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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王國嘉年華 2013   
活動期間：5月3日(五)〜5月6日(一) ９：００〜１８：００ 

會     場：沖繩兒童王國(kodomo no kuni) 

入場費用：大人500日元、中學生200日元、小學生以下免費(活動期間) 

內     容：園內有無數的鯉魚旗飄揚，舞台表演包含西原高中軍樂隊 (MarchingBand)、

FECOffice搞笑劇場、舞蹈集團花、兒童的傳統藝能演出等內容，讓兒童王國嘉年華熱鬧非凡。

也有受歡迎的動物餵食體驗及可愛動物區。 

 

 

沖繩市人口資料  

外國籍居民  
總人數:1,195人 (-3) 

( 合計有 5 0 國 ) 

男:686人 (-1) 
女:509 人(-2) 

 以每月發行的沖繩市報「広報おきなわ」(KohoOkinawa)為根據，把與您息息相關的市政信息翻譯並
編輯成外文報，希望能增進您對居住城市的認識，也提醒您應享的權益與應盡的義務。行政服務以日語
為主。如果您需要中文的協助，請向文化觀光課詢問。098-929-0261 

總人數:138,603人(+114) 

 男:67,116人 (+60) 

女:71,487人 (+54) 

戶數:55,720戶(+78) 

主題：「未來 」 
  為了創造和平的「未來」，我們能做些什麼？用什麼連結過去和未來？留下什麼？改

變什麼？邀請您以攝影作品傳遞對和平的「未來」的信息。 

應徵作品/①攝影部門(未經加工的攝影作品)  ②加工部門(經加工的攝影作品) 

   ①②皆為A4尺寸(210mm×297mm,2480pixel×8507pixel，300萬畫素)以上畫質，

 以檔案應徵時，請以JPEG檔案形式。 

       應徵的作品被委員會選拔之後，將在沖繩市的和平月期間 (8月1日～9月7日)舉

 辦的「市民的眼・和平攝影展」中展示。此外，作品將選擇性的被做為海報、網

 頁等文宣使用。 

       請親送或以郵寄方式應徵。作品上請記載以下必要事項。 

必要事項/1.應徵部門名稱 2.地址 3.姓名(可否公開表示) 4.暱稱 5.電話號碼 6.年齡 7.性

 別 8.作品名 9.作品説明 10.作品是否歸還(限指定期間領回)  11.下回的主題 

應徵期間/ 平成25年4月1日(一)～6月24日(一) 

應徵地點/ 〒904-8501沖縄県沖縄市仲宗根町２６番１号 

  和平・男女共同課(地下2樓) 

    詳細規定請至和平・男女共同課諮詢。 

沖繩市網頁→各課的信息發布→和平・男女共同課上有記載。 

【諮詢專線】和平・男女共同課   ☎ 929-3147 FAX  939-122 

        電郵  a32heiwa＠city.okinawa.okinawa.jp   

時間：4/24(三)10：30～11：00 

地點：兒童王國 兒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前廣場 

為5月3日的「兒童王國嘉年華」暖身，和大象一起升旗。  

請注意大象會耍寶喔! 

 

鯉魚旗升旗儀式  

 5/3 
(五) 

 5/6 
(一) 

 

中文報 
最新相關市政資訊請上市政府網頁 http://www.city.okinawa.okinawa.jp 查詢(中英文資訊隨時更新中)。 

平成 2 5 年度 市民的眼・和平攝影展作品募集  

最後的 

表演評選會 

兒童王國首頁  h t t p : / / w w w . k o d o m o . c i t y . o k i n a w a . o k i n a w a . j p / 

音樂城音市場   ☎098-932-1949 

 4/24 
(三) 

兒童王國首頁 http://ww.kodomo.city.okinawa.okinawa.jp/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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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市政府總機   ☎ 098-939-1212 

麻疹風疹混合疫苗 (MR)第二期預防接種的通知  
  要預防麻疹(HASHIKA)、風疹(MIKA HASHIKA)，接種2回麻

疹風疹混合疫苗(MR)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MR預防接種的定期接種順序為：第一期(1歲兒)1次，第二期(上

小學前一年內) 1次。以下通知的對象為第二期的接種者。 

  多數者同時期接種將提高預防效果，請於4～6月的MR接種強化月

間完成接種。 

【平成25年度MR第二期預防接種】 

 對象者/平成19年4月2日～平成20年4月1日出生的兒童 

 對象期間/平成25年4月1日～平成26年3月31日 

 接種回數/ 1回 

 接種費用/免費(全額公費) 

 接種場所/ 指定醫療機構 ※要預約 

【諮詢專線】兒童諮詢‧健康課 預防係 內線2232‧2233 

關於平成25年度 固定資產稅的縱覽、閱覽制度的通知 
縱覽制度…是藉由任意閱覽，將自己的土地、房屋與其他的土地、房屋的評價額做比較，以確認其公平性的制度。 

      【縱覽期間】平成25年4月1日(一)～4月30日(二)※除了週末與法定假日  上午8：30～下午5：00為止 

   【所需資料】印章、申請人的身份証明文件(駕駛執照等)，証明為沖繩市固定資產稅納稅人的証明資料(納稅

   通知書等)。此外，代理人辦理時，必須有納稅人的委託書。 

閱覽制度…納稅義務者對於固定資產課稅台帳上關於自己的資產記載內容加以確認的制度。此外，可
以查閱關於借地人、借地物件的資料(必需有契約書等可以確認為借地人或權利者的資料)  

 此外，納稅通知書中的課稅明細可以經由閱覽課稅台帳的記載內容加以確認。 

 【閱覽期間】全年 

 

 

 

 

 

 

 

縱覽、閱覽的場所…沖繩市政府 資產稅課(市政府2樓) 

 ※ 預計於4月寄發平成25年度的固定資產稅納稅通知書。   

 ※ 土地或房屋所有者為2人以上時，名義共有者全員將收到固定資產稅納稅通知書。繳納單將寄給代表者。 

 ※ 平成25年度開始，除了縣內的金融機構，全國的便利商店也可以繳納。繳納單的樣式將改變。詳情請參考稅納稅

通知書附帶的傳單，或是參考市政府的網頁。 
         【諮詢專線】資產稅課   內線(2254～2257) 

可以閱覽的人 可以閱覽的內容 

固定資產稅的納稅義務人  關於納稅義務人所有的固定資產  

關於土地或房屋，除了租借權以外的用途或以營利為目

使用的權利(限於以相對價格支付物件 )所有人 

行使該權利的土地(房屋的情況為房屋及其用地 )  

※必須提出擁有該權利的證明資料  

有權利處理固定資產者(課稅日以後取得固定資產者等 ) 有權利處理的固定資產 ※必須提出擁有該權利證明資料  

平成25年度女性特有癌症免費健康檢查券的發行對象  

  為強化女性的癌症預防，每年將寄發「免費檢查券」給對象年

齡女性，建議定期接受子宮頸癌、乳癌的檢查。平成 25年度以下列年齡

為對象，進行免費的乳癌、子宮頸癌健康檢查，預定於 7月開始實施。 

★對象年齡(平成25年4月1日當時的年齡) ★利用平成25年度簽約醫療機構 

※「免費檢查券」及「健檢手冊」的對象女性預定

 於平成25年6月下旬寄發通知。 

※ 請於收到「免費檢查券」後接受檢查。 

【諮詢專線】市民健康課  內線2240 

子宮頸癌檢查  乳癌檢查  

平成 4年4月2日～平成 5年4月1日(20歲) 

昭和62年4月2日～昭和63年4月1日(25歲) 

昭和57年4月2日～昭和58年4月1日(30歲) 

昭和52年4月2日～昭和53年4月1日(35歲) 

昭和47年4月2日～昭和48年4月1日(40歲) 

昭和47年4月2日～昭和48年4月1日(40歲) 

昭和42年4月2日～昭和43年4月1日(45歲) 

昭和37年4月2日～昭和38年4月1日(50歲) 

昭和32年4月2日～昭和33年4月1日(55歲) 

昭和27年4月2日～昭和28年4月1日(60歲) 

給加入 

後期高齡者醫療保險者及其家族 
從平成25年4月開始 

◎發給「沖繩市後期高齡者醫療喪葬補助金」 

1.加入後期高齡者醫療保險者死亡、舉行殯葬，

 將發給補助金一萬日元。 

2.申請時，必須攜帶可以確認舉行殯葬的證明資

 料(收據等)，申請人(舉行殯葬者)的印

 章(便章可)，及存款簿。 

【申請人非申報人時，須有申報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 沖繩縣後期高齡者醫療廣域聯合將另行支付 

 2萬日元。 

 ※ 申請時，請繳回死亡的被保險人的保險證。 

◎發給『平成25年度針‧灸‧按摩指壓施術利用券』 

1. 第一次申請將發給六張一冊的利用券。 

2. 在指定的治療院一張給與千元的補助。 

3.申請利用券需要本人的保險證及印章 (便章

可)。 

【代理申請時必需有代理人的身份證及印章】 

※ 有人數限制，敬請諒解。 

※ 利用券有使用期限，敬請注意。 

【諮詢專線】國民健康保險課  
  後期高齡醫療係  內線(2118～2128) 

平成25年4月以後育成醫療窗口將改變 
  未滿18歲身體患有殘疾的兒童，或是放置不管

將留下後遺症，經由手術可以獲得實際治療效果的疾
病，自費負擔部分可以獲得公費的醫療補助。 
 ※ 根據所得稅繳納金額不同，有自行負擔的比例金

額。 

【諮詢專線】殘疾福利課〔障がい福祉課〕內線3154 

稅金 

健康 

健康 

健康 

保險  繁 

體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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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市政府總機   ☎ 098-939-1212 

麻疹风疹混合疫苗 (MR)第二期预防接种的通知  
  要预防麻疹(HASHIKA)、风疹(MIKA HASHIKA)，接种2回麻疹风

疹混合疫苗(MR)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MR预防接种的定期接种顺序为：第一期 (1岁儿)1次，第二期(上小学前

一年内) 1次。以下通知的对象为第二期的接种者。 

    多数者同时期接种将提高预防效果，请于 4～6月的MR接种强化月间完

成接种。 

【平成25年度MR第二期预防接种】 

对象者/平成19年4月2日～平成20年4月1日出生的儿童 

对象期间/平成25年4月1日～平成26年3月31日 

接种回数/ 1回 

接种费用/免费(全额公费) 

接种场所/ 指定医疗机构 ※要预约 

【咨询专线】儿童咨询‧健康课 预防系 内线2232‧2233 

给加入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者及其家族 

从平成25年4月开始 

◎发给「冲绳市后期高龄者医疗丧葬补助金」 

 1. 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者死亡、举行殡葬，将

 发给补助金一万日元。 

 2.申请时，必须携带可以确认举行殡葬的证明数据

 (收据等 )，申请人 (举行殡葬者 )的印章 (便章

 可)，及存款簿。 

【申请人非申报人时，须有申报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冲绳县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将另行支付2万日

 元。 

 ※  在申请时，请缴回已死亡的被保险人的保险证。 

◎发给『平成25年度针‧灸‧按摩指压施术利用券 』 

 1. 第一次申请将发给六张一册的利用券。 

 2. 在指定的治疗院一张给与千元的补助。 

 3. 申请利用券需要本人的保险证及印章(便章可)。 

【代理申请时必需有代理人的身份证及印章】 

 ※有人数限制，敬请谅解。 

 ※利用券有使用期限，敬请注意。 

 

【咨询专线】国民健康保险课   后期高龄医疗系  

   内线(2118～2128 ) 

健康 

保险  

平成 25年4月以后育成医疗窗口将改变  

  未满18岁身体患有残疾的儿童，或是放置不管将留下

后遗症，在接受手术后可以获得实际的治疗效果的疾病，

可以获得公费的医疗补助。 

※ 根据所得税缴纳金额不同，有自行负担的比例金额。 

    【咨询专线】残疾福利课 内线3154 

健康 

平成25年度女性特有癌症免费健康检查券的 发行对象 

  为强化女性的癌症预防，每年将寄发「免费检查券」给对象年龄女

性，建议定期接受子宫颈癌、乳癌的检查。平成 25年度以下列年龄为对

象，进行免费的乳癌、子宫颈癌健康检查，预定于7月开始实施。 

★对象年龄(平成25年4月1日当时的年龄)★利用平成25年度签约医疗机构  

※「免费检查券」及「健检手册」的对象女性预定于 

 平成25年6月下旬寄发通知。 

※ 请于收到「免费检查券」后接受检查。  

【咨询专线】市民健康课 内线2240 

子宫颈癌检查  乳癌检查  

平成 4年4月2日～平成 5年4月1日(20岁) 

昭和62年4月2日～昭和63年4月1日(25岁) 

昭和57年4月2日～昭和58年4月1日(30岁) 

昭和52年4月2日～昭和53年4月1日(35岁) 

昭和47年4月2日～昭和48年4月1日(40岁) 

昭和47年4月2日～昭和48年4月1日(40岁) 

昭和42年4月2日～昭和43年4月1日(45岁) 

昭和37年4月2日～昭和38年4月1日(50岁) 

昭和32年4月2日～昭和33年4月1日(55岁) 

昭和27年4月2日～昭和28年4月1日(60岁) 

健康 

关于平成 25年度 固定资产税的纵览、阅览制度的通知  

纵览制度...是藉由任意阅览将自己的土地、房屋与其他的土地、房屋的评价额做比较，以确认其公平性的制度。 

  【纵览期间】平成25年4月1日(一)～4月30日(二)※除了周末与法定假日       上午8：30～下午5：00为止 

  【所需数据】印章、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驾驶执照等)，证明为冲绳市固定资产税纳税人的证明资料(纳税通知

    书等)。此外，代理人办理时，必须有纳税人的委托书。 

阅览制度...纳税义务者对于固定资产课税台帐上关于自己的资产记载内容可以加以确认的制度。此外，可以查阅

关于借地人、借地对象的数据(必需有契约书等可以确认为借地人或权利者的资料) 

此外，纳税通知书中的课税明细可以经由阅览课税台帐的记载内容加以确认。 

【阅览期间】全年 

    

 

 

 

 

 

 

纵览、阅览的场所...冲绳市政府 资产税课(市政府2楼) 

     ※   预计于4月寄发平成25年度的固定资产税纳税通知书。 

     ※   地或房屋的所有者为2人以上时，名义共有者全员将可以收到固定资产税的纳税通知书。然而，缴纳单将寄给代表者。 

     ※ 平成25年度开始，除了县内的金融机构，全国的便利商店也可以缴纳。缴纳单的样式也将改变。详情请参考纳税通知书附

 带的传单，或是参考市政府的网页。 

         【咨询专线】资产税课 内线(2254～2257 ) 

可以阅览的人 可以阅览的内容 

固定资产税的纳税义务人 关于纳税义务人所有的固定资产 

关于土地或房屋，除了租借权以外的用途或以营利为

目使用的权利(限于以相对价格支付对象) 所有人 

行使该权利的土地(房屋的情况为房屋及其用地) ※必须提出

拥有该权利的证明资料 

有权利处理固定资产者(课税日以后取得固定资产者等) 有权利处理的固定资产  ※必须提出拥有该权利的证明资料 

稅金 

简 

体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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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市的外文廣報，今年度開始，將以中文、英文分別發行。提供沖繩市居民免費郵送服務。請以電子郵件、傳

真、或來電進行登記。歡迎踴躍登記。 

【提出用】姓名:                                         

     地址：                   

     電話：           Email： 

※ 您所登記的姓名、地址及連絡資料將不做為中文報郵寄以外的用途使用。   

         

万国皆通的语言 
2月底，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外国人观光游客满足度调查员的工作，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友善的日

本同事们，离开了熟悉的机场候机大厅。回想一年来，有忙碌，有感动，有欢笑，当然也尝到了在

异国工作的烦恼和委屈。其中有一件小事，使我很难忘怀。 

   那是去年秋季的一天，那霸国际机场候机大厅中的客人稀稀疏疏。想起夏季那热闹得近乎嘈杂的

情景，我和另一位日本同事小原桑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中国来的客人日渐减少，对于中国语担

当的我和她，心情不免是沉重的。 

    突然，一个前背相机，后背双肩包的年轻小伙子出现在服务台前。他满脸兴奋用普通话问:“ 我想

请问一下，刚才电视天气预报中的歌曲名是什么？ 我不会日语，可是很喜欢那个旋律和画面。”我和

小原桑都楞了一下。小伙子又补充说：“就是男女老少拿着苦瓜，又唱又跳，还有一个小婴儿抱着一

根很大苦瓜的”平日文静不多言语的小原桑 

两眼一亮，在键盘上一通输入后，把电脑屏放在小伙子面前向他介绍 

起来：“这是冲绳名歌手begin的《国道508号线》…苦瓜是冲绳的特产 

…”望着他们越说越开心，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 

   登机时间到了，小伙子向我们挥手告别：“ 再见，我还会再来的， 

因为这里有这么好听的音乐。”我和小原桑相视一笑，交换了一个欣慰的眼神。 

     是啊，美好的音乐，也许真的就是那种万国皆通的语言吧。                                                    楊健 

電話：098-929-0261（中文可） 

傳真：098-939-7341 

電子郵件：
kokusaich@city.okinawa.okinawa.jp 

 

 

今月
こんげつ

は 「 M R
えむあーる 

予防接種
よぼうせっしゅ

」  
ましん（はしか）・ 

風
ふう

しん(三日
みっか

はしか)  
に かからない ための  

ちゅうしゃ です。 

よぼうせっしゅの   
よやくを したい です。 

2007年
にせん なな ねん

/2008年
にせん はち ねん

 

    月   日
  (こどもの たんじょうびを いれます)

です。 

なんのよぼうせっしゅですか： 

なんさいですか： 

生年月日
せいねんがっぴ

はいつですか： 

MRよぼうせっしゅ です。 

いま、5
ご

さい /6
ろく

さい です。 

大家來接種  
本月主題  MR預防接種 

預防麻疹風疹的預防接種。  
請事先進行預約。  

我想預約預防接種。  
什麼樣的預防接種？  

MR預防接種。 
幾歲? 

5歲/6歲。 
請告訴我出生年月日 ? 

2007年 / 2008年    月   日。  
費用多少？   

料金
りょうきん

は、いくらですか。 

沖繩市政府總機   ☎ 098-93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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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亞洲音樂祭musix 

2013，以沖繩市的現場酒

吧，音樂城音市場（大

廳）及空港通大街為舞

台，不儘有沖繩當地的歌

手與樂團演唱，還邀請了

來自日本本土、韓國、台

灣的歌手及團體前來表

演。根據主辦單位的統

計，今年的來場人數大約

1萬5千人。 

 以原住民排灣族、魯凱族為主，來自台灣的瑪家國民中學的巴鼓隊，以音樂交流為目的，

3月17日(週日)在沖繩市KOZA空港通進行接頭表演。受到熱烈回響。 

 此外來自亞洲各地TAKESHI、LIN、AIR、MINAMI 4人組成的流行樂團體Asian4 Front，

融合中文、韓語、日語各自的旋律，正運釀著亞洲的旋風。  

 主辦單位每年策劃邀請亞洲各地音樂團體前來表演。請期待明年的沖繩國際亞洲音樂祭

musix2014。 

2 0 1 3 沖繩國際亞洲音樂節  

每天日本語 

沖繩市政府 文化觀光課  
〒９０４－８５０１沖繩県沖繩市仲宗根町26番1号 

電話：098-929-0261（中文可） 

傳真：098-939-7341 

電子郵件：kokusaich@city.okinawa.okinawa.jp 

市政府的行政以日語為主。如果您需要中文的協

助，請向文化觀光課詢問。 

沖繩市役所  
為沖繩市的外國居民服務  

5/1(週三)～5/18(六) 上午10：00～下午5：00 
報名自4月1日(週一)起 

期許兒童健康成長，戴上日本武士頭盔，與五月人形合影留念。 
※ 請自行攜帶相機 

KOZA國際交流中心(KIP)☎098-989-6759 

 
4月27日 下午2：00 v.s.本田(Honda FC ) 
5月6日下午3：00 v.s.長野Parceiro 
成人1000日元，中學生500日元，小學生以下免費 
接受現場購票 
地點：沖繩縣立綜合運動場陸上競技場(沖繩市泡瀨) 

http://www.fcryukyu.com/  

投稿專欄  4月份開始，開放一頁給相關團體刊登中部地區的活動信息，以促進居民的交流，並開放
投稿的空間，分享生活經驗，以文字做交流。 

本月份，居住在那霸市的楊健小姐分享了工作上的小小心得，與大家分享。   中文編輯megu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