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箕面市 

新冠病毒疫苗追加预防接种（第 3 次接种）指南 

面向 18 岁以上的市民 

接种券将在第 2 次接种完了 7 个月后该当月的月中旬寄出。 * 部分接种将提前进行。 

１、 关于使用的的疫苗 ＜辉瑞或莫德纳＞ 

 

・可以接种和第 1 次、第 2 次不同类型的疫苗。（交替接种）  

・国家提供的疫苗是有限的，而且疫苗的种类会因接种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如果限定疫苗的种类，可能很难

能在希望的期间内接种。  

・箕面市的集体疫苗接种（3 处公共设施、巽今宮病院、※照葉の里箕面病院）使用莫德纳疫苗。* 最初使用

的疫苗是辉瑞疫苗，但中途会改为莫德纳疫苗。 

 

２、 接种会场 

・可以在市内的集体接种点、个别医疗机构、大阪府的大规模接种点进行接种。 

・医务人员、正住院或正利用设施的人员可以在工作地点或该当设施接种疫苗。请事先向各设施咨询。  

・请尽量在第 2 次接种疫苗的地方进行预约。  

※刚搬来的人等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接种，请联系市的呼叫中心。 

 

３、 市的集体接种 

 



箕面市将开始受理以下情况的预防接种预约。 

＜対象＞年满 18岁且已完成第 2 次疫苗接种经过 8 个月或更久的人，或完成接种已经过 7 个月、

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人 

<预约受理开始日期> 1 月 25 日（周二）上午 9:00 开始 

<预约接种日> 2 月 2 日（周三）开始 

<使用的疫苗>莫德纳 

 

 

４、 大阪府的大规模集体接种 

 

国家提供给箕面市的疫苗数量有限，请尽量利用大规模接种点。 

（１）6 处会场共同的内容  

※需要追加接种（第 3 次接种）的接种券。 

＜対象＞希望接种第 3 次疫苗的所有公民 

（18 岁以上且符合第 2 次接种完成后所规定的间隔期间） 

<预约方法> 目前仅限网上预约 

<使用的疫苗> 莫德纳 

●大阪府第一接种中心（大阪府新別館南館）  

【地点】大阪市中央区大手前３ｰ１ｰ４３ （１月下旬开始） 



 

●大阪府第 2 接种中心（大阪府新别馆北馆） 

[地点]大阪市中央区大手前 3-1-43（1 月下旬开始） 

 

●大阪府咲洲接种中心（大阪府咲洲厅舍） 

[地点]大阪市住江区南国北 1-14-16（2 月上旬开始） 

 

●大阪府心斋桥接种中心（心斋桥 SC *旧名：大阪心斋桥 8953 大楼） 

[地点]大阪市中央区南船场 3-4-12（2 月中旬开始） 

 

●大阪府堺接种中心（法务省矫正研修所大阪分所体育馆） 

[地点]堺市堺区田出井町７－１０（2 月中旬开始） 

 

●大阪府高槻接种中心（关西大学高槻 MYUZU 校区） 

[地点]高槻市白梅町 7-1（2 月中旬开始） 

 

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及预约方法等，我们将在箕面市宣传杂志《枫叶信息》上通知。

也可以在箕面市主页网站（通过二维码访问）上查看最新信息。 

 



５、 箕面市的集体接种会场 

 

●西南生涯学习中心（瀬川
せ が わ

3-2-5） 

https://minoh-bunka.com/seinan/ 

●综合保健福祉中心（萱野
か や の

5-8-1） 

https://www.city.minoh.lg.jp/lifeplaza/lifeplaza.html 

●东生涯学习中心（粟生間
あ お ま

谷
た に

西
に し

3-1-3） 

https://minoh-bunka.com/higashi/ 

 

※接种房间男女分开。 

※接种后不要马上离开，将进行观察。 

 

 

实施日期・受理时间 

周三、周四 13:20～15:00  

周六 13:20～17:20 

周日 9:50～11:50 13:50～15:50 

 

※即使周三、周四的接种日是节假日，受理时间也不会改变。 

 

●集体接种医疗机关 

https://minoh-bunka.com/seinan/
https://www.city.minoh.lg.jp/lifeplaza/lifeplaza.html
https://minoh-bunka.com/higashi/


・マックシール巽
たつみ

今宮
い ま み や

病院
びょういん

（今宮
い ま み や

3-19-27） 电话：727-6861※1. 

※1.请不要给医院打电话询问。 

请给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呼叫中心预约专用热线(727-6861)打电话。 

 

・照
て り

葉
は

の里
さ と

箕面
み の お

病院
びょういん

（下止々
し も と ど

呂
ろ

美
み

561） 电话：739-0501※2.  

 ＜受理（工作日）9:00～17:30＞  

※2.预约专用网 https://coubic.com/kitaiseikyo/ 

 

＜接种的日期时间及接种人数，因医疗机关而异。＞ 

 

６、 预约方法 

 

・请准备好第 3 次用接种券（优惠券）进行预约。 

・请提前确认接种券的号码、出生日期、希望接种的地点和接种日期。 

・通过 LINE 或上网进行预约的人，请参看箕面市主页上公布的预约方法。 

 

●预约集体接种会场时 

①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呼叫中心预约专用电话 

电话：072-727-6861 

受理时间：周一～周六（节日除外）上午 9 点～下午 5 点 

https://coubic.com/kitaiseikyo/


地点：西南生涯学习中心、综合保健福祉中心、东生涯学习中心、MAKKUSI-RU 巽今宫病院（西南生涯学習

センター、総合保健福祉センター、東生涯学習センター、マックシール巽今宮病院） 

 

预约开始后可能很难立即接通电话或连上网，请见谅。 

 

 

② LINE：箕面市官方 LINE 帐号 

请从 LINE 应用程序的相机中读取 QR 码“添加朋友”，然后进行预约。 

 

③ 互联网：箕面市主页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预约页面 

通过扫二维码（箕面市主页）链接的页面上有详细的预约方法记载。 

 

●预约个别医疗机关时 

・没有电话号码的医疗机构的信息，请询问市呼叫中心预约电话（072-727-6861）。接种日期和时间以及接种人

数因各医疗机构而异。  

・使用的疫苗可能中途会由辉瑞改成莫德纳。 

 

请查看新冠疫苗导航或市主页的预约情况，从接种医疗机构名单中选择希望接种的地点（不排除预约时已

满员的情况）。 

原则上，要在第 2 次接种的地方接种。                         コロナワクチンナビ  

https://v-sys.mhlw.go.jp/ 

 

▲此符号表示仅限在此病院看病（持有医院的诊疗卡）的人。 

●此符号表示可接受医疗工作者。 

https://v-sys.mhlw.go.jp/


 医疗机关一览表（箕面市）   市区号都是 072 

 医院名 住所 TEL 備考 

● 今井外科▲ 桜２－７－４７ 721-1313 仅周六接种，需要预约 

 前田内科クリニック 桜４－１１－１５箕面桜医療ビル２F 724-5177 详情请参看主页 

 いとうクリニック 桜４－１７－２５ 737-8011 原则上仅限在此院接种过两次的人 

● 上ノ山内科▲ 桜６－４－１２ 724-7337 
周一周四 12：00～13：30 预约 

仅限电话预约。接种日期不定 

 しみず医院 桜ケ丘１－５－１5 723-1233 11：00～12：00 咨询，可电话咨询 

 小池医院 桜ケ丘３－３－４ 722-5025  

● けあき会脳神経外科クリニック 桜ケ丘３－９－１９ 桜ケ丘クリニックビル１F 768-8430  

 さくら通り循環器消化器内科▲ 桜ケ丘３－９－１９ 桜ケ丘クリニックビル 3F 725-6131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计划周日接种 

● ふるかわ医院 桜井１－１－３ 722-0109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ふじもとクリニック▲ 桜井１－７－２０宝メディカルビル１Ｆ 737-7186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医生诊疗时预约 

 辻医院▲ 桜井１－２７－４８ 720-2168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梅村内科クリニック▲ 桜井２－１０－３６－１０１ 721-1127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やすむらクリニック 桜井２－１１－５ 722-0061  

● 村田医院▲ 瀬川２－５－３ 700-7000 仅上午接种 

 まつうら内科▲ 半町３－１５－４７トータス箕面１F 721-8005 主要受理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いどぐちファミリークリニック▲ 半町３－１６－１ 722-5335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中西医院 半町４－１－２７ 722-2198 仅上午接种 

 ハラノ医院▲ 新稲７－１４－１8 724-2010  

● 是成クリニック 如意谷１－５－１ 724-0166 仅限电话预约 

 三木整形外科内科 如意谷４－５－１５ 724-8482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なかクリニック▲ 箕面５－１－５２みのおアルコスビル１F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ちぇ整形外科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クリニック 箕面５－１１－４ プラティアビル３F 725-1000 仅限前来预约 

 やすふく内科クリニック 
箕面５－１２－７１  

パークプラザビル箕面１F 
725-8555  

● 久原医院 箕面６－１０－４３ 737-5031 11：00～12：00 预约。可电话预约。 

● 箕面正井病院 箕面６－４－３９ 721-3294 电话预约限工作日，周一～周五 13：00～14：30 

● 白藤診療所▲ 箕面６－４－４６みのおメイトビル１０１ 737-8910  

 島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箕面６－４－４６みのおメイト２０３ 720-0550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 あねがわ内科▲ 箕面６－５－７くもんぴあ箕面ビル２F 724-3767  

● 石井整形外科 箕面６－５－７くもんぴあ箕面３F 722-0543  

 のむらペインクリニック 箕面６－５－７くもんぴあ箕面３F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仅 11：00～12：00 可电话预约 

● すま皮フ科クリニック 箕面６－５－７くもんぴあ箕面３F  关于预约请参看本院主页 

 もみじ在宅診療所 西小路５－４－１８ 720-0050 预约需前来（15:30～17:00） 

● もんた内科クリニック▲ 西小路５－５－１８ 722-5855 周二・周三 12：00～13：00（节假日可能有变更） 

● 武田クリニック▲ 百楽荘２－２－１ 724-3555 接种时间 12：00～13：00 

 箕面レディースクリニック分院 小児科▲ 牧落３－４－１０ 720-7172  



● かのう内科クリニック 牧落３－１４－１９ 737-6555  

 箕面レディースクリニック 牧落３－３－ 33 723-0351 仅限女性 

● 相原病院▲ 牧落３－４－３０ 723-9019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次的人 

 中井胃腸科医院 稲１－１３－９ 723-8888 仅限前来预约 

 田中内科医院▲ 萱野３－５－７ 722-8611  

 船場西ばばクリニック▲ 船場西１－６－7 三羽鶴ビル２F 729-0148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 

 首藤内科クリニック 船場西１－８－９ 728-7353  

 大黒医院▲ 船場西２－２－１ ニューエリモビル１Ｆ 727-5210  

 大石クリニック▲ 
船場西３－６－３２ 

箕面船場クリニックビル３０２室 
728-0018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参看当院网页） 

● もりあきクリニック 船場西３－８－１１ＣＯＭプラザ１Ｆ 726-0078  

 ＣＯＭ内科クリニック 船場東２－５－４７ＣＯＭ３館４F 730-5600 受理时间 11：00～12：00 

 西本内科▲ 坊島３－１９－１１ 723-3450  

● さかもと医院▲ 坊島４－１－２４ Ｗ２－１０１ 724-2023 预约：工作日诊疗时间 仅限电话 

● きむらクリニックしんまち分院 森町中１－１－６箕面森町地区センター内 733-2255  

 中川クリニックしんまち診療所 森町中３－９－７ 070-1839-9373 受理预约 10:00～15:00 

 印どうメディカルクリニック 白島１－１５－５ 724-2824  

 ながい内科循環器内科クリニック 白島１－２－１５ラポール白島３F 727-2121 受理时间 16:00～17:30 

 つちたにこどもくりにっく▲ 粟生外院１－１１－１９ 729-8882  

 ほそいクリニック 粟生外院１－４－１３ 727-0234  

 共立さわらぎ産婦人科（女性のみ）  粟生外院６－３－５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 

 うえだメディカル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１－１－６ー２F 737-6865 周一下午接种 

● みなみ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１－１－１２ 768-8120 关于预约请看本院主页 

● 荒木医院▲ 粟生間谷西２－６－４－１０１ 729-6563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 

 かすがい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２－８－７－１０４ 729-5500  

● 仁寿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３－１５－１０ 700-1499 接种日周一、周四、周六下午，需要预约 

● 横山スマイル内科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３－７－７ 726-4580  

 おざわ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西３－７－９シャトー野間１F 730-0721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 

● ガラシア病院 粟生間谷西６－１４－１ 729-2345  

● くさか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東１－３３－３フィールズ箕面１F 749-3717 2022 年 2 月开始。仅限电话预约 

 みほクリニック 粟生間谷東５－２５－２３ 726-0909 仅限柜台申请 

● カンナ外院クリニック 外院２－１４－１ ＭＫビル２F 726-8739 仅受理电话预约。９：30～12：00 

● 内科外科にいみ医院 小野原西５－１２－３２ティンガルコート１F 735-7150 1/11 开始预约（仅限前来） 2/1～开始接种 

● 滝沢小児科▲ 小野原西６－１２－１岩永ビル１F１０３ 729-3455 
电话预约，周一～周五 11：30～12：00 

周二、周四接种 

● 石田クリニック▲ 小野原東４－２７－３３ドムス小野原１F 727-1177  

 すみ内科クリニック 小野原東５－２－８アネックス箕面１F 727-2100 仅限在此院接种过 2 次的人 

 砂田医院▲ 
小野原東５－４－１２ 

小野原サンハイツ１F－Ｂ 
728-9660 需前来预约，仅限在本院接种过的人 

※接种日期和时间以各医疗机构就诊的日期和时间为准。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希望接种的医疗机构。 



 

7、接种当天需要携带的物品 

 

① 接种完了证明 

② 接种券（优惠券） 

③ 填写了必要信息的初步医检表（予诊票） 

※请查看并参考初步医检表（予诊票）的译文（有 17 种语言），填写日语版的予诊票。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vaccine_tagengo.html 

④ 身份证明文件（驾驶执照，健康保险卡，长期护理保险卡，居留卡等） 

・请仔细阅读随附的疫苗说明（附件），接种日请携带疫苗接种完了证明、附疗疫苗接种券的预诊票和可证明是

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请注意，如果忘记了疫苗接种券、身份证明文件，可能无法接种。  

・追加接种（第 3 次接种）时，如果仅进行预检没有接种，请重新申请开具带有接种券的预检单。 

・如果因潜在疾病或疾病正在接受治疗，请提前咨询担当的医生。 

・除正在住院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市外医疗机构接种的人外，请尽可能在箕面市内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个体医疗

机构接种。 

・在箕面市内接种有困难的人，如单身赴任的人等，需要提前通知居住地的市町村，提交居住地以外接种的申报。

在地址以外（箕面市外）进行第 1 次和第 2 次预防接种的人，需要另行提交追加接种申报（详细的申报方法和

开具申报完了证的方法，请参阅市的主页）。 

・这次发送的接种完了证明和带有接种券的预诊单，在完成接种前请妥善保存不要弄丢。 

<注意> 如果接种了流感等其他疫苗，则必须间隔至少 2 周以上才能接种新冠疫苗。 

8、接种费用：免费 

 

但是，因接种疫苗而感到不适接受处置（包括当天）时，将使用医疗保险（需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如果

适用疫苗接种健康损害救济制度，将成为日后退款和赔偿的对象。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vaccine_tagengo.html


 

发生副反应时的联系部门 

●接种疫苗的医疗机构或日常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 

● 夜间和节假日请联系在大阪府设立的专门咨询处。 

・电话号码：06-6635-2047 或 0570-012-336 

・咨询受理时间：24 小时（周六、周日、节假日也可以） 

・如果有听力障碍，请传真至以下号码与我们联系。 

大阪府新冠病毒疫苗专用咨询窗口 

传真号码：06-6641-0072 

接种后的就诊体制 

●接种疫苗的医疗机构或日常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 

●夜间及节假日可到以下医疗机构就诊。 

・ 丰能广域儿童突发疾病中心（初中生以下儿童） 

电话 072-729-1981（就诊前无需联系） 

工作日：19：00-，周六：15：00-，周日和节假日：9：00- 

均受理至次日 6:30（拥堵状态可在首页确认） 

・箕面市立医院电话 072-728-2001（就诊时需要联系） 

丰能广域儿童突发疾病中心的诊疗时间以外的时间 

 



9、联系方式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呼叫中心 

咨询专用号码 072-727-6865 

周一～周六〔节假日除外〕上午 9 点～下午 5 点 

预想电话将很难拨通，请见谅 

 

因语言或听力障碍不方便通过电话问询的人，可以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问询。 

FAX：072-727-3539 电子邮件：covid19kenkou-soudan@maple.city.minoh.lg.jp 

 

多语种咨询 

●多语种箕面市新冠疫苗接种信息页面+ 

http://www.city.minoh.lg.jp/kenkou/covid19vaccine/index.html#english 

 

●如需要多语种咨询，请与箕面市国际交流协会 MAFGA 联系 

箕面市国际交流协会（MAFGA） 

电话：072-727-6912 

Email：soudan@mafga.or.jp 

URL：https://portal.mafga.or.jp 

mailto:covid19kenkou-soudan@maple.city.minoh.lg.jp
mailto:soudan@mafga.or.jp
https://portal.mafga.or.jp/


 

箕面市 保健福利部地域保健室 

电话：072-727-9507  

FAX：072-727-3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