋
线

小坂井办公大楼
（分所）
小坂井办公大楼
（分所）

诹访町站

名铁丰川线

丰川稻荷➡

丰川市综合体育馆
丰川市中央图书馆

〒

丰川市政府

市政府东

市政府前市政府西

体育馆前

丰川市丰川市
生活指南手册生活指南手册

丰川市丰川市
生活指南手册生活指南手册

丰川市
生活指南手册

丰川市政府及分所丰川市政府及分所

地址地址◦◦〒〒442-8601442-8601
                      丰川市诹访丰川市诹访1-11-1
TelTel◦◦0533-89-21110533-89-2111
HPHP◦◦http://www.city.toyokawa.lg.jphttp://www.city.toyokawa.lg.jp

工作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工作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
休息日 ： 双休日及节假日 、新年假期(12月29日至1月3日)休息日 ： 双休日及节假日 、新年假期(12月29日至1月3日)

地址地址◦◦〒〒441-1292441-1292
                      丰川市一宫町丰丰川市一宫町丰11
TelTel◦◦0533-93-31110533-93-3111

地址地址◦◦〒〒441-0292441-0292
                      丰川市赤坂町松本丰川市赤坂町松本250250
TelTel◦◦0533-88-80000533-88-8000

地址地址◦◦〒〒441-0392441-0392
                      丰川市御津町西方日暮丰川市御津町西方日暮3030
TelTel◦◦0533-75-21210533-75-2121

地址地址◦◦〒〒441-0192441-0192
                      丰川市小坂井町大崛丰川市小坂井町大崛1010
TelTel◦◦0533-78-21110533-78-2111

丰川市政府 一宫办公大楼（分所） 音羽办公大楼（分所）

御津办公大楼（分所） 小坂井办公大楼（分所）

丰川市
生活指南手册



丰川市民病院

佐奈川

八幡站

八幡町
姬街道

东
三
河
环
状
道
路

1 穴田

丰川市综合体育馆

诹访町站

休息日夜间急病诊疗所

姬街道

丰川市勤劳福祉会馆

丰川工科高中

姬街道

牙科医疗中心

丰川警察署

丰川保健所

丰川市
综合体育馆

消防署

就诊科室 星期 时间 负责窗口 电话号码

内科
儿科

平日 19:30 ～ 22:30

休息日夜间
急病诊疗所 0533-89-0616

星期六 14:30 ～ 17:30
18:45 ～ 22:30

星期日
节假日

8:30 ～ 11:30
12:45 ～ 16:30
17:45 ～ 22:30

内科 每日 23:00 ～ 8:00 市民病院 0533-86-1111

外科

平日 23:00 ～ 8:00 市民病院 0533-86-1111

星期六

各医疗机构诊疗结
束后～ 18:00

丰川市医院值班制
（丰川宣传报）中公开

18:00 ～ 8:00 市民病院 0533-86-1111

星期日
节假日

10:00 ～ 18:00 市民病院 0533-86-1111

18:00 ～ 8:00 丰川市医院值班制
（丰川宣传报）中公开

牙科

平日
星期六 20:00 ～ 22:30

丰川牙科
医疗中心 0533-84-7757

星期日
节假日 9:00 ～ 11:30

电话号码 负责窗口

犯罪、交通事故 110 警察署

火灾、急救 119

消防署火灾信息 0533-89-9902

值班医院信息 0533-89-0119

自来水管道故障 0533-93-0153 丰川市水道整备课

垃圾相关 0533-89-2166 丰川市清扫事业课

休息日及夜间的诊疗 0533-89-0616 丰川市休息日夜间急病诊疗所

灾害留言电话 171

NTT 电话服务

天气预报 177

报时 117

电话故障 113

电话号码查询 104

项目
负责窗口

市政府等 分所

在
市
政
府
・
分
所
办
理
手
续

居民搬迁申请（搬入、迁出、
市内搬家申请）

市民课
0533-89-2136
PRIO 窗口中心
0533-89-9191

一宫分所
0533-93-3112

音羽分所
0533-88-8003

御津分所
0533-76-4705

小坂井分所
0533-78-4068

( 各分所部分业务除外）

国民健康保险

保险年金课
0533-89-2135
0533-89-2164
0533-89-2177

国民年金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福祉
医疗（儿童、母子家庭等、
残疾人、精神障碍者医疗、
后期高龄者福祉医疗等）

身体残障者手册、疗育手册、
精神残障者保健福祉手册、
残障者津贴、残障福祉服务
领取证

福祉课
0533-89-2131

护理保险
护理高龄课
0533-89-2173

保育课
保育课
0533-89-2274

儿童津贴
育儿支援课
0533-89-2133

小型摩托车（～ 125cc）
市民税课
0533-89-2129

中、小学

学校教育课
0533-88-8033
育儿支援课
0533-89-2133

一宫分所
0533-93-3112
御津分所
0533-76-4705
小坂井分所
0533-78-4068

自来水
电话咨询水道业务课
0533-93-0152

市
政
府
以
外

电力
中部电力丰川营业所
0120-988-360

都市燃气
中部燃气
0533-85-7025

液化石油气 至各销售店

普通电话 NTT（116）

信件
邮局
0570-029-273

粪便汲取 地区负责企业

１ 紧急情况时的联系方式、搬家时紧急情况时的联系方式、搬家时

搬家时

●地址：〒442-8561 丰川市八幡町野路23
●电话 ：0533-86-1111

●地址 ：〒442-0879 丰川市萩山町3-77-1
●电话 ：0533-89-0616

●地址 ：〒442-0068 丰川市诹访3-242-3
●电话 ：0533-84-7757

急救医疗信息中心
☎ 0532-63-1133

　　当经常就诊医院的医生不

在时，或无法接受休息日夜间

急病诊疗所及紧急值班医生的

诊疗时，请您挂电话到急救医

疗信息中心。我们会根据急救

患者的症状为您介绍附近的医

疗机构。

丰川市民病院 休息日夜间急病诊疗所 丰川市牙科医疗中心

急病或受伤时

事故、盗窃、火灾、急救

1 生活指南手册



紧急情况时的联系方式、搬家时 ２ 防灾、防范防灾、防范　
防灾对策课防灾对策课　☎　☎05330533--8989--2194 2194 
市民协动国际课市民协动国际课　☎　☎05330533--8989--21652165
人权交通防范课人权交通防范课　☎　☎05330533--8989--21492149

地震、防灾　 防灾对策课　☎0533-89-2194

　　丰川市很有可能发生令人担心的南海海槽地震，这是与东日
本大地震同样的海沟型地震，是由于覆盖在地球表面板块倾斜所
引起。预测最大规模为Ｍ9.0 ～Ｍ9.1（本市震度为5強～ 6強），
在今后30年以内发生的机率为70—80%。另外，夏季到秋季台
风大量来袭。地震发生或台风来袭时，公共交通很可能会暂停运
行。在丰川市，中小学校及公共设施等被指定为避难所。根据灾
害程度的不同，如果感到在家中生活有危险，可以暂时去避难所
避难。当接到去避难所避难指示时（会通过广播车或丰川安心邮
件等通知），请按指示前往附近的避难所避难。

■防灾训练
　　每年9月1日为“ 防灾日”。丰川市也会在这个时间举行综合
防灾训练。该训练除了消防、警察、自卫队等各类防灾相关机构
参加，也得到了自主防灾会、防灾领导、防灾志愿者协调人等自
主组织的协助，进行具有实践性的训练内容。综合防灾训练日会
通过丰川宣传报进行通知。请大家积极参加训练，事先了解如果
实际发生灾害时该如何对应。

■紧急时携带物品
　　灾害发生后立刻需要的物品要事先准备好放在包里。成人男
性可以携带的重量为15Kg、女性为10Kg左右。

至少要准备的物品
　　饮用水、应急食品（3日份）、携带式收音机、手电（备用电池）、
塑料袋・垃圾袋、女性卫生用品、衣服・劳动手套・眼镜、毛巾・
抽纸・湿巾、雨具・防寒服、火柴・打火机、急救医药品及常备药、
医药手册、食品用保鲜膜、书写工具、报纸、贵重物（现金・存折・
驾照・印章）等

高龄者、看护者的家庭
　　食物等、尿不湿・纸尿裤等、常用药、拐杖・假牙・花镜、
身边亲人联系方式、身份证明、残障者手册、口腔清洗液・假牙
清洗液、护理用品、助听器等

乳幼儿、孕妇的家庭
　　纸尿裤、奶瓶・一次性奶瓶、婴儿湿巾、后背式背带・怀抱
式背带、授乳披风、毯子、母子健康手册、纱布手绢、防溢乳垫、
孩子衣服、儿童玩具、纸杯、勺子、健康保险证及儿童医疗费授
给者证复印件等、离乳食物、奶粉・饮用水、零食、抗敏食物等

■紧急储备品
　　在家中准备三天量(可以的话准备一周的份)的粮食和水（每
人每日3L）、塑料袋（垃圾、污物用）、便携式炉灶等。粮食储备
上不仅要购买特别的易保存食品，像碗面、点心及吐司面包等在
平时购物时稍微多买一点也可以用作储备品。 

■住房的抗震改造
　　住房可能因大规模地震而导致损坏。请大家进行住房的抗震
改造，以保护生命和财产。

■防止家具颠倒
　　即便房屋坚固，如果家具等倒塌，物品掉落的话，就会导致人
员受伤或者对避难造成妨碍。请大家在平日里检查家中的安全状况。

■丰川安心邮件
　　丰川安心邮件是向您登录的手机及电脑发送通知市里的防灾
情报及市政信息等邮件的通知服务。
　　大雨警报及暴风警报、海啸警报等气象信息按气象厅发表自
动发信。请您从手机或电脑上搜索“ 丰川安心邮件

（http://www.city.toyokawa.lg.jp/chinese/Info/
haisinsa-bisu/ansin.html）” 进行登录。或者打开
右图的二维码登录。

　　同时用5国语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及越南语发
送灾害紧急信息。

【市官网（中文）】
http://www.city.toyokawa.lg.jp/chinese/index.html

■丰川市防灾APP
　　丰川市防灾APP” 可获取防灾信息及屋外喇叭放送内容等各
种各样信息的丰川市官方防灾APP。请利用此携带式防灾对策。
在各商店内搜索“ 丰川市防灾APP” 进行下载或点开以下二维码
下载。

 　 
　App Store       Google Play

■紧急时的联系方式 灾害留言号码“ 171”
　　发生灾害时一般的电话很难挂通。确认是否平安时请用ＮＴＴ
的灾害留言号码或各手机电话公司运营的灾害用留言板等服务。
・留言录音（30秒以内）：
　　171→1→（市外局号码）00-0000
・收听留言（30秒以内）：
　　171→2→（市外局号码）00-0000

■家人一起开防灾会议！
　　对地震的准备、家人一起讨论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的方法！另
外，要事先确认好工作、上学等外出时发生灾害的联系方法。
　确认任务分担
　・关于地震发生时的任务
　确认危险场所
　・屋顶的瓦及天线有无危险
　・为防止阳台上的植物等掉落是否做好固定
　确保安全空间
　・防止家具颠倒对策
　・防止玻璃飞散对策准备
　确认紧急携带物品
　・是否准备好必要的携带物品
　・保存状态及使用期限是否没有问题
　确认相互的联系方式及避难场所
　・有关家人分开时相互之间的联系方式
　・是否确认好避难场所、避难途径

居民会   市民协动国际课　☎0533-89-2165

　　居民会是以在同一地区居住的居民共创舒适生活的街道为目
标，致力解决地区内各类问题（灾害、犯罪防止、交通安全、垃
圾处理等），并努力提高地区居民福利的团体。生活信息以及官
方信息等也会通过居民会发送，因此请加入居民会吧。

可疑人信息  人权交通防范课　☎0533-89-2149

　　市内中小学校或丰川警察署提供的可疑人信息中，将在市官
网上公开不影响个人信息保护、从搜查观点上出发的内容。

发送防范邮件
　　各中小学向希望接收信息的监护人等的手机上发送邮件。有
登录愿望的人请您向各学校咨询（也会发送教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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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手续费
居民票复印件

200 日元
印章登记证明书
各类申请书复印件（出生、结婚等）

350 日元
各类受理证明书（出生、结婚等）
户籍誊本、户籍抄本 450 日元

请利用便利店交付
　　各种证明书可以使用个人编号卡在全国便利店内的多功能复印机上取得。
可利用者 ：拥有利用者证明用电子证明书登记的个人编码卡的人，并且是丰川市居民登记或原籍在此地的对象者
可利用时间 ：早6点30分至晚11点（12月29日至1月3日及维修日除外）
利用方法 ：在多功能复印机的画面上选择“ 行政服务” 后，按画面指示操作。需要读取个人编号卡、输入密码（4位数）、选择证明书、　
　　　　　放入手续费等。

申请类别 申请期间 申请地点 申请所需材料 申请人

搬入申请 自搬入丰川市内之日起
14 天以内

市民课、一宫、音羽、御津、
小坂井分所、PRIO 窗口中心

(1) 迁出证明书（在之前的居住地发行）
(2) 年金手册（仅限加入者）
(3)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在留卡等（仅限外国居民）
(4) 个人编号卡

本人或户主迁出申请 即将迁出丰川市内之前
(1) 印章
(2) 国民健康保险证（仅限加入者）
(3)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在留卡等（仅限外国居民）
(4) 个人编号卡（市内迁居、迁出者）

市内迁居申请
丰川市内的地址发生变
更，开始在新地址居住
之日起 14 天以内

户主变更申请 变更日起 14 天以内

出生申报
出生后 14 天以内向市政府市民课申报出生。请携带出生申请书、出生申请书的出生证明书以及医生（助产士）的证明、印章、母子健康手册、

国民健康保险证。※ 请父亲或母亲前来办理手续。

结婚申报 涉外结婚申请因国籍而异，请务必事先咨询市民课。

离婚申报 涉外结婚申请因国籍而异，请务必事先咨询市民课。

死亡申报

请持死亡诊断书向市政府的市民课申报死亡。

国民健康保险证等也将同时退还。

也请同时申报至领事馆。

３ 居民登记、户籍居民登记、户籍
市民课市民课　☎　☎05330533--8989--2136  一宫分所2136  一宫分所　☎　☎05330533--9393--31123112
音羽分所音羽分所　☎　☎05330533--8888--8003 御津分所8003 御津分所　☎　☎05330533--7676--47054705
小坂井分所小坂井分所　☎　☎05330533--7878--4068 PRIO窗口中心4068 PRIO窗口中心　☎　☎05330533--8989--91919191

　
居民登记 　　　　　　　　　　　　　　　　　　　　　　   　 市民课　☎0533-89-2136

　　居民基本登记册记录了每位市民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性别等。在地址或户主发生变化时请提出申请。并且，外国居民也需要办
理相同的手续。

※请携带可以确认申请本人身份的身份证明书（个人编号卡、在留卡、护照、驾照等）。
※由于要记录在申请材料上，请务必携带个人编号卡。
※由代理人申请时，除了需要本人的委托书外，还需要代理人的印章和可确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个人编号卡、在留卡、护照、驾照）。
※迁出申请也可以邮寄。请将此四项邮寄到市民课。①申请书（记载迁移日、迁入地、在丰川市的地址、姓名、白天可以联系的电话号码）、

②回执信封（请粘贴回信用邮票）、③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个人编号卡、护照、驾照等）复印件、④印章登记证（登记者）及国民健康
保险证（加入者）

※搬迁至海外时也需要迁出申请（除拥有再入国许可以外的人）。
※办公时间为平日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PRIO窗口中心为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新年假期不办公。
※外国居民是指拥有外国籍并在日本中长期合法滞留者以及特别永住者。

出生、结婚申请等　　　　　　　　　　　　　　　　　　　　　　市民课　☎0533-89-2136

　　除了出生和死亡，当结婚、离婚等亲属关系发生变化时请提出申请。

在留卡　　　　　 市民课　☎0533-89-2136

  　2012年7月起废除外国人登记法，改为外国居民的居民基本登
记册制度。
■主要对象
　短期滞留以外、在日本中长期合法滞留的外国人、特别永住者。
■在留卡更新手续
　在留卡更新手续等在入国管理局办理。详情请咨询入国管理局。
※请携带在留卡办理手续。

印章登记　　　　 市民课　☎0533-89-2136

■可进行印章登记者
　丰川市居民基本登记册登记在册者可以登记。但条件是15岁以上
的有意识能力者。登记的印章每人仅限一个。即便是夫妻也不可以
两人登记一个印章。
■印章申请所需材料
①印章（橡皮图章、残缺的印章、让人认为是全家使用的相同印字

的印章、磨损严重的印章不可以登记。）
②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材料（个人编号卡、在留卡、驾照、护照等）

■印章登记证明书的交付
   请携带印章登记证前往市政府市民课。手续费为每份200日元。
印章登记证明书交付时，如第三方持有印章登记证也可交付。

各种证明书　　　 市民课　☎0533-89-2136

　　各类证明书的发行是收费的，申请时请出示来窗口办理者的
身份证明书（个人编号卡、在留卡、驾照、护照等）。由代理人（非
本人或同一家庭的家属以外，户籍誊本上本人或其配偶者的直系长
辈或晚辈）进行申请时，需要“委托书”。另外，申请印章登记证书时，
需要印章登记证。（印章登记证明书可由第三方代为申请，不需要
委托书。）
■证明等手续费

※以上证明书除了市政府市民课以外，也可以在各分所、PRIO窗
口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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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得的证明书（拥有丰川市居民登记、印章登记、原籍的人）
居民票复印件  本人或同一家庭成员的居民票  每份200日元
印章登记证明书  本人的证明书  每份200日元
户籍誊抄本（全部事项证明、个人事项证明）本人及同一户籍成员  每份450日元
户籍的附票复印件  每份 200日元
※可取得的最新证明书，但居民票除票或除籍等无法取得。

分所 PRIO窗口中心
窗口 一宫分所、音羽分所、御津分所、小坂井分所 PRIO窗口中心（PRIO大厦5楼）

利用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新年假期除外） 每日（PRIO休息日及新年假期除外）
时间 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 上午10点至下午7点（居民搬迁申请至下午5点）

业务内容 分所 PRIO 窗口中心
居民票复印件的交付 〇 〇
居民票记载事项证明书 〇 〇
印章登记 〇 〇
户籍、除籍的誊本、抄本 〇 〇
居民搬迁申请    ※（１） 〇 〇
户籍相关申请    ※（２） 〇 〇
通知卡的申请、住址变更 〇 〇
所得证明书、非课税证明书 〇 〇
市县民税、固定资产税等课税证明书 〇 〇
市县民税、固定资产税等纳税证明书 〇 〇
市税缴纳 〇 〇仅限缴纳单携带者
轻型机动车税纳税证明书 〇 〇
国民健康保险证的补发 〇 ×
福祉医疗授给者等的补发 〇 ×
水费缴纳 〇 〇
大件垃圾贴纸的出售 〇 〇
保育费、临时保育利用费、儿童俱乐部承担费 〇 〇

（〇…办理手续  ×…不办理手续）※（注1）受理时间为平日的上午8点30分（PRIO窗口中心为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星期六、日及节假日不办公。
※（注2）平日上午8点30分至下午5点15分以外的时间只收取不办理。（工作时间外各分所不收取。）

个人编号（个人号码）卡
　　从2016年开始进行个人编号卡的办理。个人编号卡是由本人申请办理，作为证明个人号码的证明材料或本人身份证明来使用，并且是
可以取得各种各样行政服务的IC卡。
◎选择申请方法

※申请开始约1个半月至两个月后，从市区町寄来“ 交付通知书”，携带交付书上记载的所需材料，请本人亲自来领取个人编号卡。
※如果没有交付申请书，可以在居民票登记的市区町补发。

◎领取时所需材料
 ・个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同信封内的明信片）
 ・通知卡（仅限携带者）
 ・到期的个人编号卡（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收费。）

【本人身份证明的材料】

领取时需要以上①的一点或②的两点。

※确认本人身份证明的注意事项
　・姓名、住址最新信息，与居民票一致的材料。
　・过期材料不能作为身份证明使用。
　・请您提交原件。（因办理手续需要复印原件。）

申请方法 所需材料

① 邮寄 证明照（6 个月以内的照片）、　交付申请书、　信封

② 智能手机申请 交付申请书、　智能手机、　保存的照片　

③ 电脑申请 交付申请书、　电脑、　保存的照片　　

④ 证明照机器申请 交付申请书、　照片费用、　※ 附有 Myna-chan 标志的照相机器

① 官公署发行的带证明照的本人身份证明
例如 ：驾照、在留卡（带证明照）、护照、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等

② 记载本人的姓名及住址、或姓名及出生日期的本人身份证明
例如 ：健康保险证、护理保险的被保险证、年金手册、社员证、学生证等

市政府以外的窗口介绍
一宫分所　☎0533-93-3112   　音羽分所　☎0533-88-8003   　御津分所　☎0533-76-4705   
小坂井分所　☎0533-78-4068　   PRIO窗口中心　☎0533-89-9191

　　在一宫、音羽、御津、小坂井分所、PRIO窗口中心也可以交付各种证明书，请您利用。市政府以外的窗口，无法对应外语，如果您不会日语，
请与会日语的同伴一起前往窗口中心。并且在窗口申请时，请携带可以确认本人的身份证明（个人编号卡、在留卡、驾照、护照等）。

居民登记、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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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税 　　　　　　　　　　　　　　　　　　 　　　　　  　　市民税课　☎0533-89-2129

　　县民税与市民税合称居民税。居民税与前一年度的收入相关。在1月1日居住的市町村征收居民税。从工作单位的工资中预
先扣除。市政府将在6月向无工作单位、个体户等直接收入者邮寄缴纳书。

轻型机动车税　　　　　　　　　　　　　　　　　　 　　　　　市民税课　☎0533-89-2129

　　轻型机动车税的对象为每年4月1日在市内有停放处的电动摩托车、轻型机动车、小型特殊机动车及两轮小型机动车的车主。
5月中旬左右将收到缴纳通知书。
※机动车税（普通机动车等车主的相关县税）将于5月初收到缴纳书，请前往金融机构或便利店等缴纳。

居民税、轻型机动车税、固定资产税的缴纳地点　　 　 　　　　　收纳课　☎0533-89-2162

　　在市指定金融机构（丰川信用金库、三菱UFJ银行、向日葵农协、名古屋银行、丰桥商工信用组合、蒲郡信用金库、丰桥
信用金库、冈崎信用金库、东海劳动金库、爱知县中央信用金库）以及市政府、一宫分所、音羽分所、御津分所、小坂井分所
都可以缴纳。并且如果在缴纳期限内携带缴纳书，可以在邮政银行（仅限爱知、岐阜、三重、静冈县内）、指定便利店（未超
过30万日元）、PRIO窗口中心也可以缴纳。
　　金融机构或邮政银行账户者可以委托转账付款。银行转账付款可以省去亲自缴纳等麻烦，因此向您推荐此方法。委托银行
转账时，请携带储蓄存折及银行印章前往金融机构或邮政银行办理手续。

居民税、轻型机动车税、固定资产税的减免、暂缓缴纳
市民税课　☎0533-89-2129　　资产税课　☎0533-89-2130　　收纳课　☎0533-89-2162

　　纳税义务人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居民税、轻型机动车税、固定资产税的减免等。
居民税 ：接受低保援助，无收入生活极其困难等情况
轻型机动车税 ：身体残障者拥有的车辆，为身体残疾者使用而改造的车辆
固定资产税 ：接受低保援助，受灾等情况
暂缓缴纳 ：本人及亲属患病或受伤、财产蒙受损失、被盗等无法在缴纳期限前缴纳等情况

请您支持在期限内缴纳
　　过期缴纳居民税、轻型机动车税、固定资产税等将加算滞纳金。另外，一直滞纳的情况，将接受扣押财产等处分，因此请
您支持在期限内缴纳。

居民税、轻型机动车税、固定资产税相关证明
资产税课　☎0533-89-2130  （市民税课　☎0533-89-2129   收纳课　☎0533-89-2162）

（〇…办理手续  ×…不办理手续）
※ 标记◎的项目，本人或同户籍亲属可以申请。除此以外者，需要本人同意书或委托书。
※ 轻型机动车税的纳税证明，请确认纳税义务人的地址、姓名、车牌号码。
※ 确认本人身份时，为保护个人信息，请您携带个人编号卡、驾照、健康保险证或在留卡等官方证明。

种类 手续费 本人身份证明
交付窗口

市政府 各分所 PRIO

◎ 收入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〇

◎ 课税收入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〇

◎ 非课税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〇

◎ 纳税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〇

◎ 纳税证明（法人市民税） 200 日元 需要 〇 − −

纳税证明（轻型机动车税继续检查用） 免费 不需要 〇 〇 〇

◎ 无滞纳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 −

◎ 固定资产公课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

◎ 固定资产评价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

◎ 固定资产所有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〇 −

◎ 固定资产课税登记册 200 日元 需要 〇 − −

〇 所在证明 200 日元 需要 〇 − −

４ 税、税务证明税、税务证明　
市民税课市民税课　☎　☎05330533--8989--2129   　资产税课2129   　资产税课　☎　☎05330533--8989--2130   　收纳课2130   　收纳课　☎　☎05330533--8989--216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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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税、税务证明 教育、育儿教育、育儿　
学校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教育课（音羽分所）　☎　☎05330533--8888--80338033
保育课保育课　☎　☎05330533--8989--22742274
育儿育儿支援课支援课　☎　☎05330533--8989--21332133

保育园、认定儿童园（2、3号认定）、
小规模保育事业所入学时
保育课　☎0533-89-2274

　
　　新年度的保育园入园受理在每年10月初至中旬左右进

行。儿童的监护人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且确认在家庭中

无法实现充分保育的情况可以入园。

(1 ) 在自家以外的地点工作

(2) 在自家内从事家务以外工作

(3) 分娩前后8周（但多胎的情况为前后14周）

(4) 患有疾病或精神、身体残障

(5) 长时间护理、看护同住的亲属

(6) 处于灾后重建时期

(7) 正在找工作（仅限3个月入园）

(8) 职业训练培训或大学就读中

(9) 其他市长确认需要保育的状况

    对于上述以外的情况也随时进行受理。

幼儿园、认定儿童园（1号认定）入学时
保育课　☎0533-89-2274

　　市内有5家私立幼儿园。每年10月受理幼儿园的入园申

请。请用各幼儿园准备的入园申请书进行申请。

小学入学
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　☎0533-88-8033

　　新入学儿童是每年4月2日至次年4月1日之间出生的满6

岁的儿童。教育委员会将入学健康诊断说明及入学通知书邮

寄给小学入学儿童监护人。

■入学时健康诊断:将在入学前一年的10月左右邮寄入学健

康诊断说明。请在指定日期到指定的小学体检。

■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在入学年度的1月末之前邮寄。

中学入学
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　☎0533-88-8033

　　入学通知书将通过各小学发送给中学入学儿童的监护

人。但是，希望就读国立、私立中学以及特别支援学校者请

向班主任申请。

转学时
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　☎0533-88-8033

■由市内转往市外的学校

　　在现在就读的学校领取转学资料，搬家后进行居民登

记之后，请将转校资料提交给搬入地的教育委员会。 

■转学至市内的学校

　　在现在就读的学校领取转学资料，搬家后进行居民登

记之后，请将转校资料提交至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

育儿支援课、一宫分所、御津分所、小坂井分所的其中一处。

■由市外转入市内的学校

　　进行居民登记后，请将在之前就读校领取的转学资料

提交至学校教育课（音羽分所）、育儿支援课或一宫、御津、

小坂井分所。

儿童俱乐部（托管班）
育儿支援课　☎0533-89-2133

　　面向放学后家中因工作等无监护人的小学生提供托管服

务的工作。

【时间】平日：下午6点之前/春、夏、冬假：上午8点至下午6点。

但如果希望可以延长至7点。（延长时间需要提出申请。）

※有部分例外（星期六、日及4、５月的假期、盂兰盆节、

新年假期休息）

【对象】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小学生家庭儿童

【费用】每月7500日元（8月13000日元）（延长时间时，每

月增加1000日元）※有部分例外

【申请】请填写规定的表格后提交给育儿支援课。关于家长

会运营的儿童俱乐部（冬青、skip、朋友、flap、儿童、樱花、

燕子），请直接咨询各儿童俱乐部。

儿童津贴  　　　 育儿支援课　☎0533-89-2133

　　儿童津贴支付给中学毕业前儿童的监护人或养育者。领

取儿童津贴需要在窗口申请。

【支付金额】

3岁未满 ：每月15000日元

3岁以上小学毕业前 ：每月10000日元（第3个孩子以后为

15000日元）

中学生 ：每月10000日元

※超过收入限制时，每位儿童每月5000日元

【此类情况需要申报】

①因出生等导致儿童增加时

②从丰川市迁出时

③不再养育儿童或分开生活时

④地址、姓名、汇款账户等变更时

■儿童津贴的手续

　　在市政府育儿支援课或一宫、音羽、御津、小坂井各分

所都可以办理。

                                                                       

疑似虐待儿童时的举报、咨询

请联系儿童咨询所虐待对应电话 “ 189”

※或育儿支援课（0533-89-2133）

儿童健康咨询  保健中心　☎0533-89-0610

　　接受从孕期开始至15岁以前的儿童的健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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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年金（养老金）
保险年金课（国民年金担当）　☎ 0533-89-2177

　　在日本国内有住址的 20 岁以上 60 岁未满者均有义务加入国
民年金。对晚年或因生病、受伤而导致残障时，丧偶时等支付基础
年金，为您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为目的。20 岁时，日本年金机构将
邮寄申请加入国民年金专用纸，请填写后回执到市里。

■保险费
　　保险费与被保险者的收入或年龄等无关为固定金额，每年改
正。为缴纳保险费困难者提供各种免除制度。保险费的请款由丰川
年金事务所（0533-89-4042）邮寄缴纳书。另外，预付、银行
转账还可以享受保险费优惠。

■厚生年金
　　领取的厚生年金为晚年生活所需的年金加上国民年金。其通过
工作的企业加入，企业和被保险人各支付一半的保险费。

■退出后一次性补助（脱退一时金）
　　外国人在回到祖国时，可以申请退出后一次性补助（脱退一时
金）来退还一定比例的金额。从日本回国者在年金事务所领取退
出后一次性补助裁定申请书（脱退一时金裁定请求书）。填写必要
事项在离境后两年以内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日本年金机构提出申请。
但是，如果获得再入国许可的情况下离境时，再入国许可及在留时
间的有效期内不能申请退出后一次性补助。

护理保险　　　 护理高龄课　☎ 0533-89-2173
　　　　　

■护理保险制度
　　全社会支持需要护理的人的制度。

■护理保险的加入者
　　对象是 65 岁以上者（第 1 号被保险者），以及已加入工作单
位的健康保险或国民健康保险 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者（第 2 号被
保险者）。

■护理保险的保险费
　　65 岁以上者（第 1 号被保险者）从老龄、退职、残障、遗族
年金先行扣除或个别（缴纳书或转账）的方式缴纳基于前一年收入、
所得等决定的金额。

■护理（护理预防）服务
　　护理服务是在护理认定中被认定为需要护理 1 至 5（5 为最严
重）者可利用的服务。
　　护理预防服务是在护理认定中被认定为需要支援 1 或 2 者可维
持并提高生活机能的服务。

７ 国民年金、护理保险国民年金、护理保险

6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
保险年金保险年金课（国保支付担当）课（国保支付担当）　☎　☎05330533--8989--21352135
保险年金保险年金课（福祉医疗担当）课（福祉医疗担当）　☎　☎05330533--8989--21772177

国民年金、护理保险
保险年金课（国民年金担当）保险年金课（国民年金担当）　☎　☎0533-89-21770533-89-2177
护理高龄课护理高龄课　☎　☎0533-89-21730533-89-2173

国民健康保险   　　　　　　　　　　　　　　　　　　　　　　　保险年金课（国保支付担当）　 ☎ 0533-89-2135

　　为了让大家可以随时安心地接受医疗诊治，加入者提前拿出钱（保险费）来，在生病或受伤时充当医疗费，以相互帮助为目的公家医疗保险。
　　丰川市居民票登记者，不接受低保或其他健康保险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尽早提交加入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加入当天为搬入日或取消低保、丧失以前社会保险等资格之日。并非申请日。请在产生取得资格理由之日起 14 天以内提
出申请。如果申请延迟，则该期间不仅不能享受保险，保险费还要追溯到资格取得日来计算（最大两年），并由自己负担那段时间的医疗费。

■国民健康保险资格等申请
　　在变动时，需要在 14 天以内提出以下申请。

※ 有关申请所需材料，除上述以外，需要户主及对象者的个人编号（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等）。加入国保时，同时需要同一家庭已加入国
保者的个人号码信息。

※ 取得工作单位健康保险等新的健康保险资格时，拿到新保险证可能需要时间，但在薪资格取得年月日以后，便不能使用国民健康保险证。
如果一旦使用，请归还国民健康保险所承担的医疗费，敬请注意。

保险费
　　保险费根据前一年收入及加入人数等依据 8 月的正式计算来决定费率。每年分 8 次缴纳。缴纳义务由户主承担，因此全部通知户主。
　　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者在医疗部分、后期高龄者支援部分保险费的基础上增加护理部分的保险费。并且，前一年收入在一定标准以
下的家庭可申请减少保险费。另外，还有保险费减免制度。
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可领取的补助
　　看病时提示国民健康保险证，自己只承担所需医疗费的 2 至 3 成（因年龄而异），其余部分由国保负担。另外，疗养费、高额医疗费
及移送费、分娩育儿一次性津贴，丧葬费、结核医疗附加费可通过申请获得补助。

国民健康保险相关申请一览
需要申请时 申请所需材料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

搬入丰川市内时 在留卡、护照、其他市区町村的迁出证明书
退出工作单位健康保险时 在留卡、护照、退出工作单位健康保险的证明
孩子出生时 在留卡、护照、父母的保险证、出生证明
不再接受低保时 在留卡、护照、废除低保决定通知

国民健康保险的退出

迁出丰川市外时 在留卡、护照、保险证
加入工作单位健康保险时 国民健康保险证、公司的保险证
去世时 保险证、存折
接受低保时 保险证、低保开始决定通知

其他
住址、姓名、家庭情况发生变化时 保险证
保险证丢失、弄脏无法使用时 身份证明（在留卡等）、无法使用的保险证
儿童上学等迁到其他市区町村时 保险证、在学证明或学生证复印件

7 生活指南手册



住宅　　　 　 　建筑课　☎0533-89-2144
　　　　　

■关于市营住宅申请

【申请资格】

（1）在本市居住或工作

（2）现在有同居者或将要同居的亲属（包括事实婚姻关系及

　　订婚者）

（3）明显有实际住房困难

（4）符合公营住宅法施行条例规定的收入标准

（5）入住预定者非暴力团成员

【定期招募】

　　通过4月1日、7月1日、10月1日、1月1日号丰川宣传报，

丰川市政府官网进行通知。申请后，由抽签决定住居者。

【随时招募】

    　申请按照报名先后顺序。详情请咨询建筑课。

■关于县营住宅申请

  　县营住宅的入住者招募有按报名的先后顺序和抽签申请两

种方法。

先后顺序   招募时间 ：4至7月、8至11月、12至3月

            　申请方法 ：携带必要材料到各住宅管理事务所

抽签        招募时间 ：1月、5月、9月

            　申请方法 ：邮寄

【申请资格（一般）】

（1）现在有同居者或将要同居的亲属（包括事实婚姻关系及

　　订婚者）

（2）明显有实际住房困难

（3）符合爱知县县营住宅条例规定的收入标准

（4）申请者（包括同居家属）非暴力团成员

（5）没有相关县营住宅未缴纳房租、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县营

　　住宅租赁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申请书在市政府建筑课（北楼4楼）根据其他情况可能需要

其他材料。另外一般申请以外还有福利适用、近居适用之分。

详情请咨询以下窗口。

【咨询】

三河住宅管理事务所 东三河分所

地址 ：〒440-0801

　　　丰桥市今桥町6番地 县东三河建设事务所1楼

电话 ：0532-53-5616

水道（自来水）
丰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

（水费担当）　☎0533-93-0151   
（供水装置担当）　☎0533-93-3216

■水道（自来水）相关申请

【关于水道（自来水）的使用】

（1）水道（自来水）开始使用、停用时

（2）缴纳通知书收件地址变更时

（3）水道（自来水）使用者变更时

（联系地址）丰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

水费担当  Tel: 0533-93-0151

【关于供水装置】

（1）水道（自来水）拥有者变更时

（联系地址）丰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

供水装置担当  Tel: 0533-93-3216

■水费的支付方法

　　自来水每两个月查一次水表，在查表的下一个月请求付

款。费用支付可选择账户转账或使用缴纳通知书付款的任意

一种方法。（不受理信用卡支付）

■漏水时

　　住宅地内漏水修缮时，请您委托市指定供水装置工业事

业者（修缮费自行负担）。有关指定事业者等请您在市官网上

确认。并且地下等漏水时，可以从漏水量里减少一部分水量

来计算水费（不能减掉漏水期间所有的水量）。详情请您向丰

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水费担当（Tel: 0533-93-0151）咨询。

国民健康保险 8 住宅、水道（自来水）住宅、水道（自来水）
建建筑课筑课　☎　☎05330533--8989--21442144
丰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水费担当）丰川市上下水道窗口中心（水费担当）　☎　☎05330533--9393--01510151

（供水装（供水装置担当）置担当）　☎　☎05330533--9393--321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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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两小学大件垃圾
处理中心

东名高速公路

赤塚山公园

市政府

工业团地

姬街道

大件垃圾处理中心

垃圾9 垃圾　
清扫事业课清扫事业课　☎　☎05330533--8989--21662166

垃圾的种类及回收日

　　垃圾回收日当天从日出开始至8点30分，请在您居住的

街道垃圾站，按规定的垃圾回收方法正确分类处理垃圾。

　　垃圾的处理日期由校区、地区决定。首先请确认自己家

属于哪里管辖。

　　由清扫事业课分发有关资源及家庭垃圾的分类方法・处

理方法（提供6国语言翻译版），主要内容是可燃垃圾、不可

燃垃圾、危险垃圾、资源（塑料瓶或金属罐等）、大件垃圾

的分类方法及处理方法。

【可燃垃圾】: (每周两次)

厨余垃圾（控除水分）、木屑、塑料制容器、塑料泡沫等（装

入指定可燃垃圾袋内处理）

【不可燃垃圾】: (每月两次)

陶器、水壶、熨斗等小型家电产品、菜刀、板玻璃、伞、

白炽灯泡等（装入指定不可燃垃圾袋内处理）

【危险垃圾】: (每月1至2次，因地区而异)

喷雾器罐、气体打火机、荧光灯、水银体温计、干电池

【资源】: (每周1次)

金属・罐类、瓶类、纸类、旧衣服・毛巾类、塑料瓶、白

色食品托盘

大件垃圾处理方法

■【个人搬运】 (免费)

　　家庭大件垃圾请直接搬运到大件垃圾处理中心

　　　大件垃圾处理中心

　　办公日期 ：每天（12月31日至1月3日休息）

　　办公时间 ：上午9点至下午4点30分

　　家电再利用对象用品（电视、空调、洗衣机・衣服烘干

机、冰箱・冰柜）处理时，需要家电再利用费。原则上，销

售店铺等进行回收，也可以搬运到指定回收处（日通东爱知

运输、冈山县货物运送）。

　　另外，搬运到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时，需要指定回收处搬

运手续费（520日元）。

■上门回收（收费）

　　自己难以搬运到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时，需要上门回收服

务，每件收费1050日元，（家电再利用对象用品每件为2100

日元＋再利用券）。

　　首先请您在回收日三天前向大件垃圾处理中心进行电话

（Tel: 0533-89-2174）预约。在回收日前购买“大件垃圾贴”，

在回收日当天早上把粘好贴纸的大件垃圾放到门口。 

■大件垃圾贴纸贩卖处 ：

　　清扫事业课、各分所、PRIO窗口中心、向日葵农协

本分店、DCMKAMA丰川东店・丰川西店・丰川正冈店、

DCMKAMA AT HOME国府店、生活协同组合COOP AICHI 

COOP诹访

 

搬运垃圾用轻型货车免费租借

　　对市内居住的家庭的自己搬运垃圾或资源等至市指定机

构（大件垃圾处理中心、三月田最终处分场、清扫工场、资

源化机构等），我们免费（不需要燃油费）租借搬运垃圾用

的轻型货车（自动挡）。首先，请您向清扫事业课进行电话

预约（Tel: 0533-89-2166）。

　　另外，不可以用来搬家或对企事业活动中产生的垃圾的

搬运。

■使用日期 ：每天（12月31日至1月3日休息）

■使用时间 ：上午9点至中午12点或者下午1点至下午4点之

　　　　　　间的任何一段时间

■使用范围 ：丰川市内

※提供垃圾・资源分类信息APP

　　我们向您提供可阅览垃圾回收日及分类一览表等信息的

APP“ 3R（对应4国语言）”。

　　这是可轻松查阅分类方法，并搭载资源及垃圾的回收日

通知功能的免费APP。（通信费由使用者自行负担。）

9 生活指南手册



有用信息 (日语教室/各种咨询窗口)垃圾 10 有用信息 (日语教室/各种咨询窗口)

大使馆/领事馆/入国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106-0046 东京都港区元麻布3-4-33

Tel:03-3403-3388

（http://www.china-embassy.or.jp/jpn/）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

〒461-0005爱知县名古屋市东区东樱二丁目8番地37号 

Tel:052－932－1098

（http://nagoya.china-consulate.org/jpn/lgjs/）

■名古屋入国管理局  外国人在留综合咨询服务中心

〒455-8601爱知县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5-18

Tel:0570－013-904

（对应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菲律宾语 平日 8点30分至16点）

　

■名古屋入国管理局丰桥港办事处

〒441-8075 丰桥市神野埠头町3-11 丰桥港湾综合政府

大楼

 Tel:0532-32-6567

日语教室　 市民协动国际课　☎ 0533-89-2158
　　　　　 国际交流协会　　 　　 ☎ 0533-83-1571

　　丰川市每周一至周四的下午至14:00 ～ 18:00在PRIO5

楼对没上学的外国儿童或日语并不十分好的儿童开设免费日

语教室“ 小狐狸教室”（但需要缴纳保险费）。

　　丰川市国际交流协会每周六19 ：45 ～ 21 ：00（会话补

习18 ：00 ～ 18 ：50/汉字补习19 ：00 ～ 19 ：30）在丰川

市勤劳福祉会馆内开设日语教室（约20回）。平日（星期二

至星期四）10 ：30 ～ 12 ：00也在PRIO5楼开设日语教室。

详情请您咨询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人咨询 市民协动国际课　☎ 0533-89-2158
　　　　　 国际交流协会　　 　　 ☎ 0533-83-1571

　　丰川市开设了葡萄牙语、英语、中文、越南语的外国人

咨询窗口。（外国人咨询为8 ：30 ～ 17 ：15）除了市政府内

办理各种手续以外，还有相关日常生活或不清楚去哪里咨询

等疑问、烦恼，欢迎您来窗口咨询。受理咨询时间为8点30

分至17点15分。

　　另外，国际交流协会还开设了中文、西班牙语、英语的

咨询窗口。受理咨询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5分。

其他的外国人生活咨询窗口

■（公财）爱知县国际交流协会多文化共生中心

   Tel:052-961-7902

 ・生活咨询 星期一至星期六 10：00 ～ 18：00（有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中文、菲律宾语、越南语翻译）

 ・外国人免费律师咨询 每月第2、第4个星期五 13 ：00 ～

16 ：00（预约制 有葡萄牙语翻译）

■法TERASU 外国人法律咨询（免费）冈崎市

 ・第1及第3个星期四 13 ：00 ～ 16 ：00（有葡萄牙语、西班

牙语、英语、中文、菲律宾语、韩国语 其他语言翻译）

工作、劳动咨询

　　有关找工作的事情请您咨询公共职业安定所（HELLO 

WORK），有关劳动问题（非法解雇、劳动事故、社会保险

加入被拒、不发工资等）

找工作

■Hello Work丰川

〒442-0888　丰川市千岁通1丁目34番地

Tel: 0533-86-3178

（葡萄牙语翻译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9 ：00 ～ 12 ：

00、13 ：00 ～ 17 ：00） 

■丰桥外国人职业咨询中心

〒440-8507　丰桥市大国町73 大国大厦2楼

Tel:0532-57-1356 

（葡萄牙语、英语翻译 ：星期一至星期五 9 ：30 ～ 12 ：

00、13 ：00 ～ 16 ：00）

（西班牙语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9 ：30 ～ 12 ：00、

13 ：00 ～ 16 ：00）

劳动咨询

■丰桥劳动基准监督局

〒440-8506　丰桥市大国町111 丰桥地方综合政府大楼6楼

Tel:0532-54-1192 （葡萄牙语翻译 ：星期一、星期三、

星期五 9 ：30 ～ 12 ：00、13 ：00 ～ 15 ：30）

■爱知劳动局劳动基准部监督课

〒460-8507　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2-5-1 名古屋综合政

府大楼第2号馆2楼

Tel ： 052-972-0253 

（葡萄牙语翻译 ：星期二至星期五9:30 ～ 12:00、13:00

～ 16:00）

（ 英 语 翻 译 ：星 期 二、 星 期 四9:30 ～ 12:00、13:00 ～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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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称 地址 电话

文
化
设
施
・
体
育
设
施
・
研
修
设
施
・
公
园

樱丘博物馆 樱丘町79-2 ☎0533-85-3775

文化会馆 代田町1-20-4 ☎0533-84-8411

音羽文化大厅（Windia Hall） 赤坂町松本250 ☎0533-88-8010

御津文化会馆
（Heartful Hall） 御津町广石日暮146 ☎0533-76-3720

小坂井文化会馆
（Freuden Hall） 伊奈町新屋97-2 ☎0533-78-3000

中央图书馆（Geo space ）
地域信息图书室 诹访1-63 ☎0533-85-5536

音羽图书馆 赤坂町西裹47-1 ☎0533-80-1355

御津图书馆 御津町广石日暮146 ☎0533-56-3538

一宫图书馆 上长山町小南口原
1-500 ☎0533-93-6069

小坂井图书馆 宿町光道寺40 ☎0533-72-2169

御油之松並木资料馆 御油町美世赐183 ☎0533-88-5120

综合体育馆 诹访3-246 ☎0533-86-5175

武道馆 八幡町弥五郎105 ☎0533-84-5757

陆上体育场 诹访1-80 ☎0533-55-6152

小坂井B&G海洋中心 筱束町酢屋下97 ☎0533-73-1850

市足球场 大木町山之奥162-1 ☎0533-88-8036

农业者培训中心 一宫町丰1 ☎0533-93-0159

御津体育馆 御津町广石日暮148 ☎0533-76-2821

御幸滨推杆高尔夫球场 御津町御幸滨一号地
1-28 ☎0533-76-2591

柏木滨推杆高尔夫球场 平井町芳添10-1 ☎0533-72-2770

音羽运功公园 萩町口猿田1 ☎0533-88-6977

勤劳福祉会馆 新道町1-1-3 ☎0533-84-6515

交流馆（本宫之汤） 上长山町本宫下1-1685 ☎0533-92-1880

赤塚山公园 市田町东堤上1-30 ☎0533-89-8891

三河国分尼寺跡史迹公园
（三河天平之乡资料馆） 八幡町忍地127-1 ☎0533-88-5881

县营东三河故乡公园 御油町泷入11-2 ☎0533-87-9301

丰川市和平交流馆 穗之原3-13-2 ☎0533-95-3069

大桥屋（旧旅笼鲤屋） 赤坂町红里127-1 ☎0533-56-2677

环
境
设
施

一宫净水场 一宫町锦28 ☎0533-92-1616

爱知县丰川净水场 平尾町五反田26-30 ☎0533-87-3868

清扫工场 平尾町亲坂50 ☎0533-87-4010

三月田最终处分场 千两町三月田61-1 ☎0533-83-2040

祭场会馆（永远的森林） 御津町丰沢引钓80-1 ☎0533-77-2277

大件垃圾处理中心 千两町上西之谷61-1 ☎0533-89-2174

资源化设施 长草町美佐佐木28-1 ☎0533-56-8878

设施名称 地址 电话

福
祉
・
保
健
・
医
疗
设
施

健康福祉中心（Ikamai馆） 上长山町本宫下1-1685 ☎0533-92-1388

社会福祉会馆（With丰川） 诹访3-242 ☎0533-83-5211

东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上长山町本宫下 
1-1685 ☎0533-93-0801

南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山道町2-49 ☎0533-89-8820

北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平尾町亲坂36 ☎0533-88-7260

西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国府町下河原61-2 ☎0533-88-8005

诹访西地域活动支援中心 诹访西町2-158-1 ☎0533-89-9110

育儿支援中心 诹访3-300 ☎0533-89-1398

保健中心 萩山町3-77-1 ☎0533-89-0610

牙科医疗中心 诹访3-242-3 ☎0533-84-7757

市民病院 八幡町野路23 ☎0533-86-1111

休息日夜间急病诊疗所 萩山町3-77-1 ☎0533-89-0616

市
内
其
他
设
施

屋顶日丰大厅丰川
（市展览会场） 诹访3-300 ☎0533-89-3000

丰川志愿者市民活动中心
PRIO 诹访3-300 ☎0533-89-9070

国际交流协会 新道町1-1-3 ☎0533-83-1571

观光协会 诹访3-133 PRIO5楼 ☎0533-89-2206

文化协会 樱丘町79-2 ☎0533-89-7082

保育协会 新道町1-1-3 ☎0533-89-2134

丰川市高龄人材中心 金屋西町3-1 ☎0533-84-1851

家庭医疗合作推进中心 山道町2-49 ☎0533-89-3179

诹访公共停车场 诹访3-130・3-135 ☎0533-89-3000

丰川站东停车场 丰川町边通4-4 ☎0533-86-4047

消防署 诹访3-219 ☎0533-89-0119

国
家
・
县
内
其
他
设
施

丰川警察署 诹访3-245 ☎0533-89-0110

丰川保育所 诹访3-237 ☎0533-86-3188

消防指令中心
（丰桥市中消防署内） 丰桥市东松山町23 ☎0532-51-2075

日本邮政（株）丰川邮局
（窗口） 诹访1-57 ☎0570-029-273

日本邮政（株）丰川分店
（邮寄） 诹访1-57 ☎0570-029-273

东三河驾驶执照中心 金屋西町2-7 ☎0533-85-7181

名古屋法务局丰川办事处 金屋西町3-3 ☎0533-86-2097

名古屋法务局丰桥分局 丰桥市大国町111 ☎0532-54-9278

HELLO WORK丰川 千岁通1-34 ☎0533-86-3178

丰川年金事务所 金屋町32 ☎0533-89-4042

丰川商工会议所 丰川町边通 4-4 ☎0533-86-4101

陆上自卫队丰川驻扎地 穗之原1-1 ☎0533-86-3151

名古屋入国管理局 名古屋市港区正保町
5-18 ☎052-559-2150

名古屋入国管理局丰桥办事处 丰桥市神野埠头3-11 ☎0532-32-6567

11 公共设施一览表公共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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