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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护理、福祉  

・・・・・・・・・・・・・・・・・・・・・・・・・・・・・・・・・・・・

 护理服务、护理保险   

护理服务 

护理保险科 ☎ 23-6682 FAX 23-6520

设施服务 

对象 

要护理

1～5 

要支援

1・２ 

护理老人福利设施（特別养护老人之

家）※1 

提供在家护理困难的需要护理人员的沐浴、排泄、

饮食等方面的护理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照

顾，功能训练、健康管理、疗养上的照顾。 

○ 

护理老人保健设施 

对病情稳定，需要接受为出院回家进行康复训练

的要护理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功能训练和其他医

疗服务、日常生活上的照顾。 

○ 

护理医疗院 

向病情稳定，需要长期疗养的要护理人员提供疗

养期间的管理、看护、护理、其他照顾、功能训

练、其他医疗服务 

○ 

在家服务 

上门护理（居家帮扶） 
由家庭护理员或护理福利士等提供饮食、沐浴等

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 
○ 

上门沐浴护理、护理预防上门沐浴护理 使用移动沐浴车等提供沐浴护理 ○ ○ 

上门看护、护理预防上门看护 由护士提供疗养照顾或诊疗补助 ○ ○ 

上门康复训练、护理预防上门康复训练 理疗师等进行身心功能保持、恢复的康复训练 ○ ○ 

在家疗养管理指导、护理预防在家疗养

管理指导 

医生、齿科医生、药剂师等提供疗养方面的管理

和指导 
○ ○ 

到设施去接受护理（日间服务） 
定员 19 人以上的提供日间包天护理的设施，提供

饮食、沐浴等日常生活的照顾、功能训练 
○ 

到康复设施接受康复训练或护理预防

康复训练（日间护理） 

在护理老人保健设施等提供身心功能保持、恢复

所需的康复训练 
○ ○ 

短期居住疗养生活护理、护理预防短期

居住疗养生活护理（短期居住疗养护

理） 

通过在护理老人福利设施等的短期居住疗养，提

供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照顾 ○ ○ 

短期居住疗养护理、护理预防短期居住

疗养护理（短期居住疗养护理） 

通过在护理老人保健设施、医院等的短期居住疗

养，提供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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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护理预防特

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 

为入住有偿老人之家和低额老人之家（护理之家）

的老人提供沐浴、排泄、饮食等方面的护理及其

他生活方面照顾、功能训练、疗养照顾 

○ ○ 

福利用品租赁、护理预防福利用品租赁
出租轮椅和特殊寝具（床）等（轻度护理的病人

有可能不适用护理保险） 
○ ○ 

居家护理福利用品购置费支付、护理预

防福利用品购置费 

靠租赁不能对应的沐浴、排泄等日常生活必须的

福利用品购置费的支付。 
○ ○ 

住宅装修费 
安装把手、消除高低差等小规模住宅装修费用的

支付。 
○ ○ 

预防专门型上门服务 身体护理 ○

生活支援型上门服务 日常打扫、做饭、洗衣・买东西支援等 ○

求助支援型上门服务 换灯泡・挪动家具、除草等生活帮助支援 ○

预防专门型去设施接受服务 

（日间服务）※2 
机能训练、娱乐活动、洗浴 ○

短期集中型到设施去接受服务 
到设施去和上门服务二者结合的物理医疗指导为

中心的支援服务 
○

 地区密集型服务 

定期巡视、随时对应型上门护理看护 上门护理和护理看护合作进行短时间定期巡视型

访问看护和随时对应型上门看护 
○ 

地区密集型包天护理 在定员 18人以下的日间护理设施，提供饮食、沐

浴等日常生活的照顾、功能训练 
○ 

到痴呆症对应型设施或护理预防痴呆

症对应型设施去接受护理 

为痴呆症对应型日间服务中心的患有痴呆症的需

要护理的人提供日常必要的照顾和功能训练 
○ ○ 

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家护理、护理预防小

规模多功能型居家护理 

以“去日间设施”为主，“上门”和“住宿”型护

理相结合，提供沐浴、排泄、饮食护理和功能训

练 

○ ○ 

痴呆症对应型共同生活护理、护理预防

痴呆症对应型共同生活护理（集体家

庭） 

对共同生活的痴呆症要护理患者提供沐浴、排泄、

饮食护理，以及其他生活方面的照顾和功能训练

（要支援１的患者除外） 

○ 
要支援

２ 

地区密集型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 为入住人数为29人以下的有偿老人之家等的入住

者提供排泄、饮食等护理、其他生活方面的照顾

和功能训练、疗养方面的照顾 

○ 

地区密集型护理老人福利设施入住者

生活护理 ※1 

为入住人数为29人以下的护理老人福利设施等的

入住者提供排泄、饮食等护理、其他生活方面的

照顾和功能训练、疗养方面的照顾 

○ 

※1原则上仅限于要护理级别为３～５的人。要护理１・２的人申请特例入所时有 

条件限制。 

※2 要护理级别为２和要护理级别为１或者有关事业单位认为需要支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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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投保者 

护理保险科 ☎ 23-6647 FAX 23-6520

第１号被保人（满 65 岁以上的老人） 

【保险给付】卧床或患痴呆症等，日常生活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享受本保险。 

【保 险 费】根据收入计算。从养老金中控除或凭缴纳单缴纳。 

第２号被保人（40 岁以上 65 岁未满的医疗保险投保人） 

【保险给付】因为早老性痴呆症或脑血管疾病等被指定的 16 种特定疾病，需要护 

理的投保人可以享受本保险。 

【保 险 费】根据所加入的医疗保险而不同。详情请咨询您所加入的医疗保险单 

位。 

如何接受保险给付（护理服务） 

护理保险科 ☎ 23-6683 FAX 23-6520

【步骤１】本人或家人向市政府或分所提交需要护理・需要支援认定申请书（在 

各支所不受理初次申请的人以及要护理级别为１和 2 的更新申请。初

次申请的人请向当地的包括支援中心询问）。 

【步骤２】受理申請书后，市政府调查员会进行家访，调查患者本人的身心状况 

和日常生活的自立程度。还要提交本人主治医生（经常就诊的医生） 

的意见书。 

【步骤３】召开专家组成的“岡崎市护理认定审查会”，根据调查结果和主治医生 

意见书判定要护理程度并通知患者本人。 

・・・・・・・・・・・・・・・・・・・・・・・・・・・・・・・・・・・・

残疾人服务  

各种补助、补贴

各种补贴・扶助 障碍福祉科 ☎ 23-6154 FAX 25-7650

残疾人手册 

享受各种福祉服务时需要提示残疾人手册。 

身心残障人士福祉扶助费 

 向持有身体残障者手册、医疗保育手册、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人支付。 

有所得・年龄限制。强制进入设施的人不在此例。 

特别残疾人补助

向 20 岁以上、平时日常生活需要护理的重度障碍者支付。有所得上的限制。住

院 3个月以上以及已经入住设施的人除外。 



岡崎市民便利手册 2020 ＜汉语＞

〔9〕健康、医疗、福祉 ＜９＞－４ 

残障儿童福祉补助 

20 岁以下，持有一级身体障碍手册或二级的一部分、疗育手册 A 的部分（IQ20

以下）以及同等程度的重度障碍儿童（需要附加诊断书）均可以获得。障碍基础

年金受领者、入住在设施的人除外。 

居家重度障碍者补助

  持有 1 或 2级身体障碍者手册、疗育手册 IQ35 以下、身体障碍者手册 3级和疗

育手册 IQ 以下的合并障碍者可以受领。有所得和年龄限制。 

特别障碍者补助或障碍儿童福祉补助受领者，住院 3 个月以上以及入住设施的

人除外。 

身心障碍者扶助共济制度 

  向抚养身心障碍者（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其死亡后每月支

付给被扶养者本人的年金制度。障碍者（儿童）先死亡时，按照加入时间一次性

支付给抚养人慰劳费。 

特别儿童抚养补贴 

 养育身心为中等障碍的 20 岁以儿童的人，可以获得支付。有所得限制。障碍者

年金受领儿童、入住在设施的儿童除外。 

障碍者出租车费用补助 

  持有 1～3 级身体障碍者手册、A・B 疗育手册、1・2 级精神障碍者保险福祉手册

的人可以获得补助券。已经获得汽车税或者小型汽车税减免的人除外。 

残疾人福祉服务 

持有身体障碍者手册或疗育手册的人，被判定为精神障碍者的人（需要提示精

神障碍者保健手册或自立支援医疗（精神通院）认定书或诊断书），患有国家认定

的疑难杂病的人，可以根据需要，享有居家帮扶和设施通院等服务。 

儿童通所支援服务 

  持有身体障碍者手册、疗育手册、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其中任何一种的 18

岁以下的人，被医疗机关认定有必要进行疗育和训练的人，有国家认定的疑难杂

病的患者，可以根据需要享有设施通所的服务。 

医疗补助 

医疗补助室 ☎ 23-6148 FAX 27-1160

身心障碍者医疗费补助 

向身体残疾人手册１～３级、含肾脏４级、进行性肌萎缩４～６级、疗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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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或Ｂ级判定（IQ 为 50 以下的残疾人）、被诊断为自闭症的人提供所付医保范围

内的一部分医疗补助。 

精神障碍者医疗补助 

向部分持精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 1、2、3级（残疾厚生养老金 3级 13 号以及

同等程度以上）的，并且通过自立支援医疗（精神科就诊）认定的人（住院时除

外）提供所付医保范围内的一部分医疗补助。

障碍者相谈事业所 

为了使残疾人能够自力更生、独立生活，进行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援助。 

事业所名称 地点等 责任范围（小学学区） 

冈崎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指定相谈支援事业所 

〒444-0044 康生路南 3丁目 56 

☎ 23-8938 FAX 23-7820

羽根 小豆坂 城南 冈崎 福冈 上地

六美中部 六美西部 六美南部 

NPO 法人冈崎自立生活中

心 PIAHAUSU 

〒444-0038 传马路 5丁目 47 

☎ 26-5080 FAX 26-5080

梅园 根石 爱宕 广幡 连尺 六名

三岛 龙美丘 

生活支援中心山中 

〒444-3511 传马路 5丁目 47 

☎ 48-1955 FAX 48-2023

男川 美合 绿丘 生平 秦梨 龙谷

藤川 山中 本宿 丰富 夏山 宫崎 

形埜 下山 

冈崎市福祉事业团 

福祉之村相谈支援事业所

〒444-0011 欠町字清水田 6-2 

（冈崎市福祉之村 友爱之家） 

☎ 83-5601 FAX 47-8989

井田 常盤南 常盤东 常盤 惠田 岩

津 大树寺 大门 奥殿 细川 矢作东

矢作北 北野 矢作西 矢作南 

・・・・・・・・・・・・・・・・・・・・・・・・・・・・・・・・・・・・

 老年人支援和服务  

各种支援服务 

护理预防・痴呆症预防教室 

长寿科 ☎ 23-6837 FAX 23-6520

【对象】满 65 岁以上 

【内容】在市内各地举办运动、改善营养、提高口腔功能等护理预防和防治痴呆 

方面的讲座。 

生气勃勃俱乐部・健康交流俱乐部 

长寿科 ☎ 23-6837 FAX 23-6520

【内容】作为一项地区性的活动，在学区市民站台定期举办体操和老年痴呆症预 

防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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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崎满足体操 

长寿科 ☎23-6837 FAX 23-6520

【对象】大约 65 岁以上 

【内容】每周举办一次。用铅坠做 6种锻炼肌肉的体操。同时对举行体操活动在 

内的团体设立给予支持帮助。 

住宅修理费的部分补助 

护理保险科 ☎ 23-6682 FAX 23-6520

【对象】护理保险支付对象等 

【内容】支付给申请补助的家庭每户 20 万日元的补助。仅限一次性补助。此外，

对其他工程的补助需要动工前申请。

敬老贺金礼品的赠送 

长寿科 ☎ 23-6149 FAX 23-6520

【内容】向 9月 1日现在住在市内的居民的 87 岁、99 岁以上老人赠送敬老祝贺金 

祝贺礼品。 

老年痴呆症事先登录制度 

长寿科 ☎ 23-6837 FAX 23-6520

【对象】有走失危险的痴呆症老人 

【内容】通过事先登录，在所属地区给予特殊看护。 

冈崎回家短信 

长寿科 ☎ 23-6837 FAX 23-6520

【内容】为了尽早发现走失的痴呆症老人，向登录有关信息的市民发送寻人启事 

进展信息。

老年人才中心 

☎ 23-8971 FAX 23-8596

举办以促进老年人雇佣，提升生活价值为目的的各项活动。 

想找工作的，想委托工作的市民，请电话垂询。 

【地 点】西厅舍地下 1 楼 

居家福利服务 

长寿科 ☎ 23-6147 FAX 23-65207

家庭护理用品购买补助金（成人纸尿片补助券） 

【对象】在自家接受护理的满 40 岁以上一直需要使用成人纸尿片的要护理 3、4、 

5 级的，市民税为非课税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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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额】每月 3,000 日元（在指定商店购买纸尿片商品券） 

在家卧床高龄者等慰问金 

【对象】接受在家护理的满 65 岁以上的要护理 4级或 5级的，市民税免税的老人。 

【支援金额】每月 5,000 日元（每年４月和 10 月支付） 

被褥洗涤干燥服务或被褥租赁服务（二选一） 

【对象】享受在家卧床高龄者等慰问金资格的老年人 

【内容】每年免费干洗并烘干被褥五次。或者免费外借一套被褥，并且每月免费 

更换一次。 

上门理容服务利用券（上门服务补助） 

【对 象】享受在家卧床高龄者等慰问金资格的老年人。 

【补助额】每次 2,000 日元，每年最多补助 6次。 

理容费用请直接咨询各个店铺。需要自己承担的部分也请询问理容店。 

交流日间护理服务 

【对象】65 岁以上的非护理保险对象。（仅限于额田地区） 

【内容】FUREAI 日间护理中心（樫山町）＝每月不超过３次 

【利用费用】１次 300 日元（不包括饮食费用） 

紧急通报装置的设置（租赁）

【对 象】发病需要紧急治疗时，无法自行求助的 65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 

【内 容】在自家电话上装置紧急情况时的通报系统。突发紧急情况时，该系统 

可以直接联系专业人员（热线电话）。 

看护送餐服务 

【对 象】年龄为 65岁以上，并且被认定需要护理的人（有同居家族时需要符合 

条件）。或者仅限 75 岁以上高龄老人居住的家庭。详细请咨询长寿科。 

【内 容】指定的业者会上门配送午餐或晚餐（旧额田地区为晚餐），并确认老人 

 的情况。 

【负担金】每餐 350 日元 

看护送餐（白天独居）服务 

【对 象】65 岁以上被认定需要护理级别１～５的人可以享受此服务。有同居家 

人但白天独自在家的人（同居家人及收入需要符合条件） 

【内 容】指定的业者上门配送午餐或晚餐（旧额田地区为晚餐），并确认老人 

          的情况。 

【负担金】每餐 35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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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综合支援中心（市内 20 处） 

为在该地区生活的老人提供护理、福利、保健、医疗等方面的综合服务设施。 

护理主任、保健师、社会福利师将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护理预防服务介绍、制 

定护理计划、提供福利服务和护理方面的咨询服务、成年监护制度介绍、支援虐 

待预防和发现虐待行为等服务。各地区分设综合支援中心，并进行家访。第一 

次咨询可以在任何一个中心进行。欢迎来电垂询。 

区域 名称 所在地 电话/FAX 
负责地区 

（小学校区） 

总厅 

中央地域福祉中心 梅园町寺里 5-1 
☎ 25-3199

FAX 25-7713
梅园 

日名 日名南町 20-3 
☎ 65-8555

FAX 66-0732
广幡 井田  

冈崎东 洞町向山 16-2 
☎ 84-5003

FAX 84-5037

根石 男川 生平 

秦梨 

真福 
真福寺町神田

100-1

☎ 66-2667

FAX 66-2677

常盤南 常盤东

常盤 

社会福祉协议会 康生通南 3-56 
☎ 23-1105

FAX 23-7820
连尺 爱宕 

龙美 龙美西１丁目 9-1 
☎ 55-0751

FAX 71-7452
三岛 龙美丘 

婴之里 中冈崎町 12-9 
☎ 22-3030

FAX 22-2700
六名 

冈崎 

菜花苑（NANOHANA） 福冈町四反田 26 
☎ 57-8087

FAX 57-8099
冈崎 福冈 

方形花园 羽根町中田 34 
☎ 57-1133

FAX 57-0133
羽根 城南  

藤花（FUJI） 美合町下长根 2-1 
☎ 55-0192

FAX 55-6598
上地 小豆坂  

大平 高龄者中心冈崎 美合町下长根 2-1 
☎ 55-8399

FAX 55-0105
美合 绿丘 

岩津 

北部地域福祉中心 岩津町西坂 54-1 
☎ 45-1699

FAX 45-8791

惠田 奥殿 细川

岩津 

樱花（SAKURA） 堂前町 2丁目 2-18
☎ 73-3377

FAX.73-3339
大树寺 大门  

失作 

失作苑 上佐佐木町大官 49
☎ 34-2345

FAX 47-7039
失作南 

西部地域福祉中心 宇头町小薮 70-1 
☎ 32-0199

FAX 34-3212
失作东 失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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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目 桥目町惠香 18-1 
☎ 33-5610

FAX 33-5605
失作北 北野  

六美 

南部地域福祉中心 下青野町天神 78 
☎ 43-6299

FAX 43-6781

六美北部 六美西

部 

六美 
合欢木町上乡间

337-1

☎ 57-6288

FAX 43-0201

六美中部 六美南

部 

东部 东部地域福祉中心 山纲町中柴 1 
☎ 48-8099

FAX 48-8096

龙谷 藤川 山中 

本宿    

额田 额田 
樫山町字山ノ神

21-1（额田中心内）

☎ 82-3129

FAX 82-3129

丰富 夏山 宫崎  

形埜 下山 

※不清楚自己的所属地区时，请垂询长寿科（☎ 23-6774 FAX 23-6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