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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上田街舞（上田わっしょい）的参加者 
    邀请大家踊跃参加 AMU的国际连的上田街舞（上田わっしょい）、一起来跳街舞。尽量穿

红色的衣服、民俗欢迎！！有女性日本的民俗服装、希望者请电话联系（有名额限制），

并为大家准备了饭团和饮料。 

日期和时间：7月 30日（星期六） 18：30至 20：45 

集合时刻和地点：16：30 上田市ふれあい福祉センター（上田市中央 3-5-1） 

询问：TEL25-2631 

 

▊介绍几个 2016 年的夏天上田市的民间活动 

 

第 45 次上田街舞（上田わっしょい） 
日期和时间：7月 30日（星期六） 抬花神骄子 16：00 开始 

                                   跳街舞 18：30 至 20：45 

地点：上田市中心市街（有交通管制 18：00至 21：15 中央交叉点附近 

16：00开始） 

 
 

日期和时间：7月 16日、17日（星期六、日） 9：00至 16：00 

盐田城迹紫阳花广场、盐田馆一带 

 

第 29 次信州上田大花火大会 
8月 5 日（星期五）19时左右开始（小雨照常举行） 

千曲河川的堤坝一带 

交通管制①15：30 至 21：00 上田常田新桥右边堤坝道路 

②18：30至 21：00 

没有停车场，敬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信州上田大花火大会实行委员会 TEL22-4500 

 

 

▊6 月 5日至 11日是【危险物品安全周】 
在这一周里进行为了安全利用的储油设备的检点 

    每年 6月的第 2周是【危险物品安全周】。 

    煤油、汽油这一类燃烧性油类属危险品，但也是日常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它们非常容易燃烧，如果发生了流

出事故，不仅大大增加了发生火灾的危险性，而且对环境破坏的影响也很大。 

    今年 4月 30日为止市内有 17件危险品泄漏事故被报告，其中有一件是公共设施的地下配管因为生锈、腐蚀

检点产生了孔，结果造成大量的煤油流出事故。 

    在这一周【危险物品安全周】为确保安全、对家庭利用的储油设备及它的配管等进行的检点！！！如果发现有

不正常的现象，请与市消防预防课或附近的消防署联系。 

◆检点的项目 

·家庭储油罐及危险品储藏容器有没有生锈及产生有孔的情况 

·家庭储油罐及热水器的周围有没有漏出油过的痕迹 

·配管的接起来的地方没有漏出油过的痕迹 

·配管有没有生锈及损伤 

·观察周围的水路有没有油的漂浮物 

◆平成 28年度危险物品安全周的推进标语 

【危险物品  一定要打  无事故的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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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田市制定了教育支援条例（询问：上田市学校教育课：TEL23-5101） 

    在快速的人口减少和社会的世界化进展中，在走地方繁荣发展道路战略大道的时代转换点的现在，对

将来担当主导作用的当今的小孩们，怎么对他们进行教育这课题显得十分重要。根据上田市教育大纲的基

本理念『培养能创造闪光和发亮的上田未来的人才』，充分灌输了此基本理念的学校教育部门的实行计划出

台了······ 

【第 2期上田市教育支援条例】 

基本目标 ·培养扎实的学习能力·培养适应社会的世界化发展的能力·学习吸收故乡上田的精华 

计划的期间 平成 28年度至 32年度的五年 

基本的策略 

① 学习能力的保证和向上 

② 培养有开掘未来能力的人才 

③ 培养有广阔心境和健康身体的人才 

④ 对所有在学的孩子进行学习的支援 

⑤ 把学校建成和地方有紧密联系的地方 

⑥ 推环境、防灾、防止犯罪的教育 

 

主要的测定指标 

项目 上田市的现状 

（平成 27年） 

目标 

（平成 32年） 

全国学历、学习状况调查平均正确率（和全国的比较） 

小学上升 0.6% 

初中上升 1.7% 

实行的全科目考试都实现 

高于全国的平均值 

平时的日子家庭学习在 2小时以上学生的比例 小学 19.1%    初中 29.4% 小学 25%    初中 35% 

英语检定 3级程度者（初中 3年级学生） 33.1% 50% 

特别支援班级的计算机端子的配置学校数 小学 2校    初中 2校 全部的中小学都配置 

满足信州型交流性学校等学校数 小学 12校    初中 6校 
全部的中小学都满足条件 

小学 25校和初中 11校 

 

▊6 月是泥砂灾害防止月，请活用灾害危险度地图！询问上田市危机管理防灾课  TEL23-0123 
    泥石流、滑坡、坍方等土砂灾害的发生，很多是由于长期下雨、大雨、雪的融化等为起因引起的。 

要有应对万一灾害发生的能力，平时就要对身边、住处附近的危险地点和避难场所进行确认，保护自己的

生命的行动要贯彻在日常的生活中！避难的方法、路径和灾难发生时的联络方法等家属成员之间要做好确

认也是很重要的。有由于泥石流、滑坡、坍方引起住家、公共设施被害或有被害危险的地点被指定为土砂

灾害的危险处（土砂灾害警戒区域）（土砂灾害特别警戒区域）。请利用 3 月份通过自治会发到各家各户的

【上田市灾害危险预测地图】进行上述情况的确认。【上田市灾害危险预测地图】各自治区中心的窗口都有

可自由取得以外、也可以查看上田市的网页进行确认。其它，雨量和土砂灾害警戒情报可以在上田市的网

页的【防灾气象情报】和县的网页【河川土砂防止情报站】进行确认。 

 

▊6 月是培养饮食习惯月 
    日本人饮食摄取基准，是为了保持和增进健康、预防生活习惯病制定的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取量的基准。

摄取量的基准中规定大人一天蔬菜的摄取量为 350克。 

●从 350克蔬菜中能摄取的大人 1日的必须的营养成分有多少呢？ 

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类及食物纤维。维生素类能修复细胞的伤和防止细胞的老化的作用，但我们的人体

内部几乎是不能制造的，还有很多在体内是不能储存的，每餐进行摄取是必须要的。另一方面食物纤维不

仅是大便的成分、还因为它容易含有水分且有很大的黏着力，有能在肠胃中使胆固醇和脂肪慢慢吸收的作

用。 

人们在体内不能制作的营养素，依靠从食品中摄取来维持生命。让我们通过 1 日 3 餐来有效地来预防糖尿

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生活习惯病和癌症！！ 

●成人蔬菜摄取量不足？？ 

关于 1 人 1 日的必须吃的蔬菜量的平均值，达到标准的 350 克的人群只有 60 岁以上的女性。特别是 20 岁

至 49 岁的人群蔬菜的摄取量才 284 克，年轻人蔬菜的摄取量不足的情况很严重。蔬菜分黄绿色蔬菜、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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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两方面都需要要进行摄取。还有各生长期需要的基准都不同，请参考以下的标准在每日的饮食中实

现蔬菜摄取。 

 黄绿色蔬菜 淡色蔬菜 

1至 2岁 60克 70克 

3至 5岁 80克至 100克 90克至 140克 

小学生 100克至 150克 150克至 200克 

中学生 200克 250克 

高中生 200克 300克 

成人 150克 200克 

孕妇 200克至 250克 250克 

 

▊信州减少垃圾大作战      分开（分类）！减少（减少数量）！利用（资源化）！『第 2回』 

          ∽经过你的手加上一份小小的劳动，能把垃圾变成资源∽ 
在你身边又容易进行的〔减少生垃圾的量的方法〕 

    减少垃圾的数量，不仅仅是减少收集、搬运、烧却、再利用所需要的费用，还能大大地减少垃圾烧却

场的负担、烧却灰的填埋处分场的负担。这次在此介绍减少占可燃垃圾量约一半的生垃圾的量的要点！！ 

●挤干水分是减少生垃圾量最容易做的事 

    大家知道生垃圾量的 70%至 80%是水分，减少水分是减少生垃圾的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水分减少了难闻

的恶臭也会少一些、垃圾的重量减轻了垃圾搬出等也能省力很多。还有垃圾收集处也能干净些。 

向挤干水分挑战！介绍简单的生垃圾挤干水分的方法 

1. 不浸水 蔬菜先把皮削好后再进行清洗。扔掉的部分从最初的状态就尽量做到不浸水。 

2. 挤掉水分 流水台的垃圾要存放在漏水袋里，扔掉时要挤掉水分。 

3. 干燥 挤掉水分的生垃圾放在通风好的地方进行干燥。 

●经过大家的手加上一份小小的劳动，能减少大量的垃圾 

仅仅对生垃圾挤干水分就能大约减少 10%的量、这一项平均每人一日能减少 15 克的垃圾，从全市来计算一

年能减少 900吨的垃圾量。 

●能利用的食材被当作生垃圾了吗？ 

    做菜是出来的皮、叶子等的边材被作为生垃圾扔掉了吗？蔬菜和水果等是大自然恩惠给以我们的，做

菜时出来的边材，有时候经过一下处理也能成为很好的食材。还有，平时进食时注意做到不剩饭菜，也是

非常好的减少垃圾量的行为。 

 

▊募集以高中生等为对象的发放型奖学金的授给者 询问：上田市教育总务科 TEL23-5100 
    上田市、丸子、真田地区、对至今是各地方分别实施的以市民、企业的捐献金为资源的奖学金制度，

对此进行了统一创建了上田市独自的发放型奖学金制度。 

发放对象为课税家属中的一定收入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的家长 

【※非课税家属长野县的高中生的奖学付给金的对象者，请继续利用现在的县的奖学付给金】 

① 发放对象 

要求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高中生等的家长 

 平成 28年 1月 1日以前就在本市居住并在市内继续拥有住址者。 

 县内高等学校（全日制、多部制）、中等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高等专门学校、专科学校高等课程

的在学并有求学性的学生家长。 

 不是吃生活低保者 

 因是低收入的课税家庭，不能作为长野县的高中生的奖学付给金的对象者 

是否属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总收入判定的大致标准（参考） 

家属人数 家庭构成 家庭总收入大致标准 

5 人 父、母、高中生 2人、中学生 1人 360万日元 

4 人 父、母、高中生 1人、中学生 1人 310万日元 

3 人 父、母、高中生 1人 240万日元 

3 人 母、高中生 1人、中学生 1人 270万日元 

2 人 母、高中生 1人 190万日元 

②奖学金的金额 高中生等一人年额 5万 950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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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申请方法：提交填写完整的必要的文书资料·付给型奖学金支给申请书·所得状况等调查同意书·银行

转账付给依赖书·推荐书（由学校做成），向上田市教育总务科或各地区的教育事务处提出，邮送也可以的。

具体请查看网页或询问。 

④申请期间：7月 1日至 8月 1 日 

⑤其它：·认定结果 9 月预计下旬通知·奖学金预定 10 月和 2 月分两次发给·付给型奖学金制度依靠许多

人士的捐献金为资源进行运行的。 

 

▊介绍福祉医疗（医疗费援助）制度 
【福祉医疗资格者的受给者证】更新了！ 
    福祉医疗制度是指市对你已在支付医疗机关的、符合医

疗保险条件部分的自我负担部分的医疗费进行补助的制度，

现在的福祉医疗资格者的受给者证（草绿色）到7月31日就到

期了（属儿童区分的除外）。在收入及有关条件审查完后，7

月下旬左右向受给者邮寄新的福祉医疗费受给者证。再，属

下表中的对象者有可能取得福祉医疗，请向市福祉课或各自

治中心的福祉课讯问。 

 

★受给者和全家庭成员的所得确认： 

根据平成28年1月1日居住状况，要确认所得情况 

1. 在他市村居住者，要提出所得税证明书 

2. 市内居住者，住民税的申报必要，如还没有申报者请尽

快去申报。 

★其它的手续： 

1. 单亲家庭的小孩、没有父母的家庭，福祉医疗的资格能

延长18至20岁的小孩，要求提交高中等学校的在学证明

书。 

2. 下表中有障害者手帐者，如有效期已过者，要办理更新

手续。 

3. 加入的医保的保险卡和银行账号变化时请提出相关手续。 

（医疗费援助）的对象 

 

※分类儿童，没有全体一起的更新  ※障害者的未满 18岁的小孩无所得的限制。 

※障害者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综合支援的迁入设施，有在地址所在地的特例适用的情况，具体请咨询。 

市福祉课  TEL：23-5130 

分类 对象者 收入的限制 

儿童 出生～中学 3年级 没有 

障
害
者 

特别儿童扶养津贴 1级 收入在有领取特别障害者津贴资格的范围内（未满 18 岁

的小孩除外） 身体障害者手帐 1、2、3级 

疗育手帐 A1.A2.B1.B2 

符合 65 岁以上国民年金法施行令、别

表对应者 

精 神 障 害

者 

保 健 福 祉

手帐 

1级（只有门诊时） 

1级 市町村民非纳税家庭 

2级 

2级 

（只有自立支援门诊时） 

本人是非课税者，抚养者收入在发放障害者津贴范围内

（未满 18岁的小孩除外） 

单亲家庭的家长和小孩 

孤儿 18 岁未满 

是在学者时资格可延长 18 至 20 岁 

收入在有领取儿童扶养津贴资格的范围内 

高龄

者 

67 岁至 70岁未满者（20%自己负担者） 市町村民非纳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