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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费用缴纳日期 

 

●下水道事业受益者负担金 

   第 2 期  9 月 25 日 （周一）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 

      第 2 期  10 月 2 日 （周一） 

    ●介护保险金 

      第 3 期  9月 25日 （周一） 

●国民健康保险金 

      第 4 期  10 月 2 日 （周一） 

 ●国民年金保险金 

      8 月分   10月 2 日 （周一）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 

截至平成 29 年 7 月末 

静冈市的人口、家庭数量。 

（ ）内为与去年同月相比的数据。 

    男  性：344,705 人 

            (-1,211 人) 

    女  性：362,497 人 

            (-1,572 人) 

共  计：707,202 人 

           (-2,783 人) 

家庭数：313,241 户 

        (+2,279 户) 

静 冈 市 资 讯                                          2017 年 9 月  中文版 第 88期 

 

 

 

 

 

 “静冈人”是英文版静冈市资讯月刊“Shizuoka Jin”的中文版。其内容主要来自静冈市生活资讯报刊“静岡気

分”。本刊旨为生活在静冈的中国人及学习使用中文的人们提供静冈的各种生活信息。 

大规模灾害时受伤的

人、病人请先到救护所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幼儿园等的入园报名/

秋天的动物园节/在国

际交流协会学习外国

文化/街头音乐会 

 

灾害时地区的医疗机关、诊所会关闭 

    灾害时地区的医院及护士等为了在公共设施开设的救护所从事医疗活
动，将关闭地区的医院。 
    受伤的人及病人不要到地区的医院，请到附近的救护所接受紧急治疗。 
救护所在哪里？ 
市内的小学、中学等设有救护所。详细内容请参阅市网站。 
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首先确认身体状态后，对轻度伤病进行应急处理。需要手术的重伤病
者等，将在市立医院等综合医院对应。 

咨询：保健医疗课   054-221-1549 

 

◆请明智的利用急救医疗！ 

    静冈市为了对应夜间及周六、周日、节假日等时的急病，设置了市急
病中心及值班医生等急救医疗机关。诊疗时间之外遇到困难时，请利用下
述急救向导等。 
●急救医疗机关的查询方法 
①值班信息电话向导  0800-222-1199 
  24小时、全年照常营业的电话向导。 
②一部分报纸的晨报 
  揭载着周六、周日、节假日的值班医生及夜间的值班医院。 
③医疗网站静冈 
  可以在网站上搜索地址及根据诊疗科目现在就能接受诊疗的诊所及值班
医生。 

●静冈儿童急救电话咨询 

关于孩子突发性的身体变化，护士等将用电话向您提出各种指导。 
按钮式电话电话机 ＃8000 或 054-247-9910 
工作日 18:00～、周六 13:00～、周日、节假日 8:00～ 
※全部到第二天早上 8:00 
  年初年末（12/29～1/3）8:00～、全年照常营业 
★市急病中心 
市急病中心是针对夜间突然身体不舒服的人进行应急治疗的设施。 
■诊疗时间：19:00～22:00（全年照常营业） 
■诊疗科目：内科、小儿科、外科 
■咨    询：急病中心（葵区柚木 240、沿着国道 1号）054-261-1111 
★急救牙科中心 
■诊 疗 日：周日、节假日、年初年末（12/29～1/3） 
■受理时间：9:00～15:30 
■咨    询：急救牙科中心（葵区城东町 24-1） 054-249-1199 

 

※在各中心接受诊疗时，请携

带健康保险证、高龄领取者

证、儿童医疗费领取者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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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定区分 

    如果希望进入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小规模保育设施等时，除了向各设施进行利用报名之外，还需要根据

儿童的年龄以及保育的必要性进行认定申请。 

※接收 2 号、3 号认定，必须要符合需要 2 种保育理由事项。 

利用保持原有形式的幼儿园时，不需要认定手续。 
2 需要保育理由事项 
    任何一位家长，只要符合①～⑧的任何一项，在家无法照看孩子时，将会得到 2 号或者 3 号认定，并且可

以利用认定儿童园以及保育园等。 

①每月工作 60 个小时以上（上全班之外，基本上包括计时工，居家劳动等所有的工作） 

②怀孕、生子                                         ③家长有疾病或残疾          

④住在一起或长期住院的亲属平时需要照顾、护理         ⑤灾害复兴       

⑥求职活动（包括准备创业）     ⑦就学（包括在职业训练学校的职业训练）      ⑧防止虐待、DV    

3 利用的顺序 

 
 
 
 
 
※1 号的市立儿童园在申请时有简单的面试。已在园的儿童如果 4 月以后继续利用原来的设施，便不需要进行 

  认定申请手续。（保持原有形式的幼儿园、静大附属幼儿园除外） 

4 利用费 
    根据儿童的认定区分与保育的必要量（保育标准时间或保育短时间），设定为对应各家庭市民税所得分配

额的等级式费用形式。如果是同一认定区分的同一所得等级，便没有市立、私立之分，也不论设施的种类（认

定儿童园、保育园、小规模保育设施等）将是同等的负担额。 

    但是根据园，有可能另外设定接送巴士利用费、参加活动费等实际负担费用以及超过平均水平的设施完善

费等追加费用。详细内容请向各园咨询。 

5 残疾儿童保育 
    满 3 岁以上被认定为可以集体保育的有身心障碍的儿童，所有的市立儿童园及私立园在可以接收的范围内

接受报名。※市立儿童园的录取人数，根据各年龄段 1 号认定园儿童人数的大约 15%、2 号认定园儿童人数的大

约 10%。向第一志愿的园进行咨询之后，市立儿童园 1 号请于 10 月 6 日（周五）、2 号于 10 月 16 日（周一）为

止报名。关于私立园，请直接向各园进行咨询。 
报名须知的发布以及受理期限 

●报名须知的发布 
①1 号认定专用・・・9 月 15 日（周五）～、在接收 1 号的园发布 

②2 号、3 号认定专用・・・9 月 15 日（周五）～、在接收 2 号、3 号的园及各区育儿支援课发布 
●申请受理 
①1 号认定・・・10 月 2 日（周一）～，请至欲申请的园（市立儿童园至 10 月 6日（周五）） 

②2 号、3 号认定・・・第一次选考→10 月 2 日（周一）～ 31 日（周二）， 

  请至第一志愿的园或各区育儿支援课 

※考虑到面试的日程安排，请尽量至 10 月 16 日（周一）提交。 

※申请期限过后也可以报名，但是根据各园的情况，有可能在第一次选考时便达到规定人数。 
●保持原有形式的幼儿园手续 
  私立幼儿园・・・9 月 15日（周五）～，在各园发布招生简章、10 月 2 日（周一）～在各园受理 

※静大教育学部附属幼儿园已截止报名。 

 

  葵 区育儿支援课（静冈厅舍新馆 2 楼 054-221-1095   传真：054-221-1097） 
  骏河区育儿支援课（骏河区役所 2 楼  054-287-8673   传真：054-287-8805） 

认定区分 对象年龄 利用时间・形态 可以利用的设施 

1 号 满 3 岁 

以上 

4 个小时左右(教育标准时间) 认定儿童园 

2 号 上限 11 个小时(保育标准时间)或 

上限 8 个小时(保育短时间)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 

3 号 不满 3 岁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小规模保育设施等 

认定儿童园、保育园、幼儿园等的入园报名 

●1号认定 

①向志愿的园进行利用申请 

②接受入园内定   ③向内定园进行认定申请 

④交付认定证     ⑤入园手续 

●2号、3号认定 

①向园或区进行认定申请、保育利用申请 

②交付认定证 

③由市调整、决定利用园      ④入园手续 

 

咨
询 

2018年 4 月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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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区育儿支援课（清水厅舍 1楼  054-354-2358   传真：054-354-3132） 
 
 
 
 
 
 
 
 
 
 
 
 
 
 
 
 
 
 
 
 
 
 
 
 
 
 
 
 
 
 
 
 
 
 
 
 
 
 
 
 
 
 
 
 
 
 
 
 
 
 
 
 
 
 

从 10 月 1 日(周日)开始，国民健康保险证将变新。 

 从 9月中旬以后，以户主名义邮送新的保险证。 

※即使户主没有加入国民保险，也将以户主名义邮送。 

◆收到新的保险证后，请首先确认上面记载的内容 

  若记载内容有误，请向各区的保险年金课申报。 

◆邮寄简易挂号邮件时，如果不在家 

申请简易挂号邮件者，如发送保险证时不在

家，将投递“邮件保管通知单”。请自行委托邮局

再次发送。 

◆关于交付退职被保险者证 
  在领取年金者中，对于厚生年金等的加入期间在
20 年以上、或 40岁以后的加入期间在 10年以上的
60 岁以上、未满 65岁的被保险者与其抚养者，将
代替一般保险证交付退职被保险者证。从 10 月至
来年 8月为止年龄达到 65岁的人，直到生日月（生
日是那个月的第 1天时，为前 1个月）为止有效。 

●颜色将从「茶绿色」变成「乳黄色」。 

咨询：各区的保险年金课 

葵 区054-221-1070  骏河区054-287-8621   
清水区054-354-2141 

 

秋天的动物园节！ 

10 月 7 日(周六)～11 月 5日(周日) 
9:00～16:30  (最终入园 16:00) 

※休园日:周一(10/9日(节日)除外)、10/10日(周二) 

★清晨的动物园   10 月 7日(周六)～9 日(节日)、 

                 11 月 3日(节日)～5 日(周日) 

上述 6 天上午 8 点开园！可以看到从早上就开始非常

活跃的动物们的姿态♪另外，还举办写生大会及动物

们进食时间的观察等活动。详细内容请参阅网站！ 

※清晨的动物园期间有免费循环巴士运行    

JR 东静冈站南口 ⇔ 日本平动物园 

7:45～17:00 ※到动物园的最终班车时间为 15:30 

★募集动物园博士入门课程的参加者！！ 

     有魅力十足的智力竞赛！ 

     向修了者赠送认定证和特制纪念章！ 

时间:10 月 9 日(节日)、10:00～15:00 

     ※下雨延至 10 月 15日(周日) 

人数:小学 4 年级以上的人 50 名  ※家族可以同行 

费用:500 日元、每个家庭 1 组最多 5 名 

     1,000 日元（入园费、停车场费另付 ） 

报名:请寄明信片或发传真到：动物园协会  

    （〒422-8005 骏河区池田 1767-6  

      054-262-3252  传真 054-262-7135） 

【9 月 30 日(周六)必到、多数抽选】 

 

 

 

 

 

日本平动物园（骏河区池田） 054-262-3251 

活跃的女性 ☆ 专题研讨会 

咨询：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054-221-1349 
时间:11 月 21 日(周二)、13:00～15:50 

     (开场 12:00～) 
地点:HOTEL CENTURY SHIZUOKA  静冈(骏河区南町) 
《项目》 
第1部 市长致辞、企业表彰 
第2部 内田恭子女士的讨论会 
题    目：“我”与“企业”的工作方式改革 
演出人员：金井德幸先生(损害保险 JAPAN 日本兴亚 

          株式会社静冈支店长)其他 
第3部 优秀企业的工作发表 
 
对象:在静冈市、岛田市、烧津市、藤枝市、牧之原市、

吉田市及川根本町居住或上班、上学的 18岁以上者 200

名(免费)※对应手语翻译(需要预约)。有托儿处(需要

预约、免费孩童为生后 6 个月 ～未就学儿童、先到的

10 名左右) 

报名：市热线电话     054-200-4894 

【9月 8日(周五)～、以报名先后为顺序】 

 

 

在国际交流协会学习外国文化！ 

时间:①9月 29日～10月 20日的每周五、19:00～20:30 

(共 4 回) ②9 月 30 日(周六)、15:00～16:30 

内容:①马来西亚  ②台湾 

人数:①18 名(最少举行人数 6 名)  

     ②25 名(最少举行人数 5 名) 

费用:①5,000 日元  ②2,000 日元 

(②为学生 1,500 日元  ※要提示学生证) 

报名:请将明信片寄到：市国际交流协会 

(〒420-0853 葵区追手町 4-16  054-273-5931) 

【多数抽选】※网站上也能报名 
期限:①9 月 13 日(周三)必到   

     ②9 月 21 日(周四)必到 

 

 

街头音乐会 

时间（9 月） 地点 演出人员 

13 日(周三) 

12:20～13:00 

JR 静冈站北口 

地下广场 

静冈    

交响乐团 

17 日(周日) 

12:20～13:00 

清水站前银座 

商店街振兴组合旁边 

23 日(节日) 

13:20～14:00 

市上下水道局厅舍 

大门前广场 

29 日(周五) 

16:00～16:30 

JR 静冈站北口 

地下广场 

  原大介 

 原声吉他 

※当日，请直接到会场(免费)。请利用公共交通机关。 

 

咨询：①～③静冈交响乐团 054-203-6578 

      ④文化振兴财团     054-255-4746 

 

入园费:一般 610 日元、小学・中学生 150 日元、

未就学儿童免费(市内小学・中学生、70 岁以上

者如提示证明书将免费；持残疾人手册的人如提

示手册，本人及护理人员 1 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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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联络簿 

各个主要政府机关代表电话 

●葵区役所     054-254-2115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54-2111 

葵区追手町 5-1 葵区追手町 5-1 

●清水区役所   054-354-2111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111 

清水区旭町 6-8 清水区旭町 6-8 

●骏河区役所   054-202-5811 ●市役所（蒲原地区）       054-385-3111 

骏河区南八幡 10-40 清水区蒲原新田 1-21-1 
 

常用市政服务窗口 

主要服务内容 

部门名称 
葵区 骏河区 清水区 

有关外国人登记手续的咨询与服务 

户籍住民课 

054-221-1061 

1F 

054-287-8611 

1F 

054-354-2126 

1F 

有关保险和退休金的咨询与服务 

保险年金课 

054-221-1070 

1F 

054-287-8621 

1F 

054-354-2140 

1F 

有关纳税和税金的咨询与服务 

纳税课/市税事务所 

054-221-1035 

3F 

054-221-1531 

3F（葵区） 

054-354-2092 

2F 

生活咨询 

地域总务课 

054-221-1053 

1F 

054-287-8698 

3F 

054-354-2036 

1F 

有关儿童及儿童津贴等咨询与服务 

保育儿童课 

054-221-1093 

2F 

054-287-8674 

2F 

054-354-2120 

1F 

部门名称 市役所（静冈地区） 市役所（清水地区） 

垃圾回收 
收集业务课 

054-221-1365 

收集中心 

054-366-2751 

有关公立学校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学事课 

市役所（清水地区） 

054-354-2377 

有关体育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体育振兴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037 

有关多文化、共生方面的咨询与服务 

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 

市役所（静冈地区） 

054-221-1303 

 

与外国人相关的组织 

静冈市国际交流协会 
静冈本部 清水支部 

054-273-5931 054-354-2009 

入国管理局静冈支所 054-653-5571 

 

本资讯刊制作单位为 静冈市男女参画・多文化共生课，如果您有任何咨询、建议或意见，请联系我们。

地址 静冈市葵区追手町 5-1  邮政编码 420-8602 电话 054-221-1303 email:sankaku@city.shizuoka.lg.jp 

静冈人的网址：      http://www.city.shizuoka.jp/000_002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