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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保育园的各种情况
　　在日本，父母因为工作，白天不能照顾学龄前的孩子，可以将孩子送进保育园。保育园是个什么样的

地方呢？怎么进保育园呢？明年度保育园的入园手续从 10 月开始申请办理。在此之前最好先了解或参观

一下保育园。＊保育园如果出现空余名额，在年度中间也可以随时办理入园手续。

向正在育儿的
家长

　　一天下午，我参观了寿福祉中心保育园，这里有很多外国背景的

孩子。孩子们刚刚睡完午觉，正在尽情地玩耍。年龄小的孩子在保育

士的身边晒着太阳，年龄大的孩子，有的在玩沙子，有的在玩玩具。

孩子们都说着日语。

　福富园长介绍说 ：“对刚来日本的孩子，保育士们会夹杂着手势进

行交流。孩子们语言学得很快，很快就会交上朋友。”孩子们的父母

每天接送孩子。福富园长说 ：“同乡的父母之间用母语交流他们在异

国他乡的生活和育儿经验。有的父母尽量跟我们说日语。我们当然会

热情地对待孩子和家长，尽量让他们感到，进了保育园就像回到自己

家一样。”

　很快就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孩子们见到妈妈一下子兴奋起来，说着

“明天见”，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举办生日会、联欢会、

年中节庆活动等。

　　“联欢会”上，孩子们用 6 国语言
演唱“小星星”，还有的妈妈禁不住流
下感动的眼泪。

＜保育园的一天（例子）＞
例如，孩子们这样在保育园度过。

乳儿 幼儿

7 ：30 ～
到保育园（父母送来孩子。有些保育园从 7
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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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0
～ 18 ：30

离开保育园（父母来接孩子。有些保育园可
延长到 18 ：30 以后）

在寿福祉センター保育所

请吃好吃
的米饭！

老师，
我也要～

今天的情况
怎样？

很健康哟

一起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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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园须知
●保育园有各种类型
　　主要有以下种类的保育园，都各具特色。（　　）中为区内的数目，（※）的内容根据保育园有所不同。

①認可保育所（25 所）
根据法律规定设施规模、内容、保育士人数
等的儿童福利设施

②小規模保育事業（6 所） 
　 家庭式保育事業（１所）
在小规模环境下进行细致保育 

③横浜保育室（9 所）
符合横滨市独自标准的保育设施

适用年龄
（截止 4 月 1 日）

0 ～ 5 岁（※） 0 ～ 2 岁 0 ～ 2 岁（有些保育设施可 3 岁以上）（※）

规模 20 ～ 150 人（※） 3 ～ 19 人（※） 20 ～ 70 人（※）

保育时间 7:30 ～ 18:30（11 小时）、有些从 8:30 或 9:00 起 8 小时。还有些可早晚延长保育（※）
7:30 ～ 18:30（星期六 15:30 为止）。还有
些可早晚延长保育（※）

伙食
未满 3 岁供应伙食，3 岁以上一般自带主食

（※）
原则上供应伙食 (※） 供应伙食

保育费
（１个月）

77.500 日元～ 0 日元 58,100 日元～ 0 日元
上限为 58,100 日元（※）
根据收入可申请减免补助

申请地点 区役所 区役所 各保育设施

① ②向区役所申请后，横浜市进行审查，申请人数多时进行调整。11 月进行下一年度的入园统一报名，年度中途也可以进行申请。③请向各保育设施
直接申请。

●  如果达到入托条件，就可以申请保育园。
　　具体有以下情况
★ 一天工作 4小时以上、每月 16 天以上工作时→最长至小

学入学前
★需要生育准备或生育后休养时→产前产后各 8 个星期
★ 因生病或残障、护理病人或残障者等，自己无法保育时→

不再需要疗养或护理之前
★大学、专科学校、职业培训学校上学时→上学期间
★寻找工作时→３个月以内

●想了解各保育园地址时 
　　请向区役所 5 楼 54 番こども家庭支援（儿童家庭支援）
课询问。“中区保育所入托指南（中文·日文）”中也有保育
园一览。 

● 不正式入托，您也可以短时间利用保育园。
　　因打工，去美容院，参加婚庆葬礼等原因，可使用“一
時保育（临时保育）”。区内 14 所认可保育所和 7 所横滨保
育所接受临时保育。先必须在保育园办理登录。需收费。也
可以在正式申请保育园之前先尝试临时保育。

幼稚園（幼儿园）
和保育园的区别
　　学龄前儿童可以进的地方还有幼儿园。
幼儿园是教育设施，不需要入托资格。入园年龄为３～５( 截
止 4 月 1 日 ) 岁。教育时间比保育园短，9 时左右～ 14 时
左右，大多数幼儿园需要自带便当。夏季、冬季、春季有
长假。入园费为 25,200 日元～ 0 日元（根据市民税额。另
外还需要园服费和教材费）。
＜預かり保育（寄托保育）＞ 区内还有 6 所幼儿园进行“寄
托保育 ”，可在幼儿园教育时间的前后、 早上 7 时 30 分至
傍晚 18 时 30 分（星期六 15 时 30 分）寄托孩子。 需进行
保育必要性的审查，另需保育费。请向各幼儿园申请。

【问询】こども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局子育て支援（育儿
支援）课　电话 ：045-671-2084（使用日语 )

区役所有“保育・教育コンシェルジュ
（保育教育咨询接待人员）”

　　若想详细了解保育园或者想个别咨询时，请咨

询“保育·教育咨询接待人员”。需要口译者请在

以下咨询日预约咨询口译。

关于“中区保育所入托指南”的索取、入托申请、临时保育、咨询接待人员的咨询等详细情况，
可联系中区役所 5 楼 54 番こども家庭支援（儿童家庭支援）课 电话 ：045-224-8198（使用日语）。

～中区地域子育て支援拠点のんびりんこ（中区地区育儿支援据点）～

用日语交流
　　日语为非母语的父母和孩子，为他们举办的使用简单日语，了解日本节庆文化

活动。无需申请。当天直接去会场。
●举办日 ：毎月第 1 个星期四 14 ：00 ～ 15 ：00

●地点 ：のんびりんこ（関内站前セルテ 9 楼）

＊“のんびりんこ”是学龄前儿童与父母自由活动交流场所。备有画册和玩具，也

有哺乳和换尿布处。也可以自带便当和饮料。
＜中区地区育儿支援据点のんびりんこ 电话 ：045-663-9715 ＞

快乐地玩
耍吧！



3

帮助介绍区役所业务、窗口的翻译、在获取各种证明时填写申请表等。

对于用日语办理手续感到不便的人，可向此服务员求助。
国际服务员　区役所 2 楼 22 窗口

（中文）8:45 〜15:45　（英文）10:00〜17:00

这可怎么办！！
疑问解答

6月收到了国民健康保险料（国民健康保险费）
的通知，保险费比去年高了许多，令人吃惊。收
入并没有增加，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伴随着保险费计算方法的变动，设定的 2 年过
渡期今年正好结束。

市·县民税（第 2 期部分）的缴纳期限是 8 月 31 日（星期一）。
收到市·县民税纳税通知书的人，请在此日之前到便利店（仅限印有条形码的通知书）、或银行等支付第 2 期部分的税金。
若使用账户转账的方法则更方便。

児童扶養手当（儿童抚养津贴）的现
况申报截止日期为８月31日

毎年８月需确认津贴领取人的现况，所有
领取人须提交现况申报。截止期前如不办
理手续，就会影响以后的津贴发放，因此
请务必办理手续。关于现况申报的提交方
法及需准备的资料，我们将分别邮寄通知

（日语），请予以确认。
【儿童抚养津贴的集中受理期】

8 月 12 日（星期三）～ 14 日（星期五）9：
00 ～ 11 ：00、13 ：00 ～ 15 ：00（地点 ：
中区役所 7 楼会议室）
＜中区役所儿童家庭支援课 电话：045-
224-8171 ＞

横浜市立小学的入学方法
2009 年 4 月 2 日～ 2010 年 4 月 1 日出生
的孩子明年 4 月起就可以上小学。我们会
在 9 月向有此年龄段的外国籍孩子家庭邮
寄“入学案内（入学指南）（日语）”。如
希望进入横滨市立小学上学，请带上此

“入学指南”或者孩子的居留卡前往区役
所２楼登録担当（23号窗口）办理手续。
未办理住民登录者收不到“入学指南”，
因此请向登録担当咨询。
●学校指导
区役所办理完手续后，在分馆中区国际交
流处将用英语、中文等进行日本学校制度、
与母国的学校和习惯的差异、入学必须准
备的东西等的个别说明（免费）。
※日本国籍者 10 月中旬将收到“就学通

知”。 虽不需要办理手续，但通知书上有
体检说明，因此请在指定日期接受体检。
※双重国籍者若进入外国人学校上学时
请务必与登録担当联系。
＜中区役所登録担当 电话：045-224-
8295 ＞

发送 “マイナンバー（个人编号）”
通知

2016 年起报税和加入健康保险等需要个
人编号。2015 年 10 月起，我们将向住民
票的地址邮寄通知カード（通知卡），告
知每个人的个人编号（12 位数号码）。居
住在与住民票的地址不符地方者，请在居
住区的区役所办理住址变动手续。因特殊
原因不能迁移住民票者请向区役所咨询。
此制度开始后，2016 年 1 月起可办理有
头像照片、生日、姓名、地址等個人番
号カード（个人号码卡）。（住民基本台
帳卡的交付将结束。）详情请打电话问询
0570-20-0291（可用中文）。
＜中区役所登録担当 电话：045-224-
8295 ＞

面向日语为非母语者的高中升学
指导（有翻译）

高中的种类、面向外国人的入学考试制度、
高中入学费用等高中升学信息的说明会。
还有县内主要高中的说明，接受个别咨询。
日期和时间 ：9 月 23 日（星期三·节日）
13 ：00 ～ 16 ：00

地点 ：西公会堂（横浜站南西口步行 10
分钟）
＜ ME-net info@me-net.or.jp ＞

暑假儿童讲座（免费）

“ 暑 假 工 厂 参 观　 快 乐 学 习
3R(Reduce Reuse Recycle) ”参
加者招募

利用暑假参观最新的垃圾焚烧工厂和资源
分选中心，快乐地了解横滨的垃圾分类举
措。
日期和时间 ：7 月 21 日（星期二）12 ：
00 ～ 17 ：00
集合地点 ：中区民活动中心（利用免费往
返巴士）
参观地点 ：金泽工厂·资源分选中心
对象 ：中区居住上学的与外国有关联的孩
子（小学 4 年级～高生生） 也欢迎家长参加。
申请方法 ：请用 email 或 fax 发送“参加
者姓名·年龄·学校名·年级·电话号码”。

 na-katsudou@city.yokohama.jp
Fax 045-224-8343
＜中区民活动中心 电话：045-224-
8138 ＞

中区役所的窗口　中区役所 2 楼 25 番保険係（保险系）
电话 ：045-224-8315

　　加入健康保险后，看病时自己负担很少费用。健康保险制度是由保险

费来维持的。居留资格更新时，也会要求出示健康保险证，并调查保险费

缴纳情况，请您按时缴纳保险费。如果超过了缴纳期限仍不缴纳，则需另

缴纳“滞纳金”罚款。如拒不缴纳，将会不经过通告扣押银行的存款。

　　2013 年度起，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法改变了。由在此

之前的根据“市民税额”，  改为以“基准总所得金额”为基础计

算出保险费，因此有些家庭的保险费会急剧增加。为减轻保险额，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设定了 2 年的减轻过渡期，但 2015 年

起要缴纳全额。所以今年会感到收入没有增加，保险费提高了。

何谓基准
总所得金额？

从上一年（１～ 12 月）的收入中扣除必要经费后的所得
中再扣掉 33 万日元基础扣除额的金额

<过渡措施图示 >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缴纳
保险费额

缴纳
保险费额

减轻

缴纳
保险费额

减轻

缴纳
保险费额

中区役所多语言网站 
发布英语、中文、韩语的行政服

务和活动的信息，每月更新。也

可阅览到本报纸。还带有机器翻

译功能。

http://www.city.yokohama.lg.jp/
naka/chinese/

问询的回答如没有没有写明“英语回复”“中文回复”，则仅为日语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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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预定在2015年10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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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百货商店地下层的食

品卖场，各种食材、熟食、甜食、

饮料一应俱全。这里还经常举办

季节促销、地方美食节等，您可

以品尝到平时吃不到的美食。最

近 据 说 出 现 了 デ パ 地 下 热， 不

少电视节目和杂志报道了相关内

容。需排长队等候的人气店、限

期举办的特产品展里经常人声鼎

沸，成为百货商店里最具有活力

的楼层。

不出去走走吗 

　　刚到日本横滨时，周围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5 岁的
女儿进了幼儿园，孩子很快就交上一个小朋友，叫青山，
有一天去接女儿的时候，青山妈妈用不太准确的中文跟我打招呼，真是意外而又开心！慢
慢地我们成为了妈妈朋友，不知道的事情都向她询问。周末青山妈妈带我们去关内北口的

「のんびりんこ」，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中国朋友。
　　转眼，女儿该上学了，上学前要准备的东西这么多…其他都好说，就是这书包太贵啦！
要四万多日元，一直犹豫着没买。到了上学报到第一天，只有我家的女儿没有背红书包…
这时青山妈妈轻轻地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不知道在哪里买？我说超市卖的太贵了，哪儿有便
宜的？青山妈妈建议说到网上商店查一查，半价就可以买到。我又犯愁了，第一，日语读
不懂，「ランドセル」都打不出来，第二，我家没有信用卡，怎么买啊？好心的青山妈妈
安慰我说别着急！第二天，青山妈妈把一张付款单子递给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迅
速到便利店付了款，没想到付款第二天漂亮的书包就寄到了家里！后来才知道，青山妈妈
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为我精心挑选了又便宜又好的书包，而且费了很大劲打印了那张付款
单…
　　我很庆幸能在日本遇到这样好心的青山妈妈，我也想告诉刚来日本的朋友们，努力跟
日本人交朋友吧！ ( 中区国际交流处中文工作人员 )

　　炎热的夏天您可以与家人或朋友去泳池纳凉。这里介绍中区附近几家实惠的

泳池。有些泳池会没有停车场，周边道路也可能较拥挤，因此请利用公交前往。有

些设施可能还会有需要注意事项，请事先予以确认。

　　夏季泳池可能会发生事故，请遵守规则安全游泳！

跟孩子妈妈们
交朋友吧！

生活在中区

外国人的所见所闻

日本的生活与文化

デパ地下
 (百货商店地下层)

点滴日语

〜购物篇〜

设大泳池、儿童泳池、滑水池。

中区本牧元町 46-1
ＪＲ“根岸站”乘坐市巴士 54、97 系统

“本牧市民公園前”巴士站下车
电话 ：045-621-5012
时间 ：9 ：00 - 17 ：00
费用 ：成人 800 日元、儿童（3 岁以上中学生
为止）200 日元 / 每次

设 50 米泳池。
※ ８月 30 日（星期日）为免费
开发日

中区元町 1-77-4
みなとみらい线“元町·中華街
站”出发步行 8 分钟
电话 ：045-651-7123
时间 ：9:00-18:00（夜间开放 ：
18:00-21:00）
费用 ：200 日元 /1 小时、夜间开放 300 日元 /1 小时
备考 ：须小学 4 年级以上。夜间开放为中学生以上。每位监护
人（穿泳装）可带 1 名小学 3 年级以下儿童进场。

设流水大泳池、儿童泳池。

磯子区原町 14-1
ＪＲ“根岸站”出发步行 8 分钟
电话 ：045-761-1948
时间 ：9 ：00 - 17 ：00
费用 ：成人 800 日元、儿童（3 岁以上中学生
为止）200 日元 / 每次

全年营业的温水泳池。

西区浅間町 4-340-1
ＪＲ“横浜站”乘坐市巴
士 202 系统“浅間町車庫”
下车步行 1 分钟
ＪＲ“横浜站”出发步行
20 分钟
电话 : 045-312-5990
营业时间 : 星期一～星期
六 7:30-22:30
         星期日、节日 7:30-20:30
费用 ：成人 300 日元、中学生以下 100 日元 / 每小时
备考 ：须佩戴泳帽。

本牧市民泳池

元町公园泳池

横滨泳池中心

西运动中心全年营业的温水泳池。

西运动中心

泳池营业时间：７月１１日（星期六）～９月６日（星期日）泳池营业时间：７月１１日（星期六）～９月６日（星期日）

夏季泳池嬉戏纳凉！！

本牧市民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