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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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现在）                    1 

总人口：154993人  其中外国籍：3753 中国籍：877人（占外国籍人口的 23.5%） 

 

 

  

 

 
 

 
 

 
◆关于新冠疫苗接种（询问：◆市新冠感染症对策课 TEL75-6676） 

①新冠疫苗接种在按序顺利进行，市按年纪的顺序，从年纪大的开始，60

岁至 64岁依此类推渐渐向 64岁以下的市民邮寄接种券等。 

 

 

 

 

 

 

 

 

 

 

 

寄到各位家中的信封如上图所示 

 

 

 

②有基础疾病者是优先接种的对象，要求填写有基础疾病者申请用明信片（也可以网络申请）。 

③没有在固定看医生、吃药的健康者，请填写并提出调查回答，等待市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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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基础疾病者用 

接种当日携带物品 

③没有在固定看病、吃药的健康者用 

注意予诊票要在家

填写好后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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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器具的定期检查 
在商业买卖和药局配药等用的计量器具，医院、学校等用的秤体重等证明用计量秤，要求使用

有计量法规定的、能确认保证正确性的鉴定证明印、符合基准的证明印的《特定计量器》，有必须

接受 2 年一次的定期检查的规定。※检查需要收费，具体费用请查看网页。 

今年的《特定计量器》定期检查在下表的日程进行，可去附近的会场接受检查。 

对象地区：  •上田地区/北部、城下、川辺、泉田、神川、神科、豊殿、富士山、東、西塩田、川西、 

別所温泉        •丸子、真田、武石地区 

 

●检查日程安排： 

实施日 检查会场 检查受理时间 

8月 17（周二）、 塩田公民館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8月 18日（周三） 武石地区自治センター 9：30至 12：00 

8月 19日（周四） 上野丘公民館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8月 20日（周五） 川西公民館 9：30至 12：00、 

8月 23日（周一） 城南公民館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8月 24日（周二） 真田中央公民館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8月 25日（周三）、26日（周四） 丸子地域自治センター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9月 6日（周一）、7日（周二） 上田市役所东厅大楼 1楼 第一会议室 9：30至 12：00、13：00至 15：00 

●秤的种类： 

以商业买卖和证明用的重量计量器具为定期检查的对象 

（实际在买卖和证明用的计量器具必须接受定期检查！！） 

家庭用的秤不属于定期检查的对象 

（家庭用的秤不需要定期检查） 

接受了公共机构进行的定期检查并合格的重量计量器具，

贴有以下其中一种的符合基准的证明印 
一般家庭用的秤和体重器，没有必要进行定期检查！ 

检查认定印 

 

符合标准印 

 

※是不能在商业买卖、证明中使用的标志。 

 

 

◆向希望送孩子去保育园、认定保育园（認定こども園）、幼儿园的家长们，介绍有关的信息 
    在孩子出生后想送孩子去保育设施，但不了解保育园、认定保育园园（認定こども園）、幼儿园令。4年

4月可以入园的这些保育设施，下面给大家介绍它们有什么不同？。（询问：保育课：☎23-5132） 

 
保育园 

認定こども園 
幼儿园 

保育部分 教育部分 

对象者 
0岁至 5岁婴幼儿 

※要有家长需要保育的理由（就劳、生小孩、生病等） 
满 3岁、至 5岁年龄的幼儿 

保育费

• 

学费 

0岁至 2岁婴幼儿 根据家庭的市县民税额，由市里决定 属于免除的对象。 

※幼儿园有上限的额度的规定。 3岁至 5岁幼儿 ，有保育费全额免除制度 

备注：园车来去园的接送费用、活动费、中餐和点心费等根据各幼儿园的规定收费。 

申请 

方法 

•10月左右的预定。入园申请书通过各保育园的窗口分发。 

•11月左右的预定 

来年的保育园、认定保育园园（認定こども園）、幼儿园入园申请在规定的各

窗口同时进行受理。询问：丸子、真田、武石市民服务课） 

募集要领具体请向

各幼儿园询问。 

 

◆信州上田地区夏季共同就职选考会 

     是以明年春天就业为目标、在积极进行就职活动的学生为对象，上田地区的约５０个企业聚集在一起，

介绍他们企业的说明会。开设了解什么是就职活动的讲座，还有就职知识的咨询窗口等服务。 

➢ 日期和时间： ７月 29日（周四） 13：00 至 16：00  13：00 开始就职支援讲座 

➢ 地方：上田东急 REIホテル 3楼（在上田火车站的温泉口附近） 

➢ 对象：令和 4 年 3 月大学院、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能力开发学校等毕业预定的

学生、大致要求毕业在 3年以内者。 

➢ 询问:上田職業安定協会☎２２－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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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育儿家庭进行生活支援、对育儿家庭发给『育儿家庭特别津贴』 
对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减少、低收入的育儿家庭、本次新发给一次性『育儿家庭特别津贴』。※单亲家庭

已拿到过『育儿特别津贴』者属对象外。⊙询问：子育て・子育ち支援課☎23-5106 

具体请查看市的网页☞ 

⊙对象者： 

①令和 3年 3月 31日时是 18岁以下的儿童抚养者（※令和 4年 2月为止出生的新生也在对象内）。不需要个

人申请，5月 20日支付的钱已打入各家庭拿儿童抚养者津贴的银行账户。 

②低收入的育儿家庭（令和 3年，是市县民税非课税家庭），或令和 3年 1月 1日后收入急剧减少、收入和市

县民税非课税同等水平的家庭。 

⊙津贴额：5万日元/1个儿童 

⊙申请期限：令和 4 年 2月 28日（周一） 
 

 

 

 

 

 
◆想体验在农园里手摘青梅吗？ 

在上田的真田地区有许多青梅的果园，能进行从青梅树上手摘青梅的体验。你想参加这农业观光活动吗？ 

●日期和时间： ７月上旬开始 期间和开放时间各农园不同，请事前询问。  

●地方：①ベリーガーデンさなだ  ②荻活性化組合   ③赤井活性化組合  ➃塩沢農園 

➄細流園  ➅一之瀬農園 

●费用：⊙在农场放开吃 500日元/人          ⊙带回家 1500日元/kg 

●询问：ゆきむら夢工房 ☎７２－２２０４ 

 
８月休息日的紧急医(上田医师会) 医院的休息日有急病时，可以去看病的值班医院 

诊疗时间：9：00至 18：00（※注意 14日、15 日、16 日，上田市内科▪小児科初期救急センタ-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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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周六 

葦沢内科医院 上田市芳田 1814-4 0268-35-3330 内科 

堀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中之条 800-5 0268-23-5566 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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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田整形外科内科 上田市常田 2-15-16 0268-75-7518 外科、骨科、内科 

鹿教湯病院 鹿教湯温泉１３０８ 0268-44-2111 内科 

いわさ眼科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天神 3-5-1 アリオ 2 階 0268-71-6405 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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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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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内科クリニック 古里 166－1 0268-21－3737 内科、胃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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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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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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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胃腸科内科 中央１-8-20 0268-22-2342 内科、肠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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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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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つたか眼科 上田市常田 2-33-11 0268-22-0809 眼科 

あきわ皮膚科 上田市秋和 310-15 0268-28-5177 皮肤科 

不需要个人申请者 

    在令和 3年 4月拿儿童津贴、儿童抚养津贴者、

市县民税非课税者，不需要个人申请，7月左右市支

付的钱已打入各家庭拿儿童抚养津贴的银行账户。 

需要个人进行申请的人们 

左边记载以外者（如只养育高中生的家长，收入急剧

减少的育儿者），有能申请的可能，请电话询问或直接去

窗口询问。 

询问：子育て・子育ち支援課☎2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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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休息日的紧急医(上田医师会) 医院的休息日有急病时，可以去看病的值班医院 

诊疗时间：9：00至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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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 日至 16日，12月 30日至 1月 3日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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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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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日 
周日 

はらだ内科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大屋 513-1 0268-36-0520 内科 
うえだはらライフ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上田原 1053-1 0268-22-0873 内科 
わかた内科 上田市新町 180-1 0268-38-2540 内科 
クリニック岡田 上田市中央 6-10-10 0268-24-2662 外科、内科 
花園病院 上田市中央西 1-15-25 0268-22-2325 外科、骨科 
川西医院（皮膚科） 上田市保野 710 0268-38-2811 皮肤科 
生田耳鼻咽喉科医院 上田市生田 3752-1 0268-41-1187 耳鼻咽喉科 

８日 
周日 
 

塩田医院 上田市中野２９－２ 0268-38-2221 内科、外科、耳鼻咽喉科 
こさと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古里 1926-17 0268-28-4111 内科、皮肤科 
室賀診療所 上室賀１３－５ 0268-31-1070 内科 
大谷外科・眼科 上田市常田 3-2-8 0268-27-2220 内科、外科、眼科 

9日 
周一 

柳沢病院 上田市中央西 1-2-10 0268-22-0109 内科 
橋本医院 上田市舞田 1 0268-38-2033 内科 
村上医院 上田市大手１-2-6 0268-22-3740 内科 
城南医院 上田市御所 373 0268-22-3481 内科 
渡辺皮膚科形成外科クリニック 上田市小牧 374-3 0268-29-1112 整形外科、 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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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吉耳鼻咽喉科医院 上田市住吉 626-11 0268-22-3387 耳鼻咽喉科 

22 日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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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田生協診療所 上塩尻 393-1 0268-23-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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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島耳鼻咽喉科医院 上田市大手 1-1-78 0268-22-1270 耳鼻咽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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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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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田内科医院 下之郷乙 351－1 0268-26-8181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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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在发生水灾、风灾时，原则上不开设预测会被水淹没和曾发生过被水淹没的区域内的避难场所。 

简介 

上田地区的洪水泥砂灾害预测地图的划分区域图 
大家可参考反面市中心地区地图的说明，去了解居住地灾害预测情况、危险度地图（ハザードマップ）

已发至各家庭！！也可以在田市的网页上查看上田市灾害预测地图（ハザードマップ）。 

灾害预测地图的划分区域图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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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时能利用留言板来进行安好的确认  
1.用电话留言 171 

2.英特网留言『Web171』,用文字来进行安好的确认。 

『Web171』扫二维网就可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