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 育 所 利 用 指 南 
（致居住在南区的各位家长） 

★★南区役所有口译志愿者★★ 

※结束时间１５分钟之前停止受理。

※口译免费。

英语 中文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五 

从星期一 

至星期五 

时间 
９时～１２时 

１３时～１７时 
１３时～１７时 

受理 
南区役所公关咨询组 

（南区役所１层１号窗口） 

电话 ０４５－３４１－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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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办理保育所手续的地方 

南区役所 儿童家庭支援课 ２层２５号窗口 

（还可申请南区以外的保育所） 

地图 

能够办理保育所手续的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４５～１７：００

能够办理手续的人

孩子的家长

京急 黄金町站 地铁 阪东桥站

南区综合办公大楼前公共

不擅长日语的人

士，请与区役所

的口译志愿者一

同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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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家庭及孩子的状况，提供各种各样的保育设施和服务，首先请前来区役所进

行咨询。 

利用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小规模・家庭式保育事业之时，需要有就业、生

育、患病、求职、上学等事由。 

请注意，关于幼儿园、认可外保育设施、横滨保育室，请勿向区役所，而是直接

向各设施进行申请。 

申请窗口 保育所等 对象年龄（※） 

区役所 

申请书在区役所发放。

认可保育所 ０～５岁儿童 

认定儿童园 ０～５岁儿童 

小规模保育事业 

家庭式保育事业 
０～２岁儿童 

各设施 

申请手续请直接向各设施

进行咨询。

认可外保育设施 ０～５岁儿童 

横滨保育室 ０～２岁儿童 

幼儿园 ３～５岁儿童 

※请注意，根据设施的不同，可开始接收的年龄存在差异。

※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２０年３月）各年龄段班级如下所示。

０岁儿童：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

１岁儿童：２０１７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

２岁儿童：２０１６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３岁儿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

４岁儿童：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

５岁儿童：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

１ 希望委托照看孩子 

Ｑ 小规模・家庭式保育事业只到２岁儿童班， 

３岁以后儿童可委托哪里照看？ 

Ａ 关于３岁以后儿童班级，小规模・家庭式保育事业与 

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幼儿园其中之一合作开办 

设施（※），请升入合作设施，或者２岁儿童班毕业时 

重新进行申请。 

※有时会出现无法升入希望的合作设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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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４月开始利用（※１）时，需要在上一年的１０月上旬～１１月上旬（※２）

期间进行申请。 

年度途中开始委托照看之时，请在上一个月的截至日期之前进行申请。 

※１ ４月的可入园人数最多。

※２ 详细日程每年８月前后将会通过网页等进行告知。

＜参考＞ 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２０年３月）的申请时期如下所

示。只需一次申请，该申请在该年度内有效。 

利用开始月 申请开始日 申请截至日 

★第一轮申请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２日（五）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９日（五） 

（南区的截至日） 

★第二轮申请

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４日（五） 

２０１９年 ２月 ８日（五） 

（南区的截至日） 

２０１９年 ５月 ２０１９年 ３月１１日（一） ２０１９年 ４月１０日（三）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０１９年 ４月１１日（四） ２０１９年 ５月１０日（五）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２０１９年 ５月１３日（一） ２０１９年 ６月１０日（一） 

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２０１９年 ６月１１日（二） 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０日（三） 

２０１９年 ９月 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１日（四） 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９日（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２０１９年 ８月１３日（二） ２０１９年 ９月１０日（二）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２０１９年 ９月１１日（三）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五）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８日（五）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二） 

２０２０年 ２月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１日（三）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１０日（五） 

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１４日（二） ２０２０年 ２月１０日（一） 

４月入园（第一轮申请）的空缺人数于申请开始日（上一年的１０月上旬前后）

公布，请向区役所进行询问。４月入园之外于入园开始月的上一个月上旬公布。 

并且，即使空缺人数为０名，也可进行申请。 

３ 保育所的空缺人数 

２ 申请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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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小规模・家庭式保育事业的保育费根据家长双方的市

民税金额进行决定。具体金额请通过横滨市儿童・育儿支援新制度利用费（保育费）

一览（横浜市子ども・子育て支援新制度利用料（保育料））进行确认。（如果不了

解如何查看，请向区役所进行咨询。） 

并且，因居住在海外（或者曾经居住在海外）而没有日本国内税务信息的家长，

需要提交能够证明在海外的收入金额的资料。请注意，无法提交能够证明收入的资

料之时，将按照最高额设定保育费。 

４ 保育费 

★关于幼儿教育・保育的无偿化★

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开始，幼儿教育实行无偿化。

【咨询】 无偿化专用热线（仅限日语）

０４５-８４０-６０６４

（开设时间：上午８时至下午８时（包括周六、周日及节假日）） 

【幼儿教育无偿化的要点】 

① 幼儿园、认定儿童园、认可保育所等

３～５岁儿童班级的所有儿童的利用费实行无偿化。

０～２岁儿童班级的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儿童实行无偿化。

② 幼儿园的受托保育（仅限获得保育必要性认定的情况）

３～５岁儿童班级的儿童的利用费在月额１１,３００日元以内实行无偿化。

③ 认可外保育施設等（仅限获得保育必要性认定的情况）

３～５岁儿童班级的儿童，未利用保育所等之时，利用费在月额３７,０００日

元以内实行无偿化。

０～２岁儿童班级的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儿童的利用费在月额４２,０００日元

以内实行无偿化。

④ 残障儿童日间照看设施等

３～５岁儿童班级的儿童的利用费实行无偿化。

⑤ 横滨保育室

０～２岁儿童班级的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儿童的利用费实行无偿化。

３～５岁儿童班级的儿童的利用费与认可外保育设施同样对待。

⑥ 年度限定保育事业

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的１・２岁儿童班级的儿童的利用费实行无偿化。

⑦ 企业主导型保育设施

３～５岁儿童班级及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的０～２岁儿童班级的儿童的标准利用费

实行无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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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家庭及儿童的状况，决定进入保育所的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的基准记载在

“横滨市保育所等利用指南”内。 

利用指南仅有日语版，因此，如果阅读困难，请前来区役所，将就排序基准进行

说明。 

并且，万一申请资料之中进行了虚假的记载，以及与申请之时相比状况发生了变

化（工作时间减少等）而未重新进行申请，则有肯能无法再利用保育所进行照看。

并且，保育所需费用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有可能被横滨市要求返还，敬请注意。 

以未利用保育所的未就学儿童为对象，提供下列临时保育服务（收费）。 

希望利用之时，请确认临时保育实施设施一览（一時保育実施施設一覧），直接

向各保育所进行申请。 

并且，根据利用人员，有时会被限制利用，敬请注意。 

种类 内容 利用限度 

非固定形态保育 

（非定型的保育） 

对于因家长等就业、职业培训及

就学等，而断续性的难以在家庭

之中进行保育的儿童，受托进行

照看。 

每周３天或者每月

１２０小时以内 

紧急保育 

（緊急保育） 

对于因家长等患病、住院、婚丧嫁

娶等不得已理由，而需要紧急临

时保育的儿童，受托进行照看。 
１次连续１４天 

以内 

放松保育 

（リフレッシュ保育）

为了消除家长因育儿而产生的身

体及心理的负担，而临时受托照

看儿童。 １次申请１天以内 

６ 临时保育 

５ 保育所入园排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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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发生变化、搬家、家庭成员增加等，生活发生变化之时，需要提交申请书。

各种申请书在区役所窗口进行发放。 

从提交申请书之月的次月开始，按照变更后的情况加以适用。 

利用状況 提交窗口 

利用保育所的人士 保育所所在区的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 

正在申请利用保育所的人士 居住地所在区的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 

符合下列情况时，请务必在需要开始变更之月的上一个月之前进行申请。具体

申请方法请向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进行咨询。 

需要申请的情况 

将搬家到横滨市外（出国到海外） 

在横滨市内搬了家 

离婚、结婚、同住家人增减等 

辞去了工作（正在求职中） 

工作发生量变化、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发生了变化等 

希望变更保育标准时间／保育短时间利用 

开始休产假 

结束育儿休假将恢复上班 

获准进行育儿休假的情况下，对于已在利用保育所的孩子，希望继续利用之时 

居住在横滨市之外的人士，在该市区町村被课税的市民税金额发生了变更 

孩子的兄弟姐妹利用认可保育所等以外的多子减轻对象设施・事业（或者停止利

用） 

不在需要申请利用 

将不再利用保育所 

失去了发放认定必要 

希望转园 

家庭状况发生其他变化 

７ 出现下列情况时请务必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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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请告知孩子需要特别支援之时，如何 

办理手续。 

Ｑ 是否可在孩子出生之前进行４月入园申请？ 

８ 常见问题 

Ｑ 星期六也可利用保育所吗？ 

保育所是否可休园？ 

Ａ 孩子符合下列情况之时，请务必在申请进入保育所之 

前，向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进行咨询。 

・ 患有残障及严重的食物过敏之时

・ 对于心身状态及发育情况有在意之处及担心之时

・ 在体检及在医疗机构就诊时被指出过需要特别支援之时

・ 其他需要特别支援的情况

Ａ 仅限４月的第１轮申请，在出生之前也可进

行暂时申请，但出生后还需要进行正式申请。 

关于正式申请的期限，请向区役所进行咨询。 

Ａ 仅限父母双方均工作的情况下，星期六也可

利用保育所。 

并且，保育所没有休园制度。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发行 南区役所 儿童家庭支援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