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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儿支援  

保育园・儿童园 

保育科 � 23-6144 FAX 23-6540

年度初始的入园申请会通过前一年 9 月份的市政公报（市政 DAYORI）公布。关

于年度中途的入园申请，请个别联系各保育园和儿童园（有人数限制）。有部分保

育园提供临时托儿和延时服务。详情请咨询保育科、各保育园、儿童园以及市里

的有关网页。 

综合育儿支援中心 

城北保育园３楼 � 26-0706 FAX 26-6711

育儿商谈 

关于孩子的生活习惯、入园等育儿方面的烦恼，可以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向

专业人士咨询。 

游戏室・YOCHIYOCHI 室 

 入园前的孩子和父母可以使用的游乐场所。 

社交团体 

为儿童之间和父母之间认识和交流而创造机会的育儿社交活动支援 

讲座 

举办有助于育儿的讲座。

信息杂志“SUKUSUKU” 

每月发行一次育儿信息杂志“SUKUSUKU”。 

家庭支援中心 

家庭儿童科３楼 � 87-5050 FAX 87-5051

是一个由“愿意帮助照顾孩子的市民”和“希望有人帮助照顾孩子的市民”组

成，开展互帮互助的会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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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会员（希望获得帮助的会员） 

在冈崎居住或工作并有学龄前儿童的家长。 

援助会员（愿意提供帮助的会员） 

在冈崎居住，并可以在自己家中暂时帮助照看孩子的市民 

※可以同时注册委托会员和帮助会员的市民。 

※委托会员、双会员市民可以在讲习会后进行会员注册。

※注册时没有资格、经验和性别之分。 

会员间可以互助的主要内容 

・接送上保育园、幼儿园和儿童育成中心等设施，工作或外出期间临时照看孩子。 

・由于陪同看病或医院护理、红白喜事、区域活动、家长日等，无法带孩子出席 

的时候。 

※无法提供住宿或照顾病患儿童帮助。 

儿童育成中心 

儿童育成科 � 23-6330 FAX 23-7292

监护人因工作等原因白天不在家时，提供保育的专门设施。 

【对 象】父母不在家时的小学生 

【保育费】每月 7,000 日元 

【时  间】放学后～19 点 

※星期六（只限于部分中心营业）8点～19 点 

学校换休日・儿童日等长假期间（春假、暑假、寒假）的星期一～ 

星期五的 7点半～19 点  

※7 点半～8点使用时需另付费  

【申 请】11 月公开募集。有空缺的设施可以随时申请。 

＊＊＊＊＊＊＊＊＊＊＊＊＊＊＊＊＊＊＊＊＊＊＊＊＊＊＊＊＊＊＊＊＊＊＊ 

优惠多多！用“HAGUMIN 卡”购物 

儿童育成科 � 23-6820 FAX 23-6833

向未满 18 岁儿童家庭和孕妇发放“HAGUMIN 卡”。向合

作店出示该卡可以享受各种优惠。 

【申 请】儿童育成科（东厅舍 3楼）・各分所 

【携带资料】健康保险证、母子健康手册等可以证明申请人身份的资料。 

【其 他】不仅限于爱知县内，全国各个合作店均能使用。 

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合作店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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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儿童之家 

学区儿童之家儿童育成科 � 23-6694 FAX 23-7292

学区儿童之家是为小学生和学区住民准备的设施。市内共有 43 处。设施里设有

娱乐活动室和造型图书室。 

小学生使用时  

星期一～星期五：13 点～18 点（部分学区到 19 为止） 

星期六：10 点～18 点（部分学区 8点～18 点，部分学区 10 点～19 点） 

换休日以及长假期间：8点～18 点（部分学区 8点～19 点） 

星期日、节假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1月 3日）：不营业 

学区住民使用时 

小学生使用后～22 点（部分学区 21 点截止） 

小学生不使用时的 10 点～12 点也可使用。使用前需要事先在各设施团体登录。  

保育园育儿广场 

综合育儿支援中心 � 26-0706 FAX 26-6711

开放一部分保育园作为育儿广场。 

【对象】入园前儿童和监护人（不含保育园、幼儿园、儿童园这三种园内儿童） 

【时间】９点 30 分～11 点 30 分 

※设施有其他活动等的时候有可能停止广场使用。 

【実施日和实施保育园】

星期一・星期三…形埜 

星期二・星期四…下山 

星期三・星期四…美合 

星期二…六美南・绿丘・中园・大门・中岛 

星期三…井田・八帖・岩津・MINAMI・冈 

第二星期六…秦梨 

参照冈崎市网页…白鸠 

地区儿童支援中心 

综合育儿支援中心 � 26-0706 FAX 26-6711

可以在专用游戏室和部分庭院玩耍。有时定期举办迷你讲座。 

【时间】9：30～14：30 （受理时间 8：30～15：30） 

【实施保育园】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岩松・龙谷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岛坂・六美中学・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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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TUDOYI）广场 

综合育儿支援中心 � 26-0706 FAX 26-6711

在地区交流中心举办亲子交流、育儿资讯等各项活动。 

【时间】星期二～星期日 ９点～21 点（节假日的次日休息） 

※星期二～星期五的９点～16 点有保育师在。

【场地】北部地区交流中心·NAGOMIN（西藏前町） 

 南部地区交流中心·YORINAN（上地２丁目） 

   西部地区交流中心・YAHAGIKAN（矢作町） 

東部地区交流中心・MURASAKIKAN（藤川町） 

地区交流中心六美分馆・悠纪故乡（中岛町） 

・・・・・・・・・・・・・・・・・・・・・・・・・・・・・・・・・・・・

各种补助、补贴 

儿童补贴 

儿童育成科 � 23-6628 FAX 23-7279

支付给抚养孩子的家庭，支付期限到初中３年级为止（满 15 周岁后的第一个３

月 31 日为止）。（有所得限制） 

儿童医療费补助

医療补助费 � 23-6148 FAX 27-1160

补助孩子的医保治疗费的一部分，支付期限到初中 3年级为止满 15 周岁后的第

一个３月 31 日为止）。 

※ 从令和 2 年 9 月的诊疗费开始算起，直到 18 周岁那年的年末为止，其产生的

住院费也适用。 

孤儿补助

儿童育成科 � 23-6150 FAX 23-7279

补助给抚养失去父母双亲或父亲母亲一方的 18 岁以下的儿童（包括重度残疾。

进入特殊设施的儿童除外）的家庭（有收入限制）。 

令和 4 年 7 月开始播放！ 

育儿支援 SUKUSUKULINE 
为了能让孕妇放心生产和刚出生的婴儿茁壮成长，根据妊娠周数和孩子的发育

发育情况随时发送有利于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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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抚养补贴

儿童育成科 � 23-6150 FAX 23-7279

补助给抚养失去父母双亲或父亲母亲一方的 18 岁以下的儿童（包括重度残疾），

或身心方面有中度以上残疾的未满 20 岁儿童（已经进设施的儿童除外）的家庭（有

收入限制）。 

母子家庭等医疗费补助

医療助成室 � 23-6148 FAX 27-1160

为没有配偶（包括配偶有一定程度残疾）且正在抚养未满 18 岁子女的人及其子

女、没有父母的儿童（已经进设施的儿童除外）补助一部分医疗费。（有收入限制） 

・・・・・・・・・・・・・・・・・・・・・・・・・・・・・・・・・・・・

 学校教育  

入学・转校 

学校指导科 � 23-6425 FAX 23-6529

入学通知书 

  每年 9月由各个所在小学邮寄就学时健康诊断通知，1月由教育委员会邮寄入学

通知书到家中（因搬家而错过通知时期的各种通知将另行收到）。 

转校（根据居民移动报告指定转校地点） 

【由市外迁进时】

办理迁入手续时将收到「入学指定通知书」，所以要事先向迁入前所在学校索取「在 

学证明」，然后交到指定学校。 

【市 内 迁 居】

办理迁居手续时，将收到「入学指定通知书」，所以要事先向搬家前所在学校索取 

「在学证明」，然后交到指定学校。

【搬 到 市 外】在就读学校索取「在学证明」等有关资料后，再办理转出手续。 

奖学金制度 

教育政策科 � 23-6625 FAX 23-6558

奖学金（9月～１1月申请） 

在大学及专修学校学习过程中，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必要的学习资金贷款（一

年 40 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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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校等学费补助制度  

教育委员会总务科 � 23-6625 FAX 23-6558

学费补助（预计 10 月份申请） 

对在私立高中上学的学生家长给予（一年最多为 12000 日元的）学费补助费（所

得有限制）。 

就学援助制度 

学校指导科 � 23-6425 FAX 23-6529

对在初中小学就学的、经济困难的孩子，对其学习用品、伙食费、修学旅行费 

等进行援助的制度（所得有限制）。 

特別支援教育就学奖励制度  

学校指导科 � 23-6425 FAX 23-6529

为了减轻有中小学就学生的特别支援年级家庭或准特别支援家庭的经济负担，

实行对学习用品和伙食费等进行补助的制度（有收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