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摩市生活信息
２０２２年 ２月 Vol.340

●下载手机APP阅读多摩广报

△咨询电话：情报政策科
☎042-338-6816

●想知道所报道的最新消息！
〇多摩市官方网站
扫描多摩广报各页面左下角或右下角QR码便可浏览。
标题中带有链接的页面，点击便可查看其他信息。
●只想收到自己关心的信息！
〇多摩市LINE公众平台
市LINE平台主要有以下2个功能，扫描右侧二维码登录公众平台。
△在谈话页面搜索想知道的信息！
把想知道的信息输入谈话页面后，会自动答复。
△选择接收自己所需信息！
为您提供市政信息、各种活动信息、灾害信息以及孩子的疫苗接种・就诊信息等多方面的
信息服务。
从信息发布分类中选择自己所需信息，即可自动只接收自己所选信息。

●新冠病毒接种疫苗
正在依次发送第三次（追加接种）的「接種券付予診票」。

第三次（追加接种）的「接種券付予診票」发送日程
第二次接种完毕日

接种卷到达日

接种开始日

令和3年
6月1日～8月15日

已发送接种卷
※如还未收到接种卷、请联
系疫苗接种电话中心

收到接种卷后即可开
始预约及接种。

8月16日～8月31日

同上

2月16日（周三）左右

9月1日～ 9月15日

2月17日（周四）左右

3月1日（周二）左右

※正在更新多摩广报（令和 1 月 20 日第 4 期）上发布的信息。
※「予診票」与「接種券」相连。预诊票的右上方付有接种票。

△咨询：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电话中心
☎042-313-7003（周六日、包括节假日上午 9 点〜下午 5 点）
※听觉障碍者或者听电话有困难者请使用传真
传真号 042-313-7754

为了便于希望追加接种疫苗者能够每隔 6 个月接种一次，
我们会提前发送附有接种卷的预诊票。
对象：新冠病毒疫苗第二次接种完毕
经过 6 个月以上的 18 岁以上的市民
预约方法：请参阅「接種券付予診票」同封的通知说明
△７０岁以上者 接种通知上已指定接种日期等。如需更改
请联系疫苗接种电话中心或者通过预约网站进行更改。
△６９岁以下者 接种日期地点等请自行致电疫苗接种电
话中心预约或在网上预约
接种地点 集団接种＝左记、个别接种＝浏览官方网站查
询市内可接种的个别医疗机关

集団接种会场
・永山接种会场 （永山2-1-7 JTBフォレスタ4階）
・圣迹樱丘接种会场
（関戸2-37-3 京王聖蹟桜ヶ丘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さくらゲート3階）
・多摩中心接种会场 （落合1-32-1 多摩センターペペリビル5階）

●新冠病毒感染症关联信息

△咨询：健康推进科 ☎042-376-9111

多摩市开设了新冠病毒电话咨询窗口！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新冠新变种奥密克戎）的扩大，多摩健康中心的保健师与保健所联合，为在家疗养的患
者或者身边有熟人感染等对新冠病毒感到不安的人，提供咨询服务。
遇到以下情况时请联系我们
被检出阳性，但没有收到保健所的联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被检出阳性后，阳性患者的家里人没有收到保健所的联系，但希望做核酸检测。
身边的朋友、工作单位的同事感染了新冠。自己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多久不能外出？等
△日期：2月28日（周一）截止、周一〜周六上午9点〜下午5点（周日・节假日除外）
△对象：市内居住、对新冠病毒感到不安的人
△咨询电话 ☎042-376-9111（健康推进科内）
△备注：请事先告知是关于「新冠病毒的电话咨询」。

●致新入学学生家长们

△咨询・提交：学校支援科☎042-338-6876

令和4年4月入学的市立小・中学校1年级的学生家长们，1月下旬已发放了记载有入学学校及入学式日期等的
「就学通知书」，还未收到的家庭请尽快联系。另外，入学国立・私立・都立学校的学生们，请尽快提交「入学承
諾書」或者「入学許可書」原件以及「就学通知書」（可邮寄）。
△咨询电话：消費生活中心（ベルブ）
☎042-374-9595

●低价修理高价索取！

～小心生活中的紧急服务～
厕所堵塞、开锁等生活中的紧急服务的纠纷正在增加。广告传单、网络广告上写着「基本费用980日元起」，但
上门后对方就会一个接一个的要求特殊修理特殊部件更换等，修理后业主则被要求支付数十万日元的高额费
用。如果签订的合同与委托内容不符，或者委托时的价格与实际请求的金额有相当大的差异时，消费者可以
无条件解约。但是，支付后的退款并不容易。为以备不时之需，请提前收集可靠的修理等服务信息。
△咨询日期：周一〜周五、第1・3周六（第１・３周四、节假日・年末 年初除外）
△咨询时间：上午9点30分〜中午、下午1点〜4点

节假日诊疗医院

多摩市医师会: http://www.tama-med.or.jp/toban/

9:00～17:00

2/20(周日) あべ多摩センター内科 鶴牧 1-22-2
多摩ﾒﾃﾞｨｶﾙﾋﾞﾙﾃﾞｨﾝｸ 2F ☎042-373-7755
2/23(节假日) 新垣内科外科ｸﾘﾆｯｸ 鶴牧 1-24-1
新都市ｾﾝﾀｰﾋﾞﾙ３Ｆ
☎042-373-0514
2/27(周日) やはの内科胃腸科ｸﾘﾆｯｸ 関戸 1-11-9
桜ケ丘富沢ビル 6Ｆ
☎042-356-3761

3/6（周日）

3/13（周日） 佐々部医院 関戸 4-9-2
ｺﾝﾌｫｰﾄ聖蹟 1･2Ｆ
☎042-375-7313
●仅限急病患者
●请勿忘携带健康保险证・乳幼儿医疗证等
●请务必在诊疗时间内就诊
※来院前请电话联系
※有时根据情况诊疗医院会有所变动

医疗机构指南（24 小时在线服务）

儿童夜间诊疗所 (健康中心内)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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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都医疗机构服务指南"ひまわり" ☎03-5272-0303

儿童患了急病请先到此诊所就医
(19:00～21:45) ☎042-375-0909

节 假 日 牙 科 急 诊 处 (健康中心内)=牙科
( 周 日 ･ 节 假 日 9 : 0 0 ～ 1 5 ： 3 0 ) ☎042-376-8009
注

布施川医院 落川 1329 ☎042-373-5858

外语医疗信息（东京都保险医疗信息中心）

需提前电话联系

9 : 0 0 ～ 2 0 : 0 0 ☎03-5285-8181

☆外国人生活相谈室
☆日语教室日程表

班级

周一班

周四班
周六班

第 1・第 3 周四（13:30-16:30）TIC 活动室（VITA 7 楼）※需预约
(学费：会员＝免费)

多摩委托事业
日程

地点

时间

キャリアマムホール（ココリア多摩センター5Ｆ）

10:00～12:00

永山公民館 ベルブホール
TIC 活動室（ヴィータ 7Ｆ）
TIC 活動室（ヴィータ 7Ｆ）

２月

３月

７日・２１日・２８日

７日・1４日

9:30～11:30

７日・1４日・２１日

７日・1４日

10:00～12:00

３日・１０日・１７日

３日・1０日・1７日

19:00～21:00

３日・１０日・1７日

３日・1０日・1７日

14:00～16:00

休息

５日・１２日・２６日

△上述预约电话及咨询 ☎ 042－355－2118 TIC 事务局
发行 多摩市政府生活文化部 文化・生涯推进科
编辑制作

☎ 042-338-6882

每月 10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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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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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报备有 4 国语言的版本（日语・英语・汉语・韩语），
如有需要请与事务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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