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谷市主要育儿支援事业介绍
事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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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ども家庭部 子育て支援課
〔儿童家庭部 育儿支援课 〕
2020年6月1日

内容

对象

费用

担当部门

办理事宜

子育て世代包括支援センター
（育儿世代综合支援中心）
（市役所第2大厅2楼）
048-963-9179
(保健センター〔保健中心〕)
048-961-8040

在被医生诊断为怀孕后，请尽早到子育て世代
包括支援センター（市役所第2大厅2楼・保健セ
ンター）的窗口提交“妊娠届出書〔妊娠登记
表〕”。窗口处可以拿到表格。

分娩、育儿
向孕妇发放母子健康手帳和妊婦健康診査助成券（孕妇健康检查补助券）连
册。
母子健康手帳
（母子健康手册）

孕妇

这是教授关于怀孕、分娩和育儿知识的讲座。
讲座为期3天，第3天请夫妻一同参加。
母親学級
【内容】第1天：讲座相关说明、怀孕期间的营养、烹调实习
両親学級
第2天：牙科保健、孕妇体操、分娩过程说明
（准父母学习班）
第3天：沐浴实习、新生儿保育、（丈夫）孕妇体验

免费

怀孕16周～28周的孕
需要负担第1天的烹调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妇及其配偶
材料费，每人500日元 048-961-8040
※初次分娩者优先

在领取母子健康手帳时同时发放的孕检补助券可以使用14次。为了能安稳地度
过孕产期，请您按怀孕周数接受相应的健康检查。
妊婦健康診査
（孕妇健康检查）

予防接種
（预防接种）

孕妇

超出补助金额的费用需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要自理
048-961-8040

可以免费接种的疫苗有：BCG（卡介苗）、4种混合、HIB疫苗（b型流感嗜血杆
菌）、小儿肺炎球菌、麻疹风疹混合、水痘、日本脑炎、乙型肝炎、HPV（人乳
头瘤病毒（预防子宫颈癌）、2种混合。

【所需资料】
①予防接種予診票（问诊表）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048-961-8040

适龄儿童

免费

孕产妇

按照所得收入，会产生 子育て支援課
相应的自理费用。
048-963-9172

②母子健康手帳

因经济等理由而无法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可以到认可助产设施分娩。
入院助産制度
（住院分娩制度）

妊産婦・新生児訪
問（孕产妇・新生
儿家访）

【所需资料】
①出生届書（出生登记表）②医生或助产师开具的出生证明书 ③申报人的印
章
④母子健康手帳 ⑤国民健康保险者证（加入者）

助产师或保健师对孕妇、婴儿及其母亲进行家访，提供育儿咨询等服务。助产
师或保健师会事先打电话预约时间，然后进行家访。
【内容】
·测量婴儿的身高和体重，可以就有关身体智力发育以及育儿、母乳喂养和产
妇身体情况等提供咨询。
·介绍政府福利。
·关于怀孕期间的不安等问题进行心理咨询。
分娩后的产妇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烦恼、不安以及新生儿的保育等方面若有疑
问，可以向助产师进行咨询以及接受实际护理（母乳护理、沐浴指导等）。

産後支援事業
（产后支援）

新生儿的父・母亲

—

市民課
048-963-9192

所有出生后未满4个
免费
月的婴儿和母亲，且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助产师家访只限产后
在怀孕期间对怀孕和
048-961-8040
1次
分娩感到不安者

在越谷市有住民登
录，产后未满4个月 预约时请向助产师确认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的母亲，对育儿感到 费用。市补助1000日
048-961-8040
不安，希望来访、提 元。只限1次。
供咨询服务者

婴儿健康检查（测量身高体重等、诊察、咨询）
乳幼児健康診査
（婴幼儿健康检
查）

離乳食教室
（辅食教室）

幼儿健康检查（测量身高体重等、诊察（内科、牙科）、育儿咨询、营养咨
询、牙科咨询等）

早期不妊検査費・
不育症検査費助成
事業
（早期不孕不育检
查费补助）

4个月、10个月的婴
儿
免费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健康检查的当天在越
048-961-8040
谷市有住民登记的人
1岁6个月、3岁的幼
儿

辅食的介绍、实际制作、品尝、相关咨询
增加辅食的各个阶段 免费

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不孕治疗（体外受精、显微授精）的人，可以申请治疗费
特定不妊治療費助 补助。每次治疗费的补助上限为15万日元（首次申请，补助上限为30万日元。
如果第一次治疗开始时妻子的年龄未满35岁，补助上限增加10万日元）或者7万
成事業
（特定不孕治疗费 5千日元（根据治疗阶段决定）。
对特定不孕治疗中男性需要进行不孕治疗者，每次治疗费的补助上限为15万日
补助）
元（首次申请，补助上限为30万日元）。
【早期不孕检查费的补助】
夫妇双方接受不孕检查，且检查开始时女方年龄未满43岁者，可以申请治疗费
补助。（每对夫妇只限一次，上限为2万日元）
【不育症检查费的补助】
夫妇双方或仅女方接受不育检查，且检查开始时女方年龄未满43岁者，可以申
请治疗费补助。（每对夫妇只限一次，上限为2万日元）

・开始治疗时双方为
合法夫妇。
・申请时，夫妇双方
或一方在越谷市有住 有收入限制
民登录。

・申请时双方为合法
夫妇。
・申请时，夫妇双方
或一方在越谷市有住 民登录。

可以各接受一次孕期牙齿检查以及子女出生后1岁生日前的产后牙齿检查。（常
妊産婦歯科健康診
规检查、除牙石、治疗等项目除外）
査
诊察当天，在越谷市
免费
（孕产妇牙齿健康
有住民登录的孕产妇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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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时请向医疗机构提交母子健康手帳和妊婦
健康診査助成券（公费负担14次）。
在非委托医疗机构就诊时，不能使用补助券，
请在分娩后另外办理领取补助的手续（需要領
収書（收据）等材料）。
市在婴儿出生后2个月左右，将统一邮寄婴幼
儿期接种时所需的予防接種予診票（麻疹风疹
第2期、日本脑炎第2期、二种混合第2期除
外）。可以在市网站或越谷保健指南上确认。
新迁入市内或希望在市外医疗机构接种者，请
与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联系。
请事先向担当部门咨询。

出生后的户口登记
出生届
〔出生登记〕

在领取母子健康手帳时发放的资料中的年度予
定表，或者在市网站、越谷保健指南上确认日
程后，给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打电话报
名。报名开始日起按先后顺序受理（受理时
间：9:00～17:15），满员为止。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048-961-8040

自婴儿出生当天起14天以内（包含出生当
天），请到父・母亲的原籍所在地、或者婴儿
出生地的市区町村办理登记手续。原则上申报
人为父・母亲。

请填写母子健康手帳的附册中的“出生連絡
票”，在申请登记“子ども医療費受給資格”
（儿童医疗费领取资格）时，将“出生連絡
票”提交给市政府的子育て支援課或北部、南
部出張所（办事处）。保健师会对孕妇进行家
访，详情请咨询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请填写母子健康手帳附册中的“越谷市産後支
援事業利用票”，向市委托的助产师申请。助
产师进行家访或者产妇直接去助产院接受护
理。

市在婴儿出生后2个月左右，会邮寄预防接种
资料和乳幼児健康診査票。请先打电话到实施
检查的医疗机构预约，然后就诊。
在检查的前一个月会通知检查对象。请前往保
健センター接受检查。
需要事先预约。在开讲的前一个月打电话到市
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报名。
请到保健総務課(保健所)窗口申请。
所需资料请在市网站上确认。

保健総務課(保健所)
048-973-7531

请到保健総務課（保健所）窗口申请。
所需资料请在市网站上确认。
保健総務課(保健所)
048-973-7531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048-961-8040

提前和市内实施本服务的医疗机构预约，然后
携带好[越谷市妊産婦歯科健康診査受診票]
（母子健康手帳的附册中有此表）、母子健康
手帳、健康保险证，前来就诊。

经济支援

児童手当
（儿童补贴）

【每名子女的月补贴额】
未满3岁、（第3个及以后出生子女）3岁以上 15000日元
3岁以上（第1和第2个子女）、中学生
10000日元
超出收入限额家庭
1人
5000日元
【支付时期】2月（10～1月份的补贴）、6月（2～5月份的补贴）、
10月（6～9月份的补贴）
【需要申请的人】①新出生 ②新迁入 ③尚未申请儿童补贴者等
【收入限额】
抚养家属人数
0人
1人
2人
3人
收入金额
622万日元
660万日元
698万日元
736万日元

初中毕业前儿童的抚
养人
※公务员请向工作单
位确认
※领取者（受給者） 有收入限制
为抚养者中收入较高
一方 （主要经济来
源者）

当新迁入或子女出生时，请于15天以内到子育
て支援課或北部、南部出張所的窗口进行申
请。从申请后的次月开始支付。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6

【所需资料】
①领取者名义的存折复印件
②（领取者加入的是厚生年金时）
健康保险证复印件
③能确认申请者和配偶者个人号码的资料
④能确认申请人本人身份的资料
※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追加提交其他资料。

事业名称

児童医療費
（儿童医疗费）

内容
家长因子女伤病等理由向医疗机构支付的部分医疗费，由越谷市承担。
【方法】
市内医疗机构・埼玉県立小児医療センター：不需在窗口付费
※必须在窗口出示资格证和保险证。
市外医疗机构：需要在窗口付款后，提交返款申请表和領収書（收据）。
（包含一部分市内医疗机构）

对象

费用

担当部门

初中毕业前儿童的抚 保险适用范围外的医疗
子育て支援課
养人
费和住院时的饮食疗养
048-963-9166
费需要自理

児童扶養手当
（儿童抚养补贴）

有收入限制

ひとり親家庭等医
療費
（单亲家庭等的医
疗费）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6

到儿童满18周岁后的
年度末为止
※有一定残障的儿童
到20周岁之前

【所需资料】
需要户籍誊本等。但需提交资料因申请对
象的具体情况而不同，所以请到子育て支
援課的窗口咨询。
需要事先申请“受給者証（领取资格证）”。
请到子育て支援課的窗口申请。

有收入限制

児童の心臓手術費 未满18岁的儿童实施心脏手术，可以申请手术费以外的自费部分的费用补助。
（上限为15万日元）
等助成
（儿童心脏手术费
补助）

抚养义务者在市内居
住6个月以上，未满 有收入限制
18岁的儿童

精神或身体上有一定程度残障的未满20岁儿童的抚养者可以申请领取补贴。
特別児童扶養手当
【每名儿童的月补贴额】
（特别儿童抚养补
1级（重度）52,500日元
2级（中度）34,970日元
贴）

精神或身体上有残障
的未满20岁儿童的抚 有收入限制
养者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6

【所需资料】
需要健康保险证和户籍誊本等。但需提交
资料因申请对象的具体情况而不同，所以
请到子育て支援課的窗口咨询。
请事先向担当部门咨询。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72

请向担当部门咨询。

身体发育尚未成熟，需要住院治疗的早产儿，市负担其治疗时所需的医疗费。
医院必须是指定养育医疗机构。

①出生时体重未满
2000克或身体发育尚
未成熟的早产儿，且 根据缴纳的市町村民税
医生认定需要住院养 额，会产生相应的自理 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048-960-1100
育者
费用。
②在越谷市有住民登
录者

请到市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窗口申请。
请在市网站上确认所需资料。

针对国家指定的儿童慢性疾病（小儿慢性特定疾病），市补助其一部分医疗
费，以减轻家庭的医疗费负担。

患有小儿慢性特定疾
病，达到国家指定疾
病的一定程度，且在
越谷市有住民登录的
未满18岁者（延长治 根据所得税额，会产生 保健総務課(保健所)
048-973-7531
疗到20岁生日的前一 相应的自理费用。
天）
详细内容请在市网站
上确认。

请到保健総務課(保健所)窗口申请。
请在市网站上确认所需资料。

未熟児養育医療給
付制度（早产儿养
育医疗补助制度）

小児慢性特定疾病
医療費給付制度
（小儿慢性特定疾
病医疗费补助制
度）

在赞助店铺提示优惠卡可以享受折扣等服务。
パパ・ママ応援
ショップ優待制度
（爸爸妈妈支援店
优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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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资料】
①儿童的健康保险证复印件
②申请人名义的存折复印件
※申请人为儿童的扶养人

请在子育て支援課的窗口申请。

父母离异、父母某方去世等单亲家庭，或者家长某方有一定程度残疾的儿童家
长，可以申请儿童抚养补贴。补贴金额根据收入和抚养子女的人数而不同。

单亲家庭或父母某方有一定程度残疾的儿童，利用医疗保险制度就诊时，可以
申请返还部分医疗费。

办理事宜
请到市役所子育て支援課或北部、南部出張所
（办事处）的窗口申请。

迎来儿童满18周岁后
第一个的3月31日之 －
前的家庭或孕妇家庭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5

智能手机使用者请下载[パパ・ママ応援ショップ
サブアプリ]软件。
不使用手机软件者请到以下窗口申请优惠卡。
[发放窗口]：子育て支援課、北部·南部出張
所、児童館コスモス・ヒマワリ、パスポートセン
ター（护照中心）、市民活動支援センター、市
民健康課（保健センター）。

保育
当家长因工作或生病等理由而无法在家照看孩子时，可以委托保育所（园)照
看。市内有18个公立保育所，24个民间保育园、8个認定こども園、57个地域型
保育处。
【最长保育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7:00～19:00
保育所（園）〔托儿
※公立保育所（大相模、桜井、七左）这三处，星期六时间为7:30～14:00
所〕
※民间保育园、認定こども園和地域型保育处，保育时间有所不同。

代替家长接送孩子至保育所。保育ステーション设置在交通方便的车站前。接送
保育可按月利用也可临时利用。只限家长因上下班在保育所的保育时间内无法
接送孩子时利用。（レイクタウン保育ステーション没有接送孩子服务。）
【接送到保育站的时间】早晨6:30～7:30，晚上19:00～21:00

・公立保育所：出生
后3个月～就学前儿
童（延长保育从满1
岁开始）
・民间保育园和地域 保育费按照收入收取
型保育：规定不同

因有急事等不能照看孩子或想缓解育儿疲劳时，可以向保育ステーション申请临
时托管。
【保育时间】（年末年初除外）
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 6:30～22:00
レイクタウンステーション 8:00～20:00
实施咨询指导，提供各种信息等。并且开展育儿讲座等活动。

病児保育室
〔生病儿童保育
室〕

护士和保育士代替因工作等理由而不能休息的家长，根据病后恢复期儿童的身
体情况给予照看。
【利用日】星期一～星期五
【利用时间】工作日8:00～18:00（由家长接送），保育时间需要协商。

家长因工作等原因无法照看放学归家的小学生子女时，可以申请学童保育。
学童保育室
市内有48个公立学童保育室。
（小学生放学后假
期托管）

请带孩子到子ども育成課的窗口申请。申请期
限截至：希望入所月份的前一个月的10号。
（希望4月份入所的人，请按照越谷广报上通
知的时间申请）。

【所需资料】
需要の母子健康手帳和收入证明书等。所需材料因各家情况而不同，
具体请向子ども育成課问询。

1岁～就学前的健康 500日元/天
儿童
※需要另付保育园的保
育费
※饮食费另外征收

需要事先登录，请向各保育ステーション问询。

南越谷ステーション
048-987-6300

【接送保育园】
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の〜びる、第二越谷、南越谷、 越谷レイクタウンさくら、
の〜びるこどもの家、越谷レイクタウンさくら分園、埼玉東萌、みずべこどもの家
保育ステーション 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おおたけ、袋山、わかばの森、まどか、西大袋
〔保育站点〕

子ども育成課
048-963-9167

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
048-970-8200
レイクタウン保育ステーション
048-940-6883

出生后4个月～就学 500日元/小时
前的健康儿童
※需要另付餐饮费等

子ども育成課
048-963-9167

就学前儿童以及家长 免费※根据活动内容，
参加者需要负担材料费
等实际费用。
子ども育成課
出生后3个月～小学3 一天2000日元＋点心费
048-963-9167
年级的儿童
等
越谷市病児保育室
※需要自带午餐
048-967-5521

小学生

每月8500日元＋1500日 青少年課
元点心费
048-963-9158

育儿讲座需要事先报名。市广报以及网站主页
上会刊登募集通知。
需要事先登录，请向子ども育成課或越谷市病
児保育室申请。

请到青少年課窗口申请。原则上，申请期限截
至希望入室的前一个月的15日前后（希望在4
月份入室的人，请在越谷市广报上通知的期限
内申请）。

事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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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对象

担当部门

办理事宜

育儿支援
负责咨询・指导，提供信息，培训和支援育儿团队的活动等，还开办育儿讲座
等。

地域子育て支援セ
ンター〔地区育儿
支援中心〕

おひさまの子
にこにこ
ぽかぽか
すくすく
たけのこ
げんき

(公立·增林保育所内)
（公立·新方保育所内)
（公立・荻島保育所内）
(南越谷保育園内)
(おおたけ保育園内)
(越谷ﾚｲｸﾀｳﾝさくら保育園内)

048-960-5800
048-970-5611
048-971-8115
048-990-5003
048-977-5311
048-988-0863

可以向咨询员或沙龙工作人员咨询育儿难题，家长们可以聚在一起轻松愉快地
聊天交流。另外，还举办育儿讲座等活动。
子育てサロン（育
ヴァリエ
儿沙龙）

水辺のまちづくり館(ﾚｲｸﾀｳﾝ4-1-4)
児童館コスモス
児童館ヒマワリ

048-961-3623
同上
同上
同上

就学前儿童和家长

森のひろば
4154
おへその広場
たんぽぽ
のびるば広場
こあら教室

面向因突发急事等需要托管子女或因育儿疲劳想休息放松一下的家长，实施临
时保育（一時預かり）。
（森のひろば、おへその広場、のびるば広場、こあら教室、あおいとり 除外）。
【保育时间】
·公立保育所：星期一～星期五
8:30～16:30
·民间保育所的保育时间，请直接向各处问询。

緊急サポート・セン
ター（紧急支援中
心）

里親制度
（寄养制度）

各地域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
（左下表)
子ども育成課
048-963-9167

（認定こども園わかばの森ナーサリー隔壁）
(の〜びる子どもの家保育園内)
(袋山保育園内)
(南越谷保育ステーション隔壁)
（認定こども園小牧内)

欢迎来访各地域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
育儿讲座需要事先报名。
在越谷市广报或市网站上会刊登募集通知。

048-993-

048-988-8180
048-979-0520
048-987-7088
048-985-4890
需要事先登录，请向各中心问询。

1岁～就学前健康儿 1小时500日元
童
※需要另付餐饮费

就学前儿童和家长

小学毕业前儿童

免费
各育児サロン（左下表)
※有些讲座需要负担实
际材料费用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5

欢迎来访各育児サロン。
育儿讲座需要事先报名。
在越谷市广报或市网站上会刊登募集通知。

家长因生病、分娩或红白喜事等原因照顾不了子女时，儿童福祉设施可以代为
照看。利用期限原则上最多7天。

寄养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和自己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让其在家庭氛围中成
长。

700～1100日元/小时
※另付交通费和餐饮费
等的实际费用

需要事先登录。
ファミリー・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家庭支援中心）
利用时，请打电话到ファミリー・サポート・セン
048-960-2311
ター预约。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65
需要事先登录。

子女生病、家长临时出差或保育设施来电需要立刻接送等，发生突发情况时，
登录会员之间互相帮助，提供临时托管、住宿托管等服务。

子どもショートス
ティ（儿童短期寄
宿）

免费
※根据活动内容，需要
支付材料费等实际费
用。

はぐはぐ
(花田5‐17‐7)
080-2055-2092
はぐはぐ出張ひろば （宮本町二丁目第１自治会館）
同上
フェリーチェ
(コープ北越谷店2階)
048-971-3808
フェリーチェ出張ひろば (パルテきたこし3階)
同上

需要托管子女或代为到保育设施接送孩子等时，根据会员（利用方）的需求介
绍能提供相应育儿援助的会员（提供方）。
こしがやファミリー・ 【服务时间】每天6:00～22:00
サポート・センター
（越谷家庭支援中
心）

5

费用

小学毕业前儿童

緊急サポートセンター埼玉
1000～1200日元/小时 （紧急支援中心埼玉）
048-297-2903
住宿1天1万日元
※另付交通费和餐饮费
子育て支援課
等的实际费用
048-963-9165

未满3岁儿童

根据收入决定负担费
用。

利用时，请打电话到緊急サポートセンター埼玉
预约。

请向担当部门咨询。

要成为寄养家庭，需
要满足经济方面、完 －
成培训等条件。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72

越谷児童相談所
048-975-4152

希望成为寄养家庭的人，需要进行里親（寄养
家庭）登录。
请向越谷児童相談所问询。

各种咨询
家庭児童相談室
家庭儿童咨询室
（中央市民会馆4
层）

有关子女不上学或幼儿园、遗尿、咬指甲、抽搐症以及担心孩子有不良行为等
方面的咨询。
【咨询时间】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 9:00～16:00

有关育儿的不安、烦恼和疑问等方面的咨询。
子ども家庭相談室 【咨询时间】星期二～星期六（年末年初除外）9:00～16:00
※星期一是节假日或调休日时，次日星期二休馆
（儿童家庭咨询
室）
有关生活和就职支援、母子家庭等自立支援补助金制度和子女学杂费资金贷款
等方面的咨询。
母子家庭等相談
（单亲家庭咨询） 【咨询时间】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 9:00～17:00

教育相談
（教育咨询）

关于子女语言、身体智力发育、就学、不登校或校园霸凌等方面的咨询。
【咨询时间】
窗口对应：星期一～星期六（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9:20～16:40
电话对应: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9:00～19:00
1111111111星期六（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
9:00～16:40
随时受理邮件咨询

接受因子女的不良行为等而烦恼的家长以及迷惘青少年本人的咨询。
青少年相談室
【咨询时间】星期二、三、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9:00～16:00
（越谷市教育中心
内）
児童相談所
（儿童咨询所）

有关子女的养育、性格行为、残障、不良行为等方面的咨询。
【咨询时间】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8:30～18:15

关于语言、情绪、身体的发育情况等方面，由专家提供咨询
【咨询时间】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和年末年初除外）8:30～17:00
外来（発達）相談
（发育咨询门诊）

埼玉県救急電話相
談（#7119）
（埼玉县急救电话
咨询）

关于突发性的疾病和伤痛，可以咨询护士咨询员获取需不需要到医疗机关接受
治疗等建议，并且可以要求提供附近可以接受急诊的医疗机关（牙科、口腔外
科、精神科除外）的地址，电话号码，诊疗科目等信息。
【咨询时间】 全天 24小时
【电话号码】 #7119 或 048-824-4199

有关突发性的疾病和伤痛，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输入咨询内容由人工智能提供
埼玉県AI救急相談 是否需要就诊等建议。详细情况请上网检索「埼玉県AI救急相談」。
（埼玉县AI人工智
能咨询）

未满18岁儿童和家长
免费
等

家庭児童相談室
048-963-9172

0岁～未满18岁儿童
免费
和家长等

児童館コスモス
048-978-1515
児童館ヒマワリ
048-986-3715

母子家庭、父子家庭 免费

子育て支援課
母子、父子自立支援员
048-963-9166

4岁～中学3年级的儿
免费
童和家长等

越谷市教育センター
048-962-9300
048-962-8601

15岁～39岁的青少年
免费
及其家长等

青少年相談室
048-964-0272

未满18岁的儿童和家
免费
长等

越谷児童相談所
048-975-4152

就学前儿童和家长等 免费

児童発達支援センター
外来（発達）相談
048-940-5961

所有人

免费
地域医療課
※电话通讯费需要个人
048-972-4777
负担

所有人

免费
地域医療課
※电话通讯费需要个人
048-972-4777
负担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来访前请事先打电话确认是否可以面谈。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面谈需要预约。
邮件咨询，请利用越谷市网站上的咨询专用链
接。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欢迎咨询。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前来咨询需要事先预约。
除面谈以外还可以电话咨询。

此咨询服务只提供建议，不进行诊断和治疗，
请谅解。

此咨询服务只提供建议，不进行诊断和治疗，
请谅解。

事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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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费用

担当部门

办理事宜

残障
療育手帳
（疗育手册）
身体障碍者手帳
（残疾人手册）

发给智力发育迟缓者。持有疗育手册可以接受各种援助保护和咨询指导等服
务。
发给因生病或受伤等造成身体残疾者。持有残疾手册者可以接受各种支援保护
和咨询指导等服务。

通过手术等治疗改善了身体残障或症状得到缓解，并得到承认就可以领取育成
自立支援医療
（育成医療）（自立 医疗补助。
支援医疗）（育成
医疗）
難聴児補聴器購入
費助成事業
（听力障碍儿童助
听器购买费的补
助）
7

对象

轻度和中等程度的听力障碍儿童，购买助听器时可以申请领取补助。
【对象】
・听力有障碍并且不符合领取残疾人手册条件的人
・经医生判断，通过使用助听器对学习语言能起到一定效果的人

请向担当者咨询。未满18岁儿童的残障诊断由
児童相談所实施。

被诊断为有智力障碍
－
者

请向担当部门咨询。

被诊断为有身体残疾
者

未满18岁儿童

根据纳税金额，会产生 子育て支援課
048-963-9172
自理费用。

购买费用的三分之一
迎来满18周岁后的第
※根据助听器的种类不
一个3月31日之前的
同，会有上限金额的限
儿童
制。

请事先向担当部门咨询。

请事先向担当部门咨询。

设施

児童館コスモス
（儿童馆 宇宙）

児童館ヒマワリ
（儿童馆 向日
葵）

1层：有幼儿室和玩具室等，学龄前儿童可以和家长一起滑滑梯或在球池里玩
耍。儿童馆没有活动的时候可以在游戏室里自由活动（有喂奶室）。
2层：有天象仪室，3岁以上的孩子可以观看。
3层：孩子可以在科学体验区边玩边体验科学奥秘。
【利用时间】星期二～星期日（年末年初除外）9:00～17:00
※星期一是节假日、调休日时，次日星期二休馆

0岁～未满18岁的儿
1层：有幼儿室、玩具图书室等，学龄前儿童可以和家长一起滑滑梯和玩玩具。 童和家长等
儿童馆没有活动的时候可以在游戏室里自由活动（有喂奶室）。
2层：有微型水族馆，可以观察鱼，接触乌龟。
免费
3层：科学展示区可以边玩边体验科学奥秘。
【利用时间】星期二～星期日（年末年初除外）9:00～17:00
※星期一是节假日、调休日时，次日星期二休馆

【児童発達支援事業】
·ぐんぐん：发育迟缓、需要支援的儿童，每天在这里接受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
训练和集体生活的适应性训练等。
·のびのび：对在上保育所（园）或幼儿园并在发育方面需要支援的儿童，定
期进行专门的疗育训练。
児童発達支援セン
ター
（儿童发育支援中
心)
【早期療育教室】对没有上保育所（园）或幼儿园并在发育方面需要支援的儿
童进行疗育训练，让他们顺利地适应集体生活。
【おもちゃ図書館】在玩具图书室里可以通过游戏来进行交流。

夜間急患診療所
（夜间急病诊疗
所）

免费
※天象仪室的门票：
児童館コスモス
小学生以上100日元（3
048-978-1515
岁以上的幼儿可以在家
长陪同下观看。）

对应夜间突发性疾病。
【诊疗时间】每天20:00～23:00
【受理时间】19:30～22:30
【电话号码】048-960-1000

·ぐんぐんグリーン
（弱智儿童）：
2岁～就学前
·ぐんぐんピンク
（残疾儿童）：
1岁半～就学前
·のびのび：
3岁～就学前儿童
1岁～就学前儿童和
家长

児童館ヒマワリ
048-986-3715

児童発達支援センター
总机048-940-5951
ぐんぐんグリーン
048-940-5952
根据收入和年龄，会产 ぐんぐんピンク
048-940-5953
生相应的自理费用。
のびのび
048-940-5954

免费

请向児童発達支援センター或市役所子育て支
援課（048-963-9172）问询。
【児童発達支援センター开放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8:30～17:00

早期療育教室
048-940-5954

所有人

児童発達支援センター
总机048-940-5951

-

地域医療課
048-972-4777

和一般医疗机构相同

请在儿童馆受理窗口的利用者名单上填写姓
名。
婴幼儿来馆必须由家长陪同。
儿童馆没有租借房间服务。另外多人团体利用
设施时，需要事先联系，并提交儿童馆使用许
可申请书（利用日30天前开始可以提交）。

只接受内科患者。
原则上只开1天的处方药，次日请到平时就诊
的医院就诊。
急症就诊前请先打电话联系，然后携带健康保
险证等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