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役所主楼一楼外国人住民综合窗口开厅日 9：00～17：00，有中国语免费咨询窗口的服务。 

中国语咨询请拨打市役所多文化担当窗口直通电话 0268-75-2245 

上田市的人口（令和 3 年 1 月 1 日现在）                    1 

总人口：155595人  其中外国籍：3801 中国籍：910人（占外国籍人口的２３.90%） 

 

 

  

 

 
 

 
 

 
 

◼对本地区的商店、中小企业进行支援 
上田加油！第 2次举办电子支付 paypay（软件）返还率高达 30%的促

销活动。 

    由于新肺病毒感染症的流行扩大，受到影响的市内中小企业的营业额

大幅度地减少，为了促进消费，活用智能手机的二维码电子支付系统，在

上田市内对象的企业的店铺，用电子支付 paypay 进行支付时，返还消费

支付额的 30%金额。望大家能利用此活动机会，发现本地区有魅力的店铺。 

     电子支付能省去现金的直接交易，作为防止新肺病毒感染症对策一

环的新生活方式，受到很大的注目。还没有智能手机扫码支付经历者，请

利用这次的机会可试试使用电子支付 paypay！ 

活动期间：1月 5日至 1月 22日（因到了预算的额度，已公布提早结束） 

积分的返还：paypay 支付额的 30%。 

※1 积分返还（补贴金额）上限 2000 円日元／次 

※2 在活动期间内，可获得最大的积分返还，返还金额上限 15000円日元 

※3 在活动期间利用 paypay 支付的金额，积分返还（返还金额将在消费

支付 30日后进入 paypay的账户内。 

对电子支付 paypay（软件）有兴

趣者，但不明白智能手机扫码支付

方法者，可以去以下的窗口咨询，

也可以电话预约进行个人咨询。不

论智能电话加入的是哪家公司，都

可轻松进行咨询！ 

 

◆県营住宅 入居者补充的募集 
对上田市、東御市内的県营住宅 入居者进行补充的募集。 

 团地、住宅的参观：２月９日（周二） 

 募集的受理期间和时间：２月１０日（周三）至１９日（周五）， 

8：30 至 17：15  ※18 日（周四）受理时间延长至 19：00 为止（2 月 11 日、

13日、14日公休日不办理手续） 

 受理窗口：长野住宅供给公社上田管理中心（在上田合同厅舍南栋内）。 

 抽签会：3月 4日（周四）13：30开始  在上田合同厅舍南栋 2楼会议室。 

 其它：具体请询问或查看长野県住宅供给公社的网页。 

 询问：长野県住宅供给公社上田管理中心 TEL：29-7010 。 

 

■２月份是儿童津贴▪特例交付的支付月 

    令和 2 年 10月至令和 3 年 1 月的儿童津贴▪特例交付的钱，在 2 月 10 日（周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

付到你指定的帐户。请大家通过打卡等进行确认。当有孩子出生或有扶养初中生以下儿童者迁入本市时，需要

办理儿童津贴的手续、公务员请向自己的工作单位询问。 没有办理手续者，不能发儿童津贴▪特例交付。请还

没有办理手续者尽快办理手续。 

询问：上田市子育て子育ち支援課 ☎２３－５１０６   

 

店铺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ソフトバンク上田 上田市材木町 2 丁目２－１ ２８－０８２６ 

ソフトバンクアリオ上田 上田市天神 3 丁目５－１ 

アリオ上田 １F 

２７－２７７７ 

ワイモバイルアリオ上田 ２１－３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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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时，请拨打全国 24 小时报警电话 110 或 119   ●交通事故▪犯罪需要警察的救助时拨打 110！ 

 ●火灾▪急救▪救援需要消防救助时拨打 119！要先告知是火灾还是急救▪救助！！ 

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  诊疗日：每天（注意有除外的！8 月 14 日至 16 日、12 月 30 日至 1月 3 日休诊） 
诊疗时间：20:00〜22：30  ●内科 （16 岁以上）☏0268(21)2280    ●小儿科（15 岁为止）☏0268(21)2233   

要勤换气 

 
◼在空气干燥的冬季，要特别注意新肺感染病毒的飞沫感染！ 

在空气干燥时，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产生的口水、鼻涕）时产生的飞沫会

很快被干燥、变得小而轻在空气中漂浮的时间变长。这样容易形成空气中的新肺感染病

毒的浓度增大，所以说勤换气和加湿显得非常重要！ 

 

室温不下降进行换气的功夫（能减少空气中的新肺感染病毒）。 

●利用能 24小时换气的功能或利用浴室、厨房的换气扇等进行连续地换气。 

●在不会影响室温下降的程度，把窗打开一缝隙，进行连续地换气. 

（原则是室温能保持在 18°C以上）。 

人为地进行加湿（使新肺感染病毒不容易浮在室内的空气中） 

●利用加湿器进行加湿，或在室内晾洗好的衣物（要求把湿度控制在 40%以上为目标） 

新肺病毒感染症，有症状（或担心被感染）时的问询窗口 

① 向自己平时就医的医疗机构或主治医生（かかりつけ医）进行咨询。 

② 上田保健所 就诊/相谈中心（24小时对应，无休）25-7178 

③ 能用中文进行咨询的窗口：NAGANO多文化呼叫中心（24 小时对应，无休） 

0120-691-792     81-92-687-5289（收费电话） 

（上田市外国人住民咨询窗口（市役所主楼 1F）：中文可轻松咨询！ 

75-2245（9：00至 17：00 公厅的工作日） 

 

◼请大家进行令和 2年所得税和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确定申报 
上田税务所令和 2年所得税和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确定申报（询问：上田税务所 21-0434） 

※国外亲属的抚养除控、新筑住房的住房贷款除控等必须去上田税务所进行确定申报 

上田税务所将开设令和 2年所得税和复兴特别所得税的确定申报的会场。 

●期间和时间：2月 1日（周一）至 3月 15日（周一） 8：30至 16:0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地方：上田税务所 别馆会议室 

●其它：会场为了回避3个密的状态，将凭事先发放的入场整理券进入会场，根据整理券的发放情况有被要

求后日再来场进行申请的可能，敬请大家谅解。 

サントミューゼ会场和各主治中心会场令和 2 年度[市·县民税]的确定申报 

（询问：市税务课 TEL23-5115） 

※[市·县民税]、[所得税及复兴特别所得税]申报即将开始。申报是能正确课税的重要的手续，除比较复杂的

情况必须去上田税务所申报以外，可在各地区的会场进行申报。今年会场为了回避 3 个密的状态，和往年不

同对各地区进行了能办理手续日和会场的具体分配，望大家协作在自己居住地规定日前去办理确定申报。 

确定申报居住地规定日、会场，具体请查看在市网页；还可查阅和 1 月 16 日的上田广报一起分发至个家

庭、『令和 2年度[市·县民税]的确定申报』指南的详细说明。 

●令和 2年度 市·县民税的申报期间：2月 16日（周二）至 3月 16 日（周一） 9：00开始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除外 

 

举行 2021 年上田 冰灯笼梦的节日（恶劣天气时有停止的可能） 

（询问：信州上田まつり実行委員会事務局２３－５４０８） 
    今年也对『北向観音堂』进行冰灯笼、艺术灯光照明，举办『冰灯笼梦的节日』。其它还用冰灯笼对大门

街、连接别所的 3个公共温泉的道路进行灯光装饰，创造幻想的夜景！！ 

期间：2月 7日（周日）至 11日（周四、节日） 

冰灯笼：16：30～21：00 左右（至蜡烛点完自然熄灭为止）艺术灯光：18：00～21：00 

地点：『北向観音堂』、去北向観音堂参拜道、连接 3个公共温泉的道路。 

愿你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 23次『鹿教湯温泉』向冰灯笼寄托愿望（恶劣天气时有停止的可能） 

（询问：鹿教湯温泉観光協会４４－２３３１） 

   从温泉街至五台桥、文殊堂周围装饰有 200 个左右的冰灯笼，召开富有幻想色彩的『鹿教湯温泉』向冰灯

笼寄托愿望的活动！！ 

期间：1月 31日（周日）为止    电灯时间 16：30～21：00 左右（至蜡烛点完自然熄灭为止） 

地点：『鹿教湯温泉』温泉街的五台桥、文殊堂周围 

 

要勤加湿 



 

上田市役所 TEL：22-4100（总）FAX：25-4100（总） 丸子地域自治中心 TEL：42-3100（总）FAX：43-3666                   

真田地域自治中心 TEL：72-2200（总）FAX：72-4140      武石地域自治中心 TEL：85-2311（总）FAX：85-2313 

24 小时对应紧急医疗情报 

中央消防署 TEL26-0119   上田南部消防署 TEL38-0119   上田东北消防署 TEL36-0119   川西消防署 TEL31-0119 

◆介绍令和 3年度老年大学春季开学的学校（老年人去学习、上课的场所），入学希望者募集！ 

 

必须先电话预约后，按指示前去就医！ 

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 
地址：上田市緑ヶ丘１－２７－２１ 

（和信州医疗中心接邻） 

 诊疗日期：每天 

 诊疗时间：20:00〜22：30 

●内科（16 岁以上 ☏0268(21)2280  

●小儿科（15岁为止）☏0268(21)2233 

大学名 

上田市 长野县 

ことぶき大学 ことぶき大学院 
高齢者

学園 
シニア大学 

特征 

（内容） 

学习科学、文学、历史、文艺、

健康、生活等一般教养课程，

为了地区活性化、共同支撑地

区、是为实现充实人生的学习

和俱乐部活动。有研修旅游。 

分文科、自然科学两专门学科，

分小组、课题学习和研究，完成

课题，小论文提出或者研究成果

的发表，学习终了将授予«修士

学位»。 上
田
市
高
龄
者
福
祉
中
心
举
办
的

高
齢
者
学
園

令
和
三
年
度
的
入
学
学
生
不
招
收 

『普通学科』 

以结成志同道合团体、有意义

地生活等为学习内容，能作为

大家社会参加的机会而开设

的学科。 

『专门学科』 

长野学部（长野市）教室 

读 完 所

需年数 
4年  2 年  2年（年 15日左右）  

开课日 每月一次，以周五为主 
每月一次  1年生 周四 

2 年生 周二 
原则每月第二、第四的周三 

地方 
①中央公民馆 

②上田创造馆 
中央公民馆 上田合同厅及其他地方 

入学 

资格 

上田市在住 60岁以上者 

※高齢者学園和シニア大学

的在学、一起申请都不可。 

当定员有余时，可以接受こと

ぶき大学的毕业生的再入学

申请。 

上田市在住 60 岁以上者，こと

ぶき大学、シニア大学、高齢者

学園的毕业生（包含毕业预定

者）和一般短大、本科的毕业者

有入学资格。当定员有宽裕时住

東御市、青木村、長和町、坂城

町者也能报名。  

大致 50岁以上者 

※不能和ことぶき大学和高

齢者学園一起申请。 

※今年度的シニア大学毕业

生，仅限当定员有宽裕时，可

再入学。   

募集 

人数 

① 5名   ②10名 

申请者超出定员时抽签 

文科 17名、自然科学 15名，各

先报名的 30人。 

『普通学科』先报名的 20人 

『专门学科』请询问 

学费 

1000円日元/年 

（俱乐部活动费、研修费等要

另行自我负担） 

年 1000円日元 

（运行费、研修费等要求另行自

我负担） 

12000円日元/年（预定） 

（教材费、自治会会费等要另

行自我负担） 

申请 

报名 

2月2日周二至24日周三各地

区的自治中心、公民馆都有入

学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好、并

提交申请表。 

（再入学申请也一样） 

2 月 2 日周二至 24 日周三各地

区的自治中心、公民馆都有入学

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好、并提交

申请表。 

（再入学申请也一样） 

2月 1日以后，在电话咨询确

认后，各地区的自治中心或各

公民馆都有入学申请表，填写

好、向各窗口提出。 

询问 
⚫ 中央公民馆 TEL22-0760 

⚫ 城南公民馆 TEL27-7618 

中央公民馆 

TEL22-0760 

上田保健福祉事务所福祉 

TEL25-7124 



 

紧急情况时，请拨打全国 24 小时报警电话 110 或 119   ●交通事故▪犯罪需要警察的救助时拨打 110！ 

 ●火灾▪急救▪救援需要消防救助时拨打 119！要先告知是火灾还是急救▪救助！！ 

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  诊疗日：每天（注意有除外的！8 月 14 日至 16 日、12 月 30 日至 1月 3 日休诊） 
诊疗时间：20:00〜22：30  ●内科 （16 岁以上）☏0268(21)2280    ●小儿科（15 岁为止）☏0268(21)2233   

２月的休息日紧急医  有急病时，可以去看病的值班医院（上田市医师会） 
门诊时间：9：00至 18：00 

 

日期 值班医院（名称用日语表示） 地址（用日语表示） 电话（0268） 医院的专门 

7 日 

周日 

柳沢病院 上田市中央西 1-2-10 0268-22-0109 内科 

わかた内科 上田市新町 180-1 0268-38-2540 内科 

宮坂内科小児科医院 上田市常田 2-5-3 0268-22-0759 内科、小儿科 

𠮷松整形外科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 1776-4 0268-25-2515 外科、骨科 

渡辺皮膚科·形成外科 

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小牧 374-3 0268-29-1112 形成外科、皮肤科 

金井医院 上田市国分仁王堂 1122-1 0268-22-9716 耳鼻咽喉科 

上田原レディース＆マタニテ

ィー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原 455-1 0268-26-3511 妇产科 

11 日 

周四 

城南医院 上田市御所 373 0268-22-3481 内科 

豊殿診療所 上田市殿城字神林 250-4 0268-29-1220 内科 

上田腎臓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住吉 322 0268-27-2737 肾科、外科、内科 

あおぞら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原 1331 0268-75-1100 内科、外科 

上田整形外科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常田 2-15-16 0268-75-7518 外科、骨科 

いずみ眼科 上田市天神 3-5-1 アリオ 2 階 0268-75-8641 眼科 

生田耳鼻咽喉科医院 上田市生田 3752-1 0268-41-1187 耳鼻咽喉科 

14 日 

周日 

 

 

小泉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小泉 775-7 0268-81-0088 内科 

日新堂医院 上田市中央 3-14-20 0268-22-0558 内科 

千曲荘病院-精神科- 上田市中央東 4-61 0268-22-6611 精神科、内科 

斉藤外科医院 上田市蒼久保 1177 0268-35-0887 外科 

森 ロコモ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下之郷乙 346-7 0268-38-1313 外科 

今井眼科医院 上田市下之郷乙 346-6 0268-38-1700 眼科 

住吉耳鼻咽喉科医院 上田市住吉 626-11 0268-22-3387 耳鼻咽喉科 

角田産婦人科内科医院 上田市上田 1210-3 0268-27-7760 妇产科 

21 日 

周日 

上田病院 上田市中央 1-3-3 0268-22-3580 内科、外科 

宮下医院 上田市中央西 1-15-12 0268-22-4328 内科 

桜の丘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小島６９９－１ 0268-71-6171 小儿科（专门医） 

かんがわ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蒼久保 1144-1 0268-34-5151 外科 

川西生協診療所 上田市仁古田 357-1 0268-31-1411 外科 

あきわ皮膚科 上田市秋和 310-15 0268-28-5177 皮肤科 

あさむら耳鼻咽喉科 

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秋和 304-5 0268-28-8733 耳鼻咽喉科 

23 日 

周二 

半田循環器科内科医院 上田市中之条 416-3 0268-28-0888 心内科、内科 

杉山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中央北 1-2-5 0268-26-8200 内科 

小林脳神経外科神経内科病院 上田市常田 3-15-41 0268-22-6885 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 

甲田医院 上田市中央１-6-24 0268-22-0859 外科 

飯田整形ペイン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原 717-12 0268-28-1211 疼痛外科、骨科 

下田眼科 上田市常田 1-10-78 0268-21-0606 眼科 

上田市立産婦人科病院 上田市緑ヶ丘 1-27-32 0268-22-1573 妇产科 

28 日 

周日 

ついじ内科消化器科 

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築地 539-2 0268-29-8686 消化内科、内科 

ハートクリニック上田 上田市踏入 2-1225-6 0268-23-0386 内科 

甲田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古安曽 1833 0268-38-3065 内科、小儿科、耳鼻咽喉

科 

田中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常入 1-7-42 0268-23-5757 外科 

日比優一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原 158-1 0268-21-0721 外科 

あおやぎ眼科 上田市住吉 577 0268-28-6688 眼科 



 

上田市役所 TEL：22-4100（总）FAX：25-4100（总） 丸子地域自治中心 TEL：42-3100（总）FAX：43-3666                   

真田地域自治中心 TEL：72-2200（总）FAX：72-4140      武石地域自治中心 TEL：85-2311（总）FAX：85-2313 

24 小时对应紧急医疗情报 

中央消防署 TEL26-0119   上田南部消防署 TEL38-0119   上田东北消防署 TEL36-0119   川西消防署 TEL31-0119 

示意样本 

示意 

请广大市民们协作：当你们看到贴有上田市

守护二维码专用贴纸者，在徘徊有困难时，

请尽可能地进行招呼问候、用手机扫专用贴

纸的二维码进行联系。 

登录者情报共有 

 

◆写给有需要在家护理的老年知呆症患者的人们 

介绍能减轻护理负担和万一发生走失时担心的具体服务！ 
◎问询窗口：高龄者介護课 TEL 23-5131 

（上田市老年知呆症患者的守护网的登录）、TEL 23-5140 

丸子高龄者支援担当 TEL 42-0092    真田高龄者支援担当 TEL 72-4700 

武石高龄者支援担当 TEL 85-2119 

◎对象：患有老年知呆疾病、有发生走失担心的高龄者 

①发给能贴在衣服和包等物品上的专用贴纸，专用贴纸印有守护二维码。 

专用贴纸上印有守护二维码，走失者的老年知呆疾病者被发现或被保护时，

用智能手机扫专用贴纸上的二维码便自动告知家属。 

发现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家属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专用传送系统来进行 

（被保护者的登录可以不用真名、使用昵称来进行），两者之间不

用担心自己的情报被对方知道。 

发放数量：40枚（第一次发给免费，也没有每月的固定使用费）。

追加希望时，40枚/3960円日元 

使用方法：贴在平时使用的衣服和包等物品上使用。 

申请：问询窗口。 

 
② 利用 GPS（全球定位器）（※放入衣服或包中能随时确认患者所在） 

市能对 GPS 的利用费用的一部分进行补助。 

可随时利用 GPS（全球定位器）的功能，了解利用者的所在位置，能很好地发现对患者的

所在位置。 

补助金：初期费用（上限 7000 円日元）、每月的基本费用（每月上限 5000円日元）其它，

网络费用、去实地的急行的服务费用等要自理。 

申请：问询窗口，在决定购买以前请前来咨询，要充分探讨后再签订合同。 

 

 

 

③ 请有老年知呆疾病者家庭积极登录 

『上田市老年知呆症患者的守护网』 
对老年知呆症患者的情报事先进行登录，患者住址所在的 

上田市、地区包括支援中心和上田警察署能情报共有，当发生意

外事件时能早发现、早保护有老年知呆症患者的徘徊者。 

●对象：居家生活的老年知呆疾病者     

●费用：不要 

●申请：向介护支援专业员的担当或自己地区包括支援中心询问 

●其他：在『上田市老年知呆症患者的守护网』登录了的人员， 

『个人赔偿责任保险』自动加入，保险费由上田市支付。 

 

☆ 上田市各居住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的询问电话                                                                                                                                                                                         

对家人老年知呆疾病的不安等请轻松联系，我们将帮助您共同解决困难！ 

 

⚫ 中央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２６－７７８８ 

⚫ 城下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２２－２３６０ 

⚫ 神科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２７－２８８１ 

⚫ 川西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２６－１１７２ 

⚫ 真田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７２－８０５５ 

⚫ 神川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 ☎２９－２２６６ 

⚫ 西部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 ☎２５－１１０１ 

⚫ 塩田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 ☎３７－１５３７ 

⚫ 丸子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 ☎４２－００１５ 

⚫ 武石地区的包括支援中心 ☎４１－４０５５ 

登录者情报共有 



 

紧急情况时，请拨打全国 24 小时报警电话 110 或 119   ●交通事故▪犯罪需要警察的救助时拨打 110！ 

 ●火灾▪急救▪救援需要消防救助时拨打 119！要先告知是火灾还是急救▪救助！！ 

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  诊疗日：每天（注意有除外的！8 月 14 日至 16 日、12 月 30 日至 1月 3 日休诊） 
诊疗时间：20:00〜22：30  ●内科 （16 岁以上）☏0268(21)2280    ●小儿科（15 岁为止）☏0268(21)2233   

 

 

 

 

 

○ 要求大家在会餐时要彻底防止新冠病毒的感染 

⚫ 座位与座位之间要求拉开充分的间隔距离 

⚫ 要求对空间进行勤换气 

⚫ 在会话时一定要戴好口罩 

⚫ 彻底一人一杯一筷，做到不轮流使用杯子、筷子 

⚫ 要注意避免进行多人数、长时间的会餐 

⚫ 感觉身体有不舒服时坚决不参加 

○ 要自觉做到不去新冠病毒感染者多发的地区、进行不是十分紧急和必要的访问 

⚫ 目前特别是埼玉県、千葉県、東京都、神奈川県、大阪府、兵庫県、京都府、愛知県、岐阜県、

福岡県、栃木県等地区尽量不要去 
 

○ 现在重要的是新冠病毒感染症、要极力避免向高龄者、有基础疾患者等容易重症化的高风险人群

扩散，请大家采取镇重的行动。 

⚫ 和容易重症化的高风险者同居者、建议家庭内也要戴口罩，并要对公用部分的物品消毒 

 

○ 高龄者、有基础疾患者，要尽可能地避免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高风险的行动 

⚫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高风险行动的例子 

  ＊访问有许多人混杂的三个『密』的情况（『密闭的空间』『密切的接触』『密集的场所』） 

  ＊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保持一定距离时，进行长时间会话 

〇有感冒、新冠感染症状时，要尽早向平时就医的医疗机构（かかりつけ医）联系 
●有发热等感冒症状时要尽量减少外出，电话向平时就医的医疗机构或主治医生（かかりつけ医）进

行咨询。 

●没有自己平时就医的医疗机构或主治医生（かかりつけ医）时，请向以下的窗口电话联系 

 

 能用日语表达时：上田保健所 就诊/相谈中心（24小时对应，无休） 0268-25-7178 

 不能说日语者：NAGANO 多文化呼叫中心（24小时对应，无休）  0120-691-792     

 

 

 （2021，01） 

 

 

 

 

 

  
 

 

 

 

 

 

上田周围地区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增加！ 

请大家协助强化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施策 

上田市 健康こども未来部 

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课  TEL 0268-75-6676 

向单亲家庭发放临时特别补助金（询问 23-5106） 
   由于受到新肺病毒感染症流行的影响，家庭的收入减少。为了对单亲家庭进行支援，现在在进行面向单亲

家庭的临时特别补助金的申请（包含再次发给的申请），此临时特别补助金的申请在 2月 28日将结束，窗口的

申请手续必须在 2月 26日以前完成。如不清楚是否能成为发放对象者、想了解发放单亲家庭临时特别补助金的

情况者、请向上田市子育ち·子育て支援課询问 23-5106 

                           

详细内容市的网页

里有登载，扫码可

以直接进入。 



 

上田市役所 TEL：22-4100（总）FAX：25-4100（总） 丸子地域自治中心 TEL：42-3100（总）FAX：43-3666                   

真田地域自治中心 TEL：72-2200（总）FAX：72-4140      武石地域自治中心 TEL：85-2311（总）FAX：85-2313 

24 小时对应紧急医疗情报 

中央消防署 TEL26-0119   上田南部消防署 TEL38-0119   上田东北消防署 TEL36-0119   川西消防署 TEL31-0119 

 

 

 

 

 

 

 

 

 

 

 

 

 

 

 

 

 

 

 

 

 

 

 

 

 

 

 

 

 

 

 

 

 

 

 

 

 

 

 

 

 

 

 

 

 

 

 

 

 

 

 

 

 

《小孩事故防止手册》的具体内容连载(七(1)) 
 



 

紧急情况时，请拨打全国 24 小时报警电话 110 或 119   ●交通事故▪犯罪需要警察的救助时拨打 110！ 

 ●火灾▪急救▪救援需要消防救助时拨打 119！要先告知是火灾还是急救▪救助！！ 

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  诊疗日：每天（注意有除外的！8 月 14 日至 16 日、12 月 30 日至 1月 3 日休诊） 
诊疗时间：20:00〜22：30  ●内科 （16 岁以上）☏0268(21)2280    ●小儿科（15 岁为止）☏0268(21)2233   

 
《小孩事故防止手册》的具体内容连载(七(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