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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举办“OTA交流节2019”！
即将举办大田区最大的活动“OTA交流节2019”。这是能让全家人度过愉快一天的活动！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前来参加！

今年的主题
面向明年即将举行的东京2020奥运会·残奥会，
邀请顶级运动员举行舞台活动。另外，还将进行
奥运会区内举办项目“曲棍球”的体验会等。
※内容有可能会发生变更。

时间

2019年11月2日(周六)、3日(周日)

10:00 am～4:00 pm

费用

免费

小雨照常举行、遇狂风暴雨则停止举行
问询处

共4个会场
● 水上区域(平和岛赛艇场

大田区平和岛1-1-1)

文化振兴课文化事业担当
☎ 03-5744-1226

FAX 03-5744-1539

会进行角色秀及贩售各地区名产。还会举行神轿游行活动。
● 太阳区域(平和岛公园
地点

大田区平和岛4-2-2)

是能够进行运动体验及体育活动等，充满活力的区域。还会进行消防车等的展示。
● 绿色区域(平和森林公园

大田区平和森林公园2-1)

是以环境为主题的区域。会举行跳蚤市场及花市等。
● 故乡海滨区域(大森故乡海滨公园

故乡海滨公园1-1)

设有世界各国料理等的模拟店以及国际交流的舞台。还可在海边体验沙滩运动。

了解世界工作坊
上午和下午分别举办2场工作坊，内容包括多语言绘本讲故事及手工等活动。
详情请在主页查询。
2019年11月2日（周六）
时间

①11:00 am～12:00 pm
②1:30 pm～2:30 pm

地点

费用

①30名

大森海苔故乡馆
（OTA交流节2019 故乡海滨区域）

人数

免费

☎ 03-6410-7981

FAX 03-6410-7982

E-mail info@ota-goca.or.jp
URL

以小学生和未上小学的幼童为对象。虽为提前报名制，
但在名额有空缺的情况下也可在当天按照先后顺序进行
接待。监护人也可陪同。（陪同人不包含在名额内）

一般财团法人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问询处

②20名(按先后顺序)

https://www.ota-goca.or.jp/

请通过协会网站的报名表格申请。或者将宣传单背面的
报名方法

报名表通过传真、面交、E-mail的方式提交。报名表也
可从主页下载。
截止日期：10月23日（周三）

信息

2020年4月的认可保育园
入园申请即将开始

报名地点
保育服务课保育利用支援担当
☎ 03-5744-1280

各地区办公楼生活福祉课相谈系
＊大森·· ······ 大森西1-12-1

☎ 03-5843-1028

认可保育园2020年4月1日入园的初次选拔受理期间为10月

＊调布· ······· 雪谷大塚4-6

☎ 03-3726-0791

1日(周二)～11月29日(周五)。

＊蒲田· ······· 蒲田本町2-1-1

☎ 03-6715-8800

2019年11月15日(周五)～2020年2月18日(周二)出生的儿

＊糀谷·羽田··· 东糀谷1-21-15

☎ 03-3741-6521

童，入园申请截止到2020年1月6日(周一）。报名截止后的
保育服务课保育利用支援

申请也会受理但不作为初次选拔的对象。
详情请参阅《入园申请指南》(在报名地点分发。也可从本
区主页自行打印。)。

问
询
处

☎ 03-5744-1280
URL

FAX 03-5744-1715

https://www.city.ota.tokyo.jp/

seikatsu/kodomo/hoiku
对象

因就业(求职中也可)、生病、生产、照护·看护、就学等理
由无法在家中保育子女的监护人。

2020年度学童保育使
用申请说明会的介绍

面向希望自2020年4月开始使用学童保育设施的人士，举
育儿休假结束入园预约制度

实施0岁幼儿班的入园预约制度。

办关于学童保育申请的说明会。
对象
希望2020年4月开始使用学童保育设施的人士
※ 《学童保育指南》预计自10月18日（周五）开始在各学

申请期间

童保育设施分发。
● 2020年

前期

10月1日(周二)～10月21日(周一)

<2019年4月2日～2019年10月1日出生的儿童>

※ 学童保育的申请受理期间为11月6日（周三）～12月4日
（周三）。
时间

● 2020年

后期

2020年4月1日(周三)～4月20日(周一)

<2019年10月2日～2020年4月1日出生的儿童>

10月18日（周五）～11月2日（周六），在各学童保育设施
实施。具体时间请向各设施咨询。也可在大田区主页查询。

详情请参阅《入园申请指南》。

报名方法

地点
各学童保育设施
报名方法

请将所需文件面交至报名地点(不可邮寄)
※ 仅在地区办公楼受理文件的提交。

说明会无需报名

具体请向本办公楼保育服务课咨询。
※ 保育服务课在周六·周日也可受理报名。
10月26日(周六)、11月17日(周日) 9:00 am ~ 4:00 pm。
同时也开展保育服务相关咨询业务。

问
询
处

育儿支援课育儿支援担当
☎ 03-5744-1273

FAX 03-5744-1525

大田健康积分事业

日语讲座“阅读学校资料”

以18岁以上在本区居住·工作的区民为对象，通过手机将

这个日语讲座专为培养阅读学校资料的日语能力。以小学

日常促进健康的举措以及参加健康或体育活动、健康体检等

里的“学年公告”和“活动通知”为教材，学习在学校用

活动积分化，可以通过抽签兑换奖品。使用底纸也可参加。

语的读法、解释，以及找出重点的方法。由于可以了解日

能够一边享受乐趣一边积极开展促进健康的活动。APP可

本小学的规定和活动，家里如有孩子要上小学，请家长务

以免费下载。

必参加。

此外，会向手机发布对促进健康的实用信息。
时间
2019年10月21日、28日、11月11日、18日、25日
休养
饮食

对吸烟·

（星期一）10:00 am ~ 12:00 pm（共5次）

饮酒风险的
理解和行动

地点
国际都市大田协会会议室
（大田区山王2-3-7

大森街区建设推进设施）

体检

运动

费用
免费
人数

将健康活动
积分化

15名（按先后顺序）

使用APP来支援促进健康活动！

时间

住在大田区的外籍家长。
需能识别平假名和片假名。有日语对话能力者。
报名方法

预计12月开始

请通过协会网站填写表格进行报名。
或将宣传单背面的报名用纸通过FAX、亲自提交、E-mail

报名方法·报名地点

进行报名。报名用纸也可从网站下载。

11月左右开始会在本区主页等进行说明。
一般财团法人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问
询
处

健康促进课
☎ 03-5744-1661
E-mail

FAX 03-5744-1523

问
询
处

☎ 03-6410-7981

E-mail info@ota-goca.or.jp
URL

kenko@city.ota.tokyo.jp

FAX 03-6410-7982

https://www.ota-goca.or.jp/

住民税是否已缴付完毕
10月31日是特别区民税·都民税（住民税）3期的缴付期
限。请在3期截止日之前进行缴付。4期的缴付期限为2020
年1月31日。请记得按时缴纳。关于缴付的有关咨询，请查
询本区主页。

问
询
处

纳税课
☎ 03-5744-1205

FAX 03-5744-1517

请来观看“日语演讲会”（参观者募集）
在大田区生活、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用日
语发表自己在日本生活的感受。来听一听外
国人是带着怎样的想法、抱着怎样的梦想在
日本生活的吧。还安排有演讲者和参观者交
流的时间。欢迎您轻松地前来参加。

2019年12月1日（周日）

时间

报名方法

请直接来到会场

1:30 pm～4:00 pm
大田区民礼堂·Aprico

地点

一般财团法人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展示室

（大田区蒲田5-37-3）

问询处

免费

费用

☎ 03-6410-7981

FAX 03-6410-7982

E-mail info@ota-goca.or.jp
URL

https://www.ota-goca.or.jp/

小小国际协作
收集身边不需要的物品开展和国际协作相关的活动。
将收集的物品捐赠给从事国际合作活动的团体，可以为支援亚洲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穷困人口做出贡献。
如果您家中有不需要的物品或者收起来不使用的物品，作为垃圾处理前请提供给我们。恳请大家的协助。

收集的物品

协助方法

捐赠团体

使用后的邮票、

请送至或邮寄至问询处。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Good Neighbors·Japan（GNJP）

写坏的明信片、

邮寄时的注意事项请参照

外国的硬币等

主页。

URL http://www.gnjp.org/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基督教海外医疗协力会（JOCS）
URL http://www.jocs.or.jp/

一般财团法人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问询处

地址（邮编143-0023）
☎ 03-6410-7981
E-mail

FAX

大田区山王2-3-7大森街区建设推进设施4F
03-6410-7982

info@ota-goca.or.jp

URL

https://www.ota-goca.or.jp/

“Ota City Navigation”从2019年度开始由国际都市大田协会发行。
发行

一般财团法人国际都市大田协会

邮编143-0023大田区山王2-3-7大森城市建设推进设施四楼

☎ 03-6410-7981 FAX 03-6410-7982 URL https://www.ota-goca.or.jp/

请通过邮件将您的意见和感想反馈给我们

E-mail info@ota-goca.or.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