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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生活    

・・・・・・・・・・・・・・・・・・・・・・・・・・・・・・・・・・・・

 居委会  

市民协动推进科 � 23-6047 FAX 23-6667

居委会（町内会）是指在一定地区内居住的居民根据自主结成的居民组织。在

岡崎市，町内会的代表者又被称为“总代”。各个町内会的组长等役员要通过互选

来选拔，并运营该组织。该组织还举办防灾、安全防范、环境、福利、交通安全、

文艺活动等各类活动。另外，各种生活相关的信息用“回览(传阅)”的方法提供

给该地区的居民。为了过上更安全、更放心的生活，建议加入居委会组织。 

・・・・・・・・・・・・・・・・・・・・・・・・・・・・・・・・・・・・・

 市政通信 

广报科 � 23-6033 FAX 23-6950

每月一日通过居委会向每个家庭发送宣传杂志“市政通信”。内容包括市政、例

行活动等各种通知和生活信息。市政府、办事处、市内邮局、主要车站均有摆放。 

音声市政通信 

  有视觉性障碍的人士可以通过市民志愿团体收听“音声市政通信”。详情请咨询

社会福祉协议会障碍者基干相谈支援中心（� 64-9004 FAX 64-9005）。

・・・・・・・・・・・・・・・・・・・・・・・・・・・・・・・・・・・・・

 防范・交通安全信息  

防范交通安全科 �23-6525 FAX 23-6570

 发布有关市内防范（地区安全）和交通安全方面的信息。 

防范信息电子杂志 

发现市内可疑人物信息（小学～高中生被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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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生活信息 

消费生活中心 � 23-6459 FAX 23-6570

就聚集在消费生活中心的个别相谈和唤起注意的信息进行通知。

・・・・・・・・・・・・・・・・・・・・・・・・・・・・・・・・・・・・・

 终身教育、市民活动  

图书馆交流广场、Libra 

� 23-3100 FAX 23-3165

具备中央图书馆、市民活动综合支援中心、会议室等的综合设施。 

【地    址】康生通西 4丁目 71 番地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休 息 日】周三（逢节假日开馆）、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中央图书馆 

图书馆交流广场内 � 23-3111 FAX 23-3165

「1楼咨询处」汇聚了专业性强，易查阅的资料；「2楼流行书刊」有的是娱乐书

籍和生活资料；儿童书刊・图画书・连环画剧等儿童图书在「2楼儿童图书室」。

藏书主要汇总在这三处。您还可以活用「图书通帐」填写书名和借出日期。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休 息 日】周三（逢节假日开馆）、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特別整 

理休息日（每年约 6天） 

【外借期限】14 天（每人可借图书和杂志共 10 册、试听资料５份） 

额田图书馆 

额田中心内  �・FAX 82-2953

【地    址】樫山町山神 21 番地 1 

【利用时间】９点～19 点 

【休 息 日】星期一（逢节日时延至第二天）、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 

３日） 

周三（逢节假日开馆）、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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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期限】14 天（每人可借图书和杂志共 10 册、视音频资料５份） 

地域交流中心 

具备志愿者、市民活动支援、地域防灾、子女教育支援等功能的综合设施。 

・北部地域交流中心・NAGOMIN（西藏前町 � 66-8251 FAX 45-1521） 

・南部地域交流中心・YORINAN（上地２丁目 � 59-3600 FAX 54-3700） 

・西部地域交流中心・YAHAGIKAN（矢作町 � 33-3665 FAX 32-7771） 

・东部地域交流中心・MURASAKIKAN（藤川町 � 66-3066 FAX 48-1680） 

・地域交流中心六美分馆・悠纪之乡（中岛町 � 57-5050 FAX 43-3350）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休 息 日】周一（逢节假日调休至次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市民中心 

中心有教室、会议室、体育集会室、料理教室、和室、图书室（南部市民中心

分馆除外）等。 

・中央市民中心  （上六名３丁目 �・FAX 55-8066） 

・南部市民中心  （羽根町 �・51-1579 FAX 72-5110） 

・南部市民中心分馆（羽根西新町 �・FAX 53-7831）

・大平市民中心  （大平町 �・FAX 22-0162） 

・东部市民中心  （山纲町 �・FAX 48-2922） 

・岩津市民中心  （岩津町 �・FAX 45-2512） 

・矢作市民中心  （宇头町 �・FAX 31-3202） 

・六美市民中心   （下青野町 �・FAX 43-2510）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星期日・节假日到 17 点为止 

９点～21 点 ※周一、节假日至 17 点 

【休 息 日】周一、节假日的次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额田中心・KOMOREBI 馆 

� 82-3101 FAX 82-3634

有集会室、和室、游戏室、游戏室等。 

【场    所】樫山町山ノ神 21 番地 1 

【开馆时间】９点～21 点 

【休 馆 日】周一（逢节假日调休至次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１月３日） 

WAKUWAKU 校外活动制度 �23-6441 FAX 23-6529

  市内居住・上学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参观冈崎城、三河武士公馆家康馆、冈崎

世界儿童美术博物馆、美术馆、美术博物馆、旧本多忠次邸（企划展召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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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一部分设施也适用于学龄前儿童）。入场时小学生需要在柜台出示学校发的

“WAKUWAKU 卡”；中学生则出示学生手册。 

终生学习冈崎市职员上门讲座 

生涯学习科 �23-3175 FAX 23-3165

介绍市职员的活动情况。 

面向团体

【对    象】市内居住・工作・上学的约 10 人团体 

【时   间】平日：10 点～21 点 

星期六・星期日、节日：10 点～17 点 

【场   所】团体申请指定场所 

面向个人

【对    象】一个人也开办。 

【举办日期】每月中下旬的两天时间 

【场    所】图书馆交流广场 

※详细情况请直接询问生涯学习科或者阅览市里的有关网页。 

・・・・・・・・・・・・・・・・・・・・・・・・・・・・・・・・・・・・・

 水道・道路・河川・公园  

关键时刻的联系电话

自来水 

【有关使用・费用・自来水表的问题】

服务科                                        � 23-6350 FAX 23-8130

【发现水质混浊的时候】

自来水工程科 � 52-1510 FAX 52-1667

【漏水修理（公路）】

自来水工程科 � 52-1510 FAX 52-1667

【漏水修理（家庭）】

岡崎市管工事业协同组合                        � 51-5517 FAX 54-4320

冈崎上下水道协同组合 � 55-2567 FAX 71-7850



岡崎市民便利手册 2022 ＜汉语＞

〔10〕 生活 ＜9＞－５ 

下水道 

【使用费】

服务科                                        � 23-6350 FAX 23-8130

井水检查

保健卫生科（综合检查中心内）                  � 58-6962 FAX 57-0531

市道（道路维修科） 

本厅・岩津支所管辖范围内 � 23-6225 FAX 23-6633

冈崎・大平・东部・六美支所管辖范围内 � 23-6233 FAX 23-6633

额田支所管辖范围内                              � 82-3103 FAX 82-4124

国道１号 

国土交通省岡崎国道维修派出所                    � 51-3546 FAX 51-5525

其他国道、县道

爱知县西三河建设事务所维修管理科                 � 23-3024 FAX 23-4619

矢作川 

国土交通省丰桥河川事务所岡崎派出所               � 22-1564 FAX 22-4267

县管辖河流（除矢作川以外的 1级河流） 

爱知县西三河建设事务所维修管理科 � 27-2758 FAX 23-4619

市管辖河流

河川科                                           � 23-6220 FAX 23-6532

水路 

河川科                                           � 23-6220 FAX 23-6532

水路（农业用设施）

农地整备科                                       � 23-6310 FAX 23-6659

公园树木

公园绿地科 � 23-6257 FAX 23-6559

市道街道树木 

道路预防保全科                                    � 23-6234 FAX 23-7432

自来水使用开始・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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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使用开始・中止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 

咨询 受理期间 

窗口、电话 

提前一个月～3个营业日截止 互联网 

FAX

※开始时请顾客自己开栓。 

※中止时的不需要在场。 

※详细情况请阅览市官方网页。 

使用量突增时 

 查水表期间如果自来水的使用方法没有变化而水量增加时，地下或地板等看不

到的地方有可能漏水了。 

  确认是否漏水，可以按以下步骤进行。 

① 关闭家中的所有水龙头。 

② 确认水表里的齿轮。哪怕动一点，也有可能是漏水了。 

漏水时 

【从水表到住宅这一段有漏水时】请拨打以下电话。 

冈崎市管工程事业协同组合 � 51-5517 FAX 54-4320

  冈崎上下水道协同组合 � 55-2567 FAX 71-7850

  服务科客服窗口 � 23-6350 FAX 23-8130

顾客自行负担修理费。 

  申请修理时，请联系冈崎市指定给水装置工程单位（请阅览网页）、冈崎市管工

程协同组合或冈崎上下水道协同组合。 

※自来水费用有时可以减免。（有无法减免的可能，请谅解。）请申请者询问服务 

科顾客窗口。 

【含水表的甲型止水栓在内，漏到道路上时（道路）】 

 水道工程科 � 52-1510 FAX 52-1667

  请联系自来水工程修缮科。修理费由市里负担。 

发现道路上有洞的时候，请及时联系

发现道路上有大洞、防盗灯灯泡烧坏等危险情况时，请及时联系。联系时请告知 

装有防盗灯的电线杆编号（如：０２ア５４３）。 

道路上的大洞 道路保养科 � 23-6223 FAX 23-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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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灯灯泡烧坏时 防范交通安全科 � 23-7982 FAX 23-6570

路灯灯泡烧坏时 

【道路照明灯上贴着以下单位名称】

 名东电气工程株式会社                                  � 0120-984-241

【没贴单位名称时】

道路预防保全科                                 � 23-6244 FAX 23-7432

国道１号  

国土交通省岡崎国道维修派出所 � 51-3546 FAX 51-5525

其他国道、县道 

爱知县西三河建设事务所维修管理科 � 23-3024 FAX 23-4619

・・・・・・・・・・・・・・・・・・・・・・・・・・・・・・・・・・・・

 市营住宅・特定公共租赁住宅  

市营住宅・特定公共租赁住宅 

  冈崎市营住宅管理中心 � 23-6320 FAX 23-6821

市营住宅・特定公共租赁住宅的所在地・募集有无・入居条件・房租等详情，

请询问冈崎市营住宅管理中心。 

・・・・・・・・・・・・・・・・・・・・・・・・・・・・・・・・・・・・

 住宅确保特殊照顾者的居住支援  

住宅确保特殊照顾者的居住支援 

住宅计划科 � 23-6880 FAX 23-6208

支援住宅确保困难者居住 

详情请询问居住支援负责人。 

・・・・・・・・・・・・・・・・・・・・・・・・・・・・・・・・・・・・

 各种制度  

住宅耐震促进 

住环境整备科 � 23-6709 FAX 23-7528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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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56 年 5 月建成的住宅（并用住宅、共同住宅也可以） 

【共同】

各自有各自的条件。另外，补助金在预算范围内交付，所以有可能年度内中途

就会结束受理。有意者请事先询问住环境整备科。 

木制住宅免费诊断耐震程度

木制住宅耐震改建费等补助 

设计・补助改建费等 

その他住宅への補助 

住宅清除费补助・耐震避难整备费补助  

※此外，还有木制以外的耐震诊断・设计・改建补助 

其他制度 

【住宅用地温暖化防治设备装置费用】

零碳市推進科 � 23-6685 FAX 23-6536

住宅用太阳光发电系统 

家庭用燃料电池 

家庭用能源管理系统（HEMS） 

安置用锂离子电池蓄电系统 

电动汽车充电系统（V２H） 

段热窗 

网络・零・能源・房子（ZEH） 

充电站 

【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

零碳市推進科 � 23-6685 FAX 23-6536

【共同】

各自有各自的条件。另外，补助金在预算范围内交付，所以有可能年度内中途

就会结束受理。有意者请事先询问零碳市推進科。 

燃料电池汽车（FCV） 

电动汽车（EV） 

可充电式混合动力车（PHV・PHEV） 

【净化槽转换设置整备事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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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对策科 � 23-6871 FAX 23-6536

【用于下水道衔接工程的租借制度】 

服务科 � 23-6300 FAX 23-7195

【雨水存积渗透设备安装补贴】 

服务科 � 23-6306 FAX 23-6554

【绿化补助制度】 

公园绿地科 � 23-6717 FAX 23-6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