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新冠疫苗接种的通知 
 

●有关令和3年12月以后满12岁居民的接种情况 

出生月 接种券邮送时间 预计接种时间 

令和3年12月满12歳的居民 令和3年12月末左右 
令和4年1月以后 

（辉瑞公司疫苗） 

令和4年1月以后满12岁的居民 生日月的月末左右 
令和4年2月以降 

（辉瑞公司疫苗） 
 

预约方法 请向接种新冠疫苗客服中心电话预约 

※ 详细内容请参阅接种券信封内的通知。 

※ 在今后实施的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针中，计划接受令和3年11月以前满12岁的居民预约。 

●有关第1・第2针疫苗的接种 

计划令和4年1月实施集体接种。 

有关预约受理开始时间和预约方法等具体内容，确定后将通过多摩广报和市官方网站公布。 

●关于追加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情况 

目前，根据国家的方针，追加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已完成两次接种的70岁以上(截至令和4年1月1日)的居民，市政府已经安排了接种时间和地点。计划在1月中旬

以后发送接种券时做具体说明(接种日期可在新冠疫苗预约网站·新冠疫苗接种客服中心进行变更)。 

已完成两次接种的69岁以下居民，按照之前做法，由个人申请预约接种时间及地点。预约开始时间等事项确定

后，将通过多摩广报和官方网站公布。 

●关于新型疫苗接种证明数字化的情况 

国家计划在12月中旬启动可自动获取接种证明(国内用及海外用)的应用程序。 

申请时需要个人番号卡。需要接种证明(电子版)的居民，尚无个人番号卡的居民请尽早申请办理。 

 

  

 

 

                              
 

希望大家有计划地提交年末年初大件垃圾的处理申请！ 
大件垃圾的处理需事先申请，否则将无法收集并运送到垃圾处理厂。 

年初垃圾处理申请将于令和 4年 1月 4日(周二)上午 8点 30分开始受理。 

大件垃圾的收集 

请务必拨打大件垃圾专用电话或在多摩市官方网站(仅限电脑版)办理申请手续。 

※收集日需在“垃圾·资源收集日历”中确认。 
●一般收集垃圾申请・・・请于大件垃圾收集日的前一天下午 3 点前申请。 

年底收集垃圾截止时间为 12 月 30 日（周四）（申请时间：12 月 28 日（周二）下午 3 点前）。 

※12 月 29 日(周三) ～ 1月 3 日(周一)期间也可网上申请。但无法告知垃圾收集日期及费用。 

※年底大件垃圾上门回收服务截止日期为 12 月 17 日(周五)。年初从 1 月 4 日(周二)开始收集。 

●自行运送至垃圾处理厂・・・年底 12 月 28 日（周二）下午 5 点前申请， 

12 月 30 日（周四）下午 4 点 30 分前送到。 

※12 月 25 日（周六）不受理自行运送垃圾。1 月 4 日(周二)开始接受垃圾处理申请或自行运送垃圾事项。 

垃圾・可回收集资源请务必在上午 8点前投放！ 

年末年初垃圾和可回收资源的投放量多于平时，所以回收时间段跟平时相比有很大变化。 

如果上午 8点以后投放垃圾・可回收资源，会有不被回收的可能。 

▽申请 大件垃圾专线  ☎042-375-9713 

〔12月 28日(周二)下午 5点～令和 4年 1月 4日(周二)上午 8点 30分 休息〕 

▽咨询  垃圾对策课  ☎042-338-6836 FAX 042-356-3919 

多摩市の生活信息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号 Vol.338 

 咨询 ■有关新冠疫苗・疫苗接种证明＝新冠疫苗接种客服中心 

☎042-313-7003 [12 月 29日（周三）～1 月 3 日（周一）休息，平日 9：00～17：00] 

※有听觉障碍者请用传真联系 FAX 042-313-7754 
 

■有关个人番号卡的申请＝永山个人番号卡中心☎042-400-6778 



☆外国人生活咨询室  第 1・第 3周四（13:30-16:30）TIC 活动室（VITA7楼） 

☆日语班日程 （学费：会员＝免费） ※预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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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日)  渡辺クリニック  ☎042-371-3321 豊ヶ丘 5-8-1 

                                                          
12/19(日)  せいせきサトウクリニック  ☎042-337-2715 

関戸 1-7-5 京王聖蹟桜ヶ丘 S・C C 館 1F 
 
1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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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水・年末） 

・天本病院 ☎042-310-0333  中沢 2-5-1 
 

          ・〈小児科〉武井小児科 ☎042-357-3030 関戸 2-69-3 
 
12/30(木・年末) 

・中村内科医院 ☎042-375-7757  諏訪 5-10-7 
 
・〈小児科〉まえはら小児科 ☎042-374-5028 

関戸 4-72 聖蹟桜ヶ丘オーパ 5F 
12/31(金・大晦日)  

・田村クリニック  ☎042-356-0677 
落合 1-32-1  多摩センターペペリビル 5Ｆ 

  
          ・〈小児科〉多摩市こども準夜診療所 ☎042-375-0909 

関戸 4-19-5 市立健康センター内 
1/1(土・元日) 

・田村クリニック  ☎042-356-0677    
落合 1-32-1  多摩センターペペリビル 5Ｆ 

 
          ・〈小児科〉多摩市こども準夜診療所 ☎042-375-0909 

関戸 4-19-5 市立健康センター内 
                                     

 
1/2（日・年始） 

・みゆきクリニック ☎042-372-4853 
                   連光寺 1-8-3 

 
・〈小児科〉多摩市こども準夜診療所 
☎042-375-0909 
関戸 4-19-5 市立健康センター内 

 
1/3（月・年始） 

・多摩センタークリニックみらい 
☎042-316-8570 
落合 1-38 マグレブパーキングビル 1F 

 
・〈小児科〉唐木田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042-355-8505 
唐木田 1-53-9 唐木田センタービル 2F 

 
1/9(日)  

多摩永山高田クリニック ☎042-400-5145 
貝取 3-6 医療モール永山 3F 

 
1/10(月・祝)  

あいクリニック ☎042-375-9581 
貝取 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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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院前请电话联系 
※根据情况值班医院会有变更

 

准夜间儿童诊所 (健康中心内)=小儿科 
儿童急诊请先与诊所联系再就医。 

(19:00～21:45) ☎042-375-0909 

节假日齿科急诊 (健康中心内)=齿科  

(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 9:00～15：30) ☎042-376-8009 

注  要事先电话联系      

 

医疗机构指南（24 小时在线服务）  
急诊电话中心（多摩消防署内） ☎042-375-9999 
消防厅急救咨询中心 ☎♯7119（手机、PHS、按键线路） 
 ☎042-521-2323（拨号线路）   
东京都医疗机关服务咨询"ひまわり" ☎03-5272-0303 

外语医疗信息（东京都保健医疗信息中心）  

   9 :00～20:00 ☎03-5285-8181

 

 

 

 

班 地点 时间 
日程 

12 月 1 月 

周一班 
キャリアマムホール（ココリア多摩センター5Ｆ） 10:00～12:00 6 日・13 日・20 日 17 日・31 日 

東永山複合施設 302 教室他 10:00～12:00 6 日・13 日 17 日・24 日・31 日 

周四班 TIC 活動室（ヴィータ 7Ｆ） 
10:00～12:00 2 日・9 日・16 日 6 日・13 日・20 日 

19:00～21:00 2 日・9 日・16 日 6 日・13 日・20 日 

周六班 TIC 活動室（ヴィータ 7Ｆ） 14:00～16:00 4 日・11 日・18 日 8 日・15 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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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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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村田 久美子      翻译：杨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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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摩市委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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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