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来了 我怎么办？           ▽问询 防灾安全科 ☎042-338-6802 

  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扩大，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以内阁府提出的新的避难方法为基础，市政府也

改进了相应的对应措施。请大家也把生命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同时，探讨一下住宅避难、友情避难、或开车避难的

三种方式。 
 
【从以下的 3种避难方式中选者】 
 

 

 

 

 

 

 

 

 

 

 

 

 
 
 
●保育所・幼儿园入园希望者   ▽问询 育儿支援科 ☎042-338-6850 

 2021 年度 4月入所募集开始！ 

申请时间和方法等详细内容请参照官方网站，或市政府 2楼的育儿支援科、圣迹樱丘站、多摩中心站

各出张所、永山公民馆、健康中心、各地区育儿支援处（共 7处）分发的《2021年度保育所等入所指南》。 

●2021 年度保育所等新入所电话咨询开始 
  在育儿支援科，平时及以下的时间内，可以通过电话接受咨询。 

▽时间：10月 11日（周日）上午 9点〜下午 5点    ▽对象：有希望进入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0-2岁）、

家庭保育设施（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所、工作单位内保育所的孩子的家长 
●接受 2021 年度保育所等的入所申请，今年原则上是邮寄受理 

▽受理时间：10月 26日(周一)〜11月 13日(周五) 邮戳有效  

※希望在窗口办理的，请于 11月 7日（周六）〜13 日（周五）上午 9点～下午 5点前往育儿支援科 

▽对象设施：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家庭保育事业所、小规模保育所、工作单位内保育所 

※认证保育所的申请随时受理。申请、补助金等详细内容请参照多摩广报 2020 年 9月 5日号（多摩市 

正式主页上也可看到） 

●2021 年度私立幼儿园儿童招募（3～5 岁儿童） 

▽入园指南、申请资料等的发放开始日：10 月 15 日（周四）   ▽申请资料受理、手续开始日：11 月 1 日（周日） 

※入园指南、申请资料等的发放，2021 年度私立幼儿园儿童招募（3～5 岁儿童）的申请在各园进行。 

详细情况请直接向各幼儿园·认定儿童园了解。 
 

●2021 年度学童课后班申请受理 
 受理从 2021年 4月开始希望参加课后班的申请。已经在上的学童也需要办理申请手续。申请后有审查。 

●新参加者 ▽日期・受理地点：10月 29日(周四)～11 月 4日（周三）＝BERUBU 永山 5楼；11月 5日(周四)・6日(周

五)＝市政府 2楼儿童青少年科 

▽时间：上午 9点～下午 5点（正午～下午 1点除外。10月 30日（周五）到晚上 7点）  

●已参加者 ▽日期：10月 29日（周四）～11月 6日（周五）上午 9点 30分～正午（周日、节假日除外） 

▽受理场所：在籍中的学童课后班 

 〔共同事项〕 ※不能在上述受理场所申请的人，可以邮寄申请〔10月 5日（周一）～11月 6日（周五）邮戳有效 

〒206-8666儿童青少年科〕 ▽申请资料发放地点：10 月 5日（周一）起，儿童青少年课、各儿童馆・学童课后班、

圣迹樱丘站・多摩中心站各出张所、永山公民馆  

※申请资料也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问询 儿童青少年科☎042-338-6884 

多摩市的生活信息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号 Vol.３２４ 

●汽车避难 
 开车到汽车避难专用停车场等
安全的地方，在车中过夜避难。
开车避难也要尽早实施。 

●友情避难 
 去住在安全场所的亲戚家或
熟人家避难。也请考虑去酒店
避难。 

●在家避难 

仔细确认河流的水位和气象信

息。如果危险性提高了，请到

楼上避难（垂直避难）。 

以上避难所均不可时・・・ 

●到避难所避难 

需要时间的人请尽早避难。 

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去避难所。 

宠物放在笼子里避难。 

水灾时，市内各避难所的开设及拥挤情况 
可以通过网上确认。 
避难时尽可能选择 
避难者较少的避难所。 



●“知者有利  为女性准备的资金计划研讨会”in 多摩 
▽日期・内容：11月 10日(周二) ①下午 1点～3点 30分＝研讨会  ②3点 30分～5点＝各别咨询会  

▽地点：关户公民馆大会议室    ▽对象：正在就职活动中，或者今后想工作的女性 

※第一次使用东京工作中心的人要在会场注册 ▽定员：①40人 ②12人 ※按申请先后为序   

▽保育：8人（1岁以学龄前儿童。申请 10月 30日（星期五）为止，按申请先后为序。点心费等每人 100 日元） 

▽讲师：大场美由纪（金融策划师））  

▽申请·咨询：东京工作中心多摩☎042-329-4524 
 

●举办第 43 届多摩市民文化节 
  以多摩市文化团体联合为首，包括市内的文化小组在内共有 21个团体参加 

▽时间：10月 16日(周五)～11月 15日(周日)  

▽主办： 多摩市、多摩市文化团体联合 ▽主管：多摩市民文化节执行委员会 ▽后援：多摩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详细请参见多摩市文化团体联合的网页ＨＰhttp://tamasibdr.web.fc2.com/bunkasai/bunkas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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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周日） 椎の木内科ｸﾘﾆｯｸ  ☎042-337-5711 

           落合 6-15-4 第 5 椎の木ビル  
 
10/18（周日） こどもｸﾘﾆｯｸしみず ☎042-373-0512 

鶴牧1-24-1新都市センタービル3楼 
 

10/25（周日） つるまき八木ｸﾘﾆｯｸ ☎042-319-3449 
鶴牧5-4-1    

 
11/ 1（周日） あべ多摩ｾﾝﾀｰ内科 ☎ 042-373-7755 

鶴牧 1-22-2 多摩メディカルビルディング 2 楼   
 

11/ 3（周二・假日） やはの内科胃腸科ｸﾘﾆｯｸ 
☎042-356-3761 

関戸 1-11-9 桜ケ丘富沢ビル 6Ｆ  

 

11/ 8（周日） からきだ駅前ｸﾘﾆｯｸ
☎042-376-3800 

唐木田 1-1-7 プラザ唐木田 104    
 

11/15(周日) せいせきｻﾄｳｸﾘﾆｯｸ ☎042-337-2715 
関戸 1-7-5 京王聖蹟桜ケ丘Ｓ・Ｃ Ｃ館１Ｆ 

 
 
 
●仅限于急病人 

●请勿忘记携带健康保险证・乳幼儿医疗证等。   

●务必在开诊时间内    

※去医院前请先电话联系  

※值班医院有变更的可能

儿童晚间诊疗所(健康中心内)＝小儿科 
孩子得了急病请先联系此诊疗所。 
(19：00～21:45) ☎042-375-0909 
 

节假日牙科应急诊疗所(健康中心内)=牙科 

(周日、节日 9:00～15:30)  ☎042-376-8009 
  ※需事先电话联系  
 

诊疗单位指南（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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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电话线） 
☎042-521-2323（拨号线）   
东京都医疗机关指南服务(向日葵) ☎03-5272-0303 

外国語医療信息 （东京都保健医疗信息中心） 

   9 :00～20:00 ☎03-5285-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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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班 

◆  ″ 

◆周四班 

◆  ″ 

◆周六班 

COCOLIA（CAREER MAM 大厅等） 

东永山复合设施 302 教室等 

ＴＩＣ活动室   （VITA７F） 

    ″        ″ 

    ″        ″ 

10：00-12：00 他 

10：00-12：00 

10：00-12：00 

19：00-21：00 

14：00-16：00 

10/5､12､19    11/2､9、16、30 

10/5､12､19    11/2､9、16、30 

10/1、8、15、22  11/5、12、19 

10/1、8、15、22  11/5、12、19 

10/3、10、24    11/7、14、21 

☆为外国人开办的生活咨询室 每月第 1、3个星期四（13:30-16:30）TIC活动室（VITA 7F）※预约制 

☆日语讲座安排  

（受講料 会員＝無料） 

 

 

多摩市委托事业 

 
 

△上述事项的电话预约及问询处 ☎ ０４２－３５５－２１１８ TIC 事务局 

详细请联系 TIC 事务局。 

http://tamasibdr.web.fc2.com/bunkasai/bunkasai.html
http://www.tama-med.or.jp/ｔｏｂａ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