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県女性センターでは、さまざまな悩みや不安な気持ちを
お聴きする窓口を開設しています。
①女性なんでも相談室
　受付日時　毎週月～金（祝日除く）
　　　　　   9:00～12:30、13:00～16:30
　（電話・面接）TEL:076（231）7331 お一人約30分
②悲しみ110番
　病気や死別などの悲しい気持ちをお聴きします。
　受付日時　毎週月・水・金（祝日除く）
　　　　　   18:00～20:00
　（電話のみ）TEL:076（233）0110

　県内大学などの講義を県民の皆さまも受講することが
できます。（事前申し込みが必要）
開講期間　4月4日㈪～8月8日㈪（各講座週1回）
内　　容　外国語や健康、地方行政について学ぶ講座など
受講方法　対面授業またはオンライン授業
　　　　　（講義により異なります）
※対面授業は、しいのき迎賓館（金沢市広坂2-1-1）や
　石川四高記念文化交流館（金沢市広坂2-2-5）または
　各大学などのキャンパスで実施
※オンライン授業受講にはインターネット環境・PCなどが必要
※申し込み方法など詳しくは 
（公社）大学コンソーシアム石川　TEL : 076（223）1633

　人と動物がより良い関係で暮らしてい
ける地域社会をつくることを目的に、「石川
県動物の愛護及び管理に関する条例」を
施行します。
〇飼い主さんが守ること
・最後まで正しく飼う 
・鳴き声や匂いなどで周囲に迷惑をかけない
・増やしすぎない（犬猫を6頭以上飼う方は要届出）
・飼い犬は放し飼いにしない
・飼い猫は家の中で飼う
薬事衛生課　　　　　　  TEL : 076（225）1443

　加賀で造られた日本刀「加州刀」の歴史は南北朝時
代に遡り、江戸時代前期に全盛期を迎えた後、明治時代
初期に終焉を迎えました。本展では約100振の刀剣を中
心に、刀装具や文献資料もあわせて展示し、加州刀の歴
史と魅力に迫ります。
期　　間　4月28日㈭～6月26日㈰
 　　　　 ※5月25日㈬～26日㈭は展示替えのため休室
と こ ろ　県立歴史博物館（金沢市出羽町3-1）
開館時間　9:00～17:00（展示室への入室は16:30まで）
観 覧 料　一般1,000円、大学生・高校生800円、
　　　　　中学生以下無料
いしかわ赤レンガミュージアム
県立歴史博物館　　　　  TEL : 076（262）3236

　親族や公共機関の職員などを名
乗り、現金などをだまし取ろうとする
電話にご注意ください。
◎留守電（RUSUDEN）
　留守番電話に設定し、犯人と直接、
　話さない工夫を！
◎切　断（SETUDAN）
　お金の話が出たら、会話の途中でも、電話を切って！
◎即相談（SOKUSOUDAN）
　「あれっ、変だな」と思ったら、すぐに必ず相談を！

　4月から、自動車を使用する事業所では
運転前後のアルコールチェックが義務化
されます。
※詳しくは二次元コードから
石川県警察本部　TEL : 076（225）0110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は、すべての住宅に設置が義務付
けられています。火災から自分や家族の命を守るため、今
一度、下記項目について確認しましょう。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は設置してありますか？
○設置場所は適切ですか？
　全ての寝室、寝室が2階の場合は階段の天井などにも必要です。
○故障・電池切れなどの不具合はありませんか？
　設置後10年を目安に交換をお勧めします。
※詳しくはお近くの消防本部・消防署まで
消防保安課　　　　　  　TEL : 076（225）1481

　「いしかわプレ妊活健診」では、将来子どもを望むご夫
婦を対象に、産婦人科でご夫婦それぞれの健康状態の
チェックと、妊娠に関する正しい知識を学ぶ
ことができます。
対　象　県内にお住まいの、
　　　　妻の年齢が40歳未満のご夫婦
費　用　無料
※詳しくは二次元コードから
少子化対策監室　　 　　 TEL : 076（225）1424

と　き  5月28日㈯ 14:10～15:10
ところ　県立生涯学習センター（金沢市石引4-17-1）
講　演　「石川の工芸と国立工芸館の
　　　　  コレクション」
　　　　国立工芸館長 唐澤 昌宏 氏
※申し込みは二次元コードから
　【定員110人（抽選）、5/6㈮締切（必着）】
県立生涯学習センター　  TEL : 076（223）9572

3つの「D」で詐欺を撃退 ！

事業所の飲酒運転根絶 取り組み強化！

女性のための相談窓口のご案内

シティカレッジ（前期）受講生募集

4月1日から動物愛護管理条例が施行されます

県立歴史博物館 春季特別展「大加州刀展」

石川県民大学校・大学院修了証書交付式・記念講演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は命を守る「切り札」です！

いしかわプレ妊活健診を
ご夫婦で受けてみませんか？

検 索検 索大学コンソーシアム石川大学コンソーシアム石川

https://www.pref.ishikawa.lg.jp/

【ウイークリーいしかわ】
 毎週日曜
PM5:25～5:30

【石川ほっとニュース】
　毎週土曜
PM5:55～6:00

【県からのお知らせ】
　毎週火・金曜
　PM2:30ごろ（3分間）
【素敵にモーニング】
　毎週日曜　AM9:55～10:00

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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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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ツイッター LINEインスタグラム LINE（新型コロナ）

№2218　　令和4年3月23日　毎週水曜日掲載

近日
放送

【ほっと石川】
3月26日㈯
PM5:15～5:30

【ぶんぶんセブン】
4月10日（日）
AM7:0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