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和 4年 4月 1日起      多摩市将实施保障儿童・青少年权利及项目支援和活跃度推进条例               

多摩市为了全体市民能够加深理解对保障儿童・青少年权利的共识, 充分发挥所有儿童・青少年的个

性,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特此制定了 「多摩市保障儿童・青少年权利及项目支援和活跃度推进条例」。 

什么样的条例？ 

与多摩市民息息相关,打造一个不让任何儿童・青少年掉队的重要城市! 

以打造一个让所有的儿童・青少年都认同自己、认同他人、相互认同，面向未来满怀希望健康成长的城

市为目标。 

条例的基本出发点 

保护儿童・青少年的权利。持之以恒支援。表达意见、参与城市建设。大家相互协助・扶持。 

条例的详细内容请通过右边的二维码参阅官方网页。 

今后，将计划举办可使儿童・青少年参与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活动。 

 

●令和４年４月１日起   18 岁・19 岁的公民为成年人                 

 依据改正民法，现已下调了成年人年龄。「成年」后，各种事项无需监护人同意，但需要自己承担责任。

借此机会，大家来思考一下「成年」后会发生哪些事? 

△成人式的对象年龄仍然是20岁。            咨询：儿童青少年课 ☎042-338-6917   

考虑到其他地方自治团体的情况及考试・就业时期等因素，令和 5年以后也继续以「20岁」为对象。 

 △结婚年龄等也发生变化。                  咨询：市民课 ☎042-338-6898  

●女性的适龄结婚年龄为 18岁，满 18岁男女不需要家长同意即可结婚。 

●满 18岁后不再接受父母的监护权。 

●性别同一性障碍人员可接受变更性别的裁判。 

△请注意新成年人的消费者纠纷                    咨询：消费生活中心 ☎042-337-6610  

成年后，即使没有父母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签署合约，高中生也可以贷款、办理

信用卡。但是，成年后根据民法的「未成年人取消权」就不能取消了。请注意不要卷入以新成年人为目标的

恶意营销纠纷中。 

△签约或购物时，请认真「思考」再・・・ 

如果有困惑或不明白的事情，不要一个人烦恼，请来电咨询吧！ 

  ●在签约或购物时,感到「难以处理」时   消费者热线：☎188 

多摩市消费生活咨询室：☎042-374-9595 

 ●贷款业相关咨询            日本贷款业协会贷款业咨询・纠纷解决中心：☎0570-051-051  

关东财务局东京财务事务所理财第 4课：☎03-5842-7015 

●关于贷款或融资等「借款」咨询         关东财务局东京财务事务所多重债务咨询窗口  

                                                                 ☎03-5842-7475 

 ●警察咨询 ☎＃9110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居家疗养人员             咨询：健康推进科 ☎042-376-9111  
 

■多摩市新型冠状电话咨询 ・・・针对新冠疫情感到不安人员（包括居家疗养以外人员）， 

保健师等协同保健所接受咨询。 

下述情况请咨询  

・检测为阳性，但没有来自保健所的联系，该怎么办？ 

・家庭成员已判明感染，或者虽然保健所还没有通知阳性患者家属，但希望接受检测。 

・密切接触者需隔离至什么时候可以外出?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点至下午 5点（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除外）△对象：市内居住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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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生活咨询室  第 1・第 3 星期四（13:30-16:30）TIC 活动室（VITA7楼） 

※预约制 

☆日语班日程（学费：会员＝免费） 

△咨询电话：☎042-376-9111（请先告知「新型冠状病毒咨询」） 

 ■多摩市 面向居家疗养人员的物资支援 

东京都的支援物资到达前，多摩市首先提供 3天左右的物资。 

△申请：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点（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除外） 

新型冠状病毒物资支援专用电话 ☎080-7999-9680 △对象：市内居住人员 

●消费者咨询室   ~可以相信吗?   赚钱的故事~                
「通过副业网站，找到了『任何人都能月赚 50万日元』的居家工作。咨询的时候，对方说这是『二手转卖

工作，需要 30万日元的赞助费，马上就能赚回来』，于是就把钱汇过去后，对方却没有任何跟进，也没有

收入」这样的纠纷越来越多。轻松获得高收入的好事是没有的。如果觉得事情令人怀疑，就不要签约，果断

拒绝。虽然以「没钱」为由拒绝了对方，但还有可能被建议用信用卡结算或借款，千万不要借款签署合同。 

△咨询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第 1・3星期六（第 1・3星期四、节假日・岁末年初除外） 

△咨询时间：上午 9点 30分～中午、下午 1点～4点 △咨询：消费生活中心（ベルブ）☎042-374-9595 
 

 

节假日值班医院    9:00～17:00       多摩市医师会: http://www.tama-med.or.jp/toban/    

4/17(星期日) せいせきサトウクリニック  関戸 1-７-5 
京王聖蹟桜ヶ丘 S・C C館 1F ☎042-33７-2715                                    

4/24(星期日) まえはら小児科  関戸 4-7 
聖蹟桜ヶ丘ｵｰﾊﾟ 5F ☎042-374-5028 

4/29(节日) みゆきクリニック 連光寺 1-8-3 
☎042-372-4853 

5/1（星期日） 椎の木内科ｸﾘﾆｯｸ 落合 6-15-4 
第 5 椎の木ﾋﾞﾙ ☎042-337-5711 

5/3（节日） 多摩ｾﾝﾀｰｸﾘﾆｯｸみらい 落合 1-38 
ﾏｸﾞﾚﾌﾞﾊﾟｰｷﾝｸﾞﾋﾞﾙ 1F ☎042-316-8570 

  〃   （小児科）武井小児科 関戸 2-69-3 
                       ☎042-357-3030 
5/4（节日）つるまき八木ｸﾘﾆｯｸ 鶴牧 5-4-1 

☎042-319-3449 
〃   （小児科）こどもｸﾘﾆｯｸしみず 鶴牧 1-24-1 

       新都市ｾﾝﾀｰﾋﾞﾙ 3F    ☎042-373-0512 

5/5(节日) 田村ｸﾘﾆｯｸ落合 1-32-1 多摩ｾﾝﾀｰﾍﾟﾍﾟﾘﾋﾞﾙ 5F    
☎042-356-0677 

〃   （小児科）田村ｸﾘﾆｯｸ 2 落合 1-35 
      ﾗｲｵﾝｽﾞﾌﾟﾗｻﾞ多摩ｾﾝﾀｰ 3 階 ☎042-357-3671 
 
5/8（星期日） 大池内科ｸﾘﾆｯｸ 東寺方 1-2-2 ﾄｰﾀﾙﾋﾞﾙ 2F 

☎042-355-7001 
5/15（星期日） 山善内科ｸﾘﾆｯｸ 一ノ宮 4-40-3 

聖蹟桜ヶ丘ｶﾞｰﾃﾞﾝﾊｳｽ 1F ☎042-372-5588 
 

●仅限急诊患者 
●请勿忘携带健康保险证・婴幼儿医疗证等 
●请严守就诊时间 
※就医前请电话联系 
※根据情况值班医院会有变更

儿童准夜诊所 (健康中心内)=小儿科 
儿童急患请先在此诊疗所就诊。 
(19:00～21:45) ☎042-375-0909 

休息日牙科应急诊疗所 (健康中心内 )=牙科  

(星期天 ･节日 9 :00～ 15： 30)  ☎042-376-8009 
 

注  需要事先预约  
 

诊疗单位指南（ 24 小时实施）   
急患电话中心（多摩消防署内） ☎042-375-9999 
消防厅救急咨询中心 ☎♯7119（手机、PHS、按键电话）  

☎042-521-2323（拨号电话）   
东京都医疗机关指南服务"向日葵" ☎03-5272-0303 

外国语医疗信息（东京都保险医疗情报中心）  

9 :00～ 20 :00 ☎03-5285-8181
 
 

 

班级 会场 时间 
日程 

４月 ５月 

周一班 
パルテノン多摩 ４楼 会议室 10:00～12:00 ４日・１１日・１８日・２５日 ９日・１６日・２３日 

永山公民馆 ベルブホール 9:30～11:30 ４日・１１日・１８日・２５日 ９日・１６日・２３日 

周四班 TIC 活动室（ヴィータ７Ｆ） 
10:00～12:00 １４日・２１日・２８日 １２日・１９日・２６日 

19:00～21:00 ７日・１４日・２１日 １２日・1９日・２６日 

周六班 TIC 活动室（ヴィータ７Ｆ） 14:00～16:00 ２日・９日・１６日 １４日・２１日・２８日 

 

 

多摩市国际交流中心（TIC） 
事务局 〒206-0011 多摩市関戸 4-72 ヴィータ・コミューネ 7 階  ☎ 042-355-2118 FAX 042-355-2104 

               E-mail: tic@kdn.biglobe.ne.jp   URL：ｈｔｔｐ//www.tic-tama.jp/ 
周一～周六 10:00～17:00   （周日、第 1・3 个周一、节假日、年末年初、临时休馆日休息。）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有意见或建议，请与上述部门联系。此外，本报备有 4种语言的版本（日语・英语・中国语・韩语） 

如有需要请与事务局联系。              編集  最上 勉  

 

发行 多摩市役所生活文化部  文化・生涯学习推进课  ☎ 042-338-6882 每月 10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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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述内容电话预约及咨询请致电  ☎ 042－355－2118 TIC 事务局  

http://www.tama-med.or.jp/tob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