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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1住民票・户籍・出生・住基网・印鉴证明・行政服务专柜【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９）想了解行政服务专柜【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的地点、业务内容和业务时间。 

11－（９）  

提问 想了解行政服务专柜【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的地点、业务内容和业务时间。 

回答 市民能够在上下班等时候通过设在市内 6个地方的行政服务专柜【行政サービス

コーナー】领取市民利用较多的证明书。详情请参照相关网页。 

 

<关于在更方便的便利店交付> 

川崎市内居住并持有个人番号，即可用在市内・市外的便利店（全国約有 49,800

家）里的多功能复印机取得住民票复印件及印章登录证明书等。详情请参照关联

网站。 

  

备考  

相关网页 便利店交付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3973.html 

个人番号交付申请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2535.html 

川崎生活指南·行政服务专柜【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17151.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行政服务专柜【川崎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244-1371   

小杉行政服务专柜【小杉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专柜【溝口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专柜【鷺沼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852-8471  

登户行政服务专柜【登戸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专柜 【菅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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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0）未成年也可以提出结婚申告书【婚姻届】吗？ 

11－（10）  

提问 未成年也可以提出结婚申告书【婚姻届】吗？ 

回答  男性 18岁起、女性 16 岁起就可以提交结婚申告书【婚姻届】。 

但需要父母（养父母）的同意。父母同意书要与结婚申告书【婚姻届】一起提

交，或在结婚申告书【婚姻届】的「其他」栏内由父母（养父母）填写「同意

结婚」的字样，并签名盖章。 

 

1 提交资料：结婚申告书【婚姻届】（放在区役所、分所）、 

同意书（未满 20岁时需要父母的（养父母）同意） 

2 申告期间：任意 

3 申告窗口：本籍地、住所所在地或短期逗留地方的区役所区民科､ 

分所区民中心【支所区民センター】 

4 申告人  ：要结婚的 2人（男性 18 岁以上、女性 16岁以上） 

5 填写方法：要结婚的 2人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可）、20岁以上 

（外国人时需要已经成年的人）2名证人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

可）、选择结婚后随哪方的姓、设定新本籍住址、现在的本籍

地、现在住民登录地等所有必要事项 

6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 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牛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此外的时间区役所守卫室可以受理申告书） 

7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休息日在区役所门卫室领取登记表。） 

8 必要资料： 

     (1) 申请人的印章 

     (2) 申请人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誊本)或户籍个人事项证明书

（抄本） 

但，户籍地为川崎市内者不需要。 

     (3) 驾驶证、护照等可以确认申请人身份的证件（只限所持者） 

     (4)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只限加入者) 

          (5) 国民年金手册(只限加入者)  

             未成年人结婚时,需要父母的同意书。 

          (6) 申告人需提供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照

或驾照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

限印有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9 注意事项：未满 20岁但是属于再婚时,不需要同意书。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请事先咨询。 

相关网页 结婚申请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159.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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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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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1）各自的住址不同时也可以提出结婚申告书【婚姻届】吗？ 

11－（11）  

提问 各自的住址不同时也可以提出结婚申告书【婚姻届】吗？ 

回答  各自的住址不同时也可以提交结婚申告书【婚姻届】。需要住址变更的话,提交

结婚申告【婚姻届】的同时也要提出住址变更申告。 

 

1 提交资料 ：结婚申告书【婚姻届】（放在区役所、分所） 

2 申告期间 ：任意 

3 申告窗口 ：本籍地、住所所在地或短期逗留地方的区役所区民科､      

分所区民中心【支所区民センター】 

4 申告人   ：要结婚的 2人（男性 18 岁以上、女性 16岁以上） 

5 填写方法 ：要结婚的 2人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可）、20岁以上（外国人时

需要已经成年的人）2名证人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可）、选择结

婚后随哪方的姓、设定新本籍住址、现在的本籍地、现在住民登录

地等所有必要事项 

6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牛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此外的时间区役所守卫室可以受理申告书） 

7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 月 29日～1月 3 

      日 

      （分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法定假日、休息日区役所守卫室可以受理申告书） 

8 必要资料： 

     (1) 申请人的印章 

     (2) 申请人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誊本)或户籍个人事项证明书（抄

本）  

但，户籍地为川崎市内者不需要。 

     (3) 驾驶证、护照等可以确认申请人身份的证件（只限所持者） 

     (4)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只限加入者) 

     (5) 国民年金手册(只限加入者)  

              未成年人结婚时,需要父母的同意书。 

(6) 申告人需提供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照或

驾照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限

印有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9 注意事项：如果是外国人的话，请事先咨询。 

相关网页 结婚申请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159.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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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2）想知道日本人和外国人结婚时的手续。 

11－（12）  

提问 想知道日本人和外国人结婚时的手续。 

回答  按日本方式结婚时（创设性申告）需要提出与其结婚的外国人的婚姻要件具备

证明书、护照、出生证明书、国籍证明书等。按外国方式结婚时（报告性申告）

需要提出婚姻证书及译文、护照等。有些国家还需要提出其他资料，请事先向

户籍科确认后再申告。 

１ 提出资料：结婚申书告【婚姻届】（放在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 

【支所区民センター】） 

             （报告性申告时只需日本人签名、盖章，不需要保证人） 

２ 申告期间：任意（报告性申告时，请在婚姻成立后 3个月之内申告） 

３ 申告窗口：住所所在地或本籍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 

【支所区民センター】（报告性申告，申告人在国外时， 

也可在驻外大使馆申告） 

４ 申告人 ：要结婚的 2人（报告性申告时，只申告日本人） 

５ 申告方法：要结婚的 2人的签名和盖印(橡胶印不可）、20 岁以上的（外 

国人时   

需要已经成年的人）2名证人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可）、设

定新 

本籍住址、现在的本籍地、现在住民登录地等必要事项 

６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30分 

（支所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上述时间以外在各区役所门卫室领取申告表。） 

７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节假日、12月 29日～1  

月 3 日 

（支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休息日在各区役所门卫室领取申告表。） 

８ 必要资料： 

      (1) 要申告的日本人的印章及户籍誊本（或抄本） 

但，户籍地为川崎市内者不需要。 

      (2) 创设性申告需要提出要结婚的外国人的婚姻要件具备证明 

书、 

护照、出生证明书、国籍证明书等 

      (3) 报告性申告需要提交婚姻证明书及其译文、护照等      

９ 注意事项：有的国家不发行婚姻要件具备证明书或还需要其他上记以外的 

资料，  

请事先向户籍担当（戸籍係）确认之后再提出申告。 

相关网页 与外国人结婚时的必备资料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12342/kokusai-kon.pdf 

 结婚申告书的填写范例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12342/file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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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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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与外国人结婚时的所需材料 

 

 

1. 创设性申告（在国外、日本都未申告时） 

① 婚姻要件具备证明书 

・请在驻日大使馆领取。  

・请提交自发行日起 3个月之内的原件（复印不可） 

 

② ①的日语译文 

・译文最末尾需要翻译者签名、盖章。 

例如「与上记原文内容完全相符。翻译者住址、姓名、印章」 

 

③ 若在上记①婚姻要件具备证明书中不能确认其国籍、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请随附如下文件。 

・出生证明书 (必须原本〔复印不可〕) 

・出生证明书的日语译文 (与②相同) 

・护照 

・护照的日语译文 (与②相同) 

 

④ 其他（需日本方面准备的文件） 

・户籍誊本（抄）本 １份（若日本人的本籍不属各区管内时） 

・结婚申告书【婚姻届】 

 

 

2. 报告性申告（已在国外结婚的时候） 

① 婚姻证明书 (必须原本〔复印不可〕 自发行日起 3个月之内) 

 

② ①的日语译文 

・译文最末尾需要翻译者签名、盖章。 

例如「与上记原文完全相符。翻译者住址、姓名、印章」 

 

③ 若在上记①婚姻要件具备证明书中不能确认国籍、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请随附如下

文件。 

・出生证明书 (必须原本〔复印不可〕) 

・出生证明书的日语译文 (与②相同) 

・护照 

・护照的日语译文 (与②相同) 

 

④ 其他（需日本方面准备的文件） 

・户籍誊本（抄）本 １份（若日本人的本籍不属各区管内时） 

・结婚申告书【婚姻届】（只要日本人的签名和盖章，不需要保证人｡） 

 

 



 14 

返回目次 

（13）想了解结婚申告书【婚姻届】手续的方法。 

11－（13）  

提问 想了解结婚申请书【婚姻届】手续。 

回答  结婚时需要提交结婚申告书【婚姻届】。 

 

１ 提交材料：结婚申请书【婚姻届】（在区役所、支所、行政服务专柜领取）。 

  不办理申请表格邮寄至市民家中的服务。烦请到上述办公地点领取。未满

20岁的申请者需要父母（养父母）同意。 

２ 申请期间：任意 

３ 申请窗口：本籍地、住所所在地区短期逗留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

心。 

４ 申请人 ：要结婚的 2人（男性 18岁以上、女性 16岁以上） 

(所需要的材料全部齐全的情况下， 也可委托其他人代理。不

需要委任状) 

５ 填写方法：要结婚的 2人的签名和盖印(橡胶印不可）、20 岁以上（外国

人时在母国已是法定的成年）证人 2名的签名和盖章(橡胶印不

可）、选择结婚后随哪方的姓、填写结婚后的本籍、现在的本

籍以及住址等必需事项。 

６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此外的时间可在区役所守卫室领取申请书） 

７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4星期六除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

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休息日可在区役所守卫室领取申请书） 

８ 必备物品： 

(1) 申请人印章    

(2) 申请人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或个人事项证明书) ※但，

户籍地为川崎市内者不需要。 

(3) 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

照或驾照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

书(仅限贴有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无照片居民基本台帐卡、国民年金证书、法

人所发行身份证明书等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 2件资料 

(4)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只限加入者) 

(5) 国民年金手册(只限加入者)  

 未成年人结婚时,需要父母的同意书。        

 

９ 注意事项：外国籍公民根据国际不同需要资料也不同，请事先咨询。本籍

地在川崎市外者,其所申报内容有可能需要数日才能反映到户

籍上（※）。 

具体日数请向管辖本籍地的市町村确认。 

（※）如需要已受理证明书的话,可在业务窗口交付受理证明

书。 

（办公时间外交给守卫室保管时,日后受理申请决定后,可在该

当区役所的区民科窗口领取。） 

相关网页 结婚申请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159.html 

 结婚申请书的填写范例（宫前区）[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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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2/file43.pdf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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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4）想了解在市内进行搬迁时的手续。 

11 －

（14） 
 

提问 想了解在市内进行搬迁时的手续。  

回答  在市内搬迁时(迁入市内其他区、在同一区内迁移时)需要办理住所变迁申报手续。 

 

1 提交资料：住所变迁申报书(居民移动申报书)【転居届（住民異動届）】 

2 申报期限： 迁移后 14日以内 

3 申报窗口：新住所所在地或旧住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科、分所区民中心【支所

区民センター】 

4 申报人 ：本人或户主(除此以外的人办理申报时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

料（※１）即使是家族成员，有时也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料

（※１）） 

       ※１法定代理人请提供户籍誊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

提供委托书 

5 申报方法：直接到窗口办理 

6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 第 4 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在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7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 日～1月 3 日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8 必要资料 ： 

(1) 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个人番号卡、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照或驾照

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限印有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2)通知卡或个人番号卡（申报当日忘记时，可在后日补交。） 

(3)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国民健康保険被保険者証】・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

人证【後期高齢者医療被保険者証】（限于加入保险者） 

(4)看护保险被保险人证【介護保険被保険者証】・高龄领取者证【高齢受給者証】

（限于持有人） 

(5)儿童医疗证【小児医療証】・单亲家庭等医疗证【ひとり親家庭等医療証】（限

于持有人）     

(6) 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只限持有者) 

(7) 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料（※１） 

※１ 法定代理人请提供户籍缮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

提供委托书 

(8)外国籍者除了上述资料外，还需搬迁所有人的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外国

人登录证明书的其中一样(如果在在留卡或外国人登入证明书上无法确认现在的

在留资格以及在留期间，请携带护照或在留资格证明书。此外，持有外国人登入

证明书的处于特例在留期间者，请准备可以证明的护照，受理票或者申请受理票。) 

 

9 注意事项：不得在搬迁前办理迁出手续或通过邮寄办理迁出手续 

 

备考 1转移地址时有时需要办理学校，儿童补助（儿童手当）的手续，请您留意。 

2 在川崎市内更换地址时，与住民票相关的川崎市民卡的登记・印章登记也会自动

变更地址，不需要另外再办理手续。印章登录证和带有印章登录证功能的川崎市

民卡也可以继续使用。 

相关网

页 

所管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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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转出等申请书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0127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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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5）住民票的变更能由代理人代为办理吗? 

11 －

（15） 
 

提问 住民票的变更能由代理人代为办理吗? 

回答  住民票的变更可由代理人代为办理。但是必须要提供确实已受到本人或户主委托的

资料。 

1 提交资料：住民移动申报书【住民異動届】 

2 申报窗口：住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科【区役所区民課】、 

分所区民中心【支所区民センター】 

3 申报方法：直接到窗口办理 

4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牛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04星期六不予受理。） 

5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 

    日（分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6 必要资料： 

    (1) 提供确实已受到本人或户主委托的资料（※１） 

            ※１法定代理人请提供户籍誊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法定代理

人以外者请提供委托书 

(2) 到窗口办理手续者的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照或驾照 

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限印有照片

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3) 本人的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只限

加入者) 

    (4) 本人的老人医疗证(只限领取者) ・高龄受给者证(只限领取者)     

(5) 儿童医疗证・单亲家庭等医疗证（只限领取者） 

(6) 市民卡・印章登录证（只限登录者）[根据迁出申报的确定，川崎市

的印章登录则被删除。] 

(7) 市民证 （只限领取者） 

(8) 外国籍人员除上述以外，还应带好所有迁入人员的在留卡、特别永住

者证明书、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中的任意一件（若无法用在留卡或外国

人登录证确认现在的在留资格或在留期限时，请带好护照或在留资格

证明书。或持有外国人登录证明书的属特例在留期间的人，请带好明

确此事项的护照、受理票或申请受理票。） 

相关网

页 

地址申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1-0-0-0-0-0-0-0.html 

 市役所・区役所等联系方式[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分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宮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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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6）想了解离婚后领养孩子时的户籍手续。 

11－（16）  

提问 想了解离婚后领养孩子时的户籍手续。 

回答  离婚时，请在离婚证上标明谁拥有子女抚养权，并送到区役所。另外，即使离

婚从现在户籍迁出的一方拥有子女抚养权，孩子的户籍也不变动。如果把孩子

迁入抚养权人的户籍，在家庭法院得到孩子姓氏变更许可后提交“入籍证【入

籍届】”。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40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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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7）想了解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除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受理证明书

的取得方法。 

11 －

（17） 

 

提问 想了解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除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受理证

明书的取得方法。 

回答  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除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等、受理证明书的

取得方法如下： 

 

1提交资料：申请书（区役所等窗口常备） 

  

1 申请窗口及手续费： 

(1)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户籍（缮本、抄本）：1份 450日元 

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行政服务专柜 

(2)除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除籍（缮本、抄本）：1份 750日元 

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 

(3)受理证明书：1份 350日元（使用高级纸张的受理证明书 1份 1,400日元） 

证明书对已基于户籍法受理户籍申报事宜提供证明。2007年 6月 2日（户籍管理

计算机化）以后在川崎市内提出申报者，可在市内全部的区役所、分所取得证明

书。关于 2007 年 6月 2日以前的申报者，请向受理户籍申报的事务所（在办事处

申报的情况下为实施管辖的区役所）提交申请。 

  

3申请者：本人或代理人 

  

4申请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或通过邮寄办理等 

  

5受理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及办事处 

周一-周五 8:30-17:00  

第 2、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0:30（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不受

理） 

(2)行政服务专柜 

周一-周五 7:30-19:00 周六、周日 9:00-17:00 

  

6休息日：周六（第 2、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分

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为休息日） 

（行政服务专柜为国民节假日及其休息日、12月 29日-1月 3日） 

  

7必要之物：本人确认资料（※1）、印章（也可签名）、代理人代办的情况下需要

可对被委任事宜进行确认的资料（※2） 

※1请携带下述本人确认资料中的任意一项。 

A 个人番号卡、带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护照或驾驶执照等政府行政机关发行的

执照、许可证或资格证明书的副本（仅限贴附有照片的） 

B 健康保险证、无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国民年金证书、由法人发行的身份证明

书等可对本人进行确认的资料 2种 

※2法定代理人请携带户籍缮本及其他可提供资格证明的资料，非法定代理人请

提交委任状 

※3第 3方申请时，有时可能要求提交可确认申请理由的资料。 

(第 3方不能利用行政服务专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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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原籍在川崎市内且已实施居民登录者，可用个人番号卡，在便利店用多功能复印机

取得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书。 

全国大约 53，000家便利店可利用。主要的便利店有：7-11、罗森、SUNKUS、全家、

MINISTOP、SAVEON等 

另外，便利店无法交付除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及受理证明书。 

相关网

页 

户籍证明书（户籍缮本的申请等）［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5-2-0-0-0-0-0-0.html 

所管辖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html 

便利店交付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3973.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橘办事处 电话：044-777-235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川崎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244-1371 

小衫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52-8471 

登户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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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8）想了解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取得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书、户籍缮本（抄本）、

住民票的副本等的方法。 

11 －

（18） 

 

提问 想了解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取得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书、户籍缮本（抄

本）、住民票的副本等的方法。 

回答  户籍（全体、个人）事项证明书、户籍缮本（抄本）、除籍缮本（抄本）、户籍附

票及住民票副本等，可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申请。但是可申请范围上有限制。根

据申请内容，出于保护个人隐私、拥护基本人权的目的，有时需要提交本人的委任

状或可确认申请理由的书面资料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照下述相关网页（致通过邮寄申请证明书的各位申请人）。 

相关网

页 
致通过邮寄申请证明书的各位申请者［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7-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8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69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711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2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1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97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2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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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9）想了解户籍申告【戸籍の届出】手续的办理方法。 

11 －

（19） 

 

提问 想了解户籍申告【戸籍の届出】手续的办理方法。 

回答  户籍申告在原籍地、居住地或者临时停留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都受理，

但是请注意根据申告种类的不同所需文件和申告时间也有所不同。另外，申告等的

用纸在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都有。各项申告相关详细内容，请参考主页（相

关网页:户籍的申报(出生申告・婚姻申告等)【戸籍の届出(出生届・婚姻届等)】）。 

  

但是,有关不受理申请【不受理申出】,原则上在申请人的原籍地【本籍地】申请,

居住地或临时停留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也能给予转送。 

1 主要申告： 

     (1) 出生申告【出生届】  

     (2) 死亡申告【死亡届】  

     (3) 婚姻申告【婚姻届】 

     (4) 离婚申告【離婚届】（协议离婚） 

     (5) 离婚申告【離婚届】 （调停离婚、审判离婚、和解离婚、承诺离

婚、判决离婚） 

      (6) 迁移户口申告【転籍届】（迁移原籍时） 

2 受理时间： 

     (1) 各区役所区民科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30 分 

     (2) 支所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支所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上述时间以外在各区役所门卫室领取申告表。（但是，不受理申请

【不受理申出】除外。） 

3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支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休息日在各区役所门卫室领取申告表。※但是，不受理申请【不受

理申出】除外。） 

4 注意事项：有关各项申告的申告时间•申告窗口•申告人•申告方法•附件等， 

请参照主页（相关网页:户籍的申报(出生申告・婚姻申告等)【戸籍

の届出(出生届・婚姻届等)】）。 

相关网

页 
户籍的申报(出生申告・婚姻申告等)【戸籍の届出(出生届・婚姻届等)】［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5-1-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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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0）想了解受理时间外户籍申告的办理方法。 

11 －

（20） 

 

提问 想了解受理时间外户籍申告的办理方法。 

回答  在受理时间内进行申告时, 原籍地、居住地或者临时停留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

区民中心都给予受理。在受理时间外进行申告时,将由区役所的门卫室暂时保管,但

对内容不进行审查, 当资料不齐全时,次日受理窗口办公时,业务担当人员将会另行

联系,申告日期有时候会发生变更（支所区民中心不受理时间外的暂时保管）。 

另外, 关于不受理申请【不受理申出】,由于门卫室不能受理暂时保管,请在受理时

间内向申告人的原籍地、居住地或者临时停留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申

告。 

 

１ 提交资料：出生・死亡・婚姻・离婚等各类户籍的申告书。各种申告的详情请

参阅相关网页「户籍申告（出生・婚姻等）」。 

２ 申告窗口：各区役所门卫室 

３ 申告人  ： 申告人本人（亲属等持本人填写的申报表也可以。（不需要委托书。）

但是,日后也会有需要本人亲自来申告的情况。） 

４ 受理时间：业务受理时间外（早晨・夜间・休息时） 

５ 注意事项：日后,通过担当科（区民科户籍担当）确认后,如发现填写内容或提

交资料等不完整时,将另行联系。请在申告表上填写白天可以联系到的电话号

码。 

                      

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的办公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仅限区役所)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30分 

 

相关网

页 

户籍申告（出生・婚姻等）［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5-1-0-0-0-0-0-0.html 

 所管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2-1-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5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271-0140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区民センター】 电话：044-322-1971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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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1）想了解委托书【委任状】的格式。 

11 －

（21） 

 

提问 想了解委托书【委任状】的格式。 

回答  委托书的格式如下。有关书写样本请参照相关资料「委托书范例」。                        

 

１ 方法     ：没有特别规定，但是请务必由进行委托者本人制作。 

２ 格式及填写内容： 

         (1) 委托书的用纸可任意（信笺等） 

         (2) 制作年月日 

         (3) 委托的内容（“关于○○进行委托。”） 

         (4) 代理人的姓名及住址、出生年月日 

         (5) 本人署名或者签名、盖章、住址及联系电话号码（但，申请印章登记的

委任状需要有登记的印章） 

相关网

页 
委托书范例（PDF`形式，6KB）［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12487/ininjo.pdf 

 委任状的格式（印章关系）中的一个例子（PDF格式，68KB）[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12487/file43.pdf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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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2）周六或周日能办理迁入、迁出手续吗？ 

11－（22）  

提问 周六或周日能办理迁入、迁出手续吗？ 

 

回答    每月的第 2、4 个周六上午，区役所的一部分窗口营业，受理迁入、迁出等手

续。请务必加以利用。 

 

1 开设日期和时间 

每月第 2、第 4 个周六 

8:30-12:30 

 

2 开设窗口 

市内各区役所的区民课、保险年金课 

*分所、办事处不开设。 

 

3 主要办理业务 

(1)迁入报告书、迁出报告书（使用个人番号卡、住民基本台账卡不能办理迁入迁

出） 

(2)印章登录 

(3)住民票副本、印章登录证明书、户籍关系证明书等的发行 

(4)个人番号卡的交付 

    ※不能办理交付之外的手续。系统维护时可能会停止服务。 

(5)国民健康保险证的发行 

(6)小学、初中的入学、转校手续 

(7)儿童津贴的申请、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8)户籍申报 

(9)国民健康保险证的发行、国民健康保险费的缴纳 

(10)儿童（婴幼儿）医疗证的发行 

等 

 

*不办理住民基本台账网络的相关业务、年金业务。 

*除需向其他市町村或机关咨询的情况外，有时会有因手续的内容需要您改日再

来，或者当时无法立刻给您发行的证明书。 

*关于必要资料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以下相关网页。 

 

备考 已办理居民登录、印章登录的市民，如需要证明书（住民票副本、记载事

项证明书、印章登录证明书），也可利用“便利店交付”或“行政服务专柜”、

办理，敬请利用。 

*如果您持有个人番号卡，您可以在便利店的多功能复印机等上取得证明

书。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相关网页。 

*关于“行政服务专柜”请参阅下述相关网页。 

 

相关网页 每月第 2、第 4个周六可在区役所办理迁入、迁出等手续。［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4383.html 

想了解通过邮寄、投函等提交迁出（迁出是指搬迁到市外）报告书的方法。

［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242 

便利店交付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3973.html 

行政服务专柜指南［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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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17151.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关于第 2、第 4个周六开设窗口时所办理的业务) 

THANK YOU CALL KAWASAKI（感谢呼叫川崎） 

电话：044-200-3939 

传真：044-200-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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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3）周六或周日能办理迁入、迁出手续吗？ 

11 －

（23） 

 

提问 想知道川崎市民卡丢失时，该怎么办。 

回答  带有印章登录「川崎市民卡」丢失了（又或被盗了），不能用打电话停止印章登录

证的功能，请到居住地所管的区役所・分所的窗口办理「印章登录证丢失申报」（窗

口常备。） 

备考  

相关网

页 

所管区域一览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市民文化局戸籍住民服务课 电话：044‐20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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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4）想了解有关市民卡的信息。 

11 －

（24） 

 

提问 想了解有关市民卡的信息。 

回答  川崎市民卡是 2007年 5月 14日到 2017年 12月 28日发行的卡。印章登录过的，可

作为印章登录证继续使用。 

 

另，识别川崎市民卡利用者的功能行政服务端末于 2017年 12月 28 日停止服务，感

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 

川崎市提供个人番号卡在全国 53,000家便利店的多功能复印机取得住民票复印件

等各种证明的服务。 

请持有有川崎市民卡的人考虑申请个人番号卡（初次免费）。 

相关网

页 

所管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html 

川崎市民卡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0210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市民文化局  户籍居民服务科【戸籍住民サービス課】  电话：044-20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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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27）想了解印章登录的手续办理方法。 

11 －

（27） 
 

提问 想了解印章登录的手续办理方法。 

回答  

 

印章登录有以下 3种方式：（1）书面照会方式（到登录完成需要数天时间）、（2）

由本人申请的执照等方式、（3）由本人申请的保证人方式。关于各种登录方式的

手续办理方法及必要之物，请参照主页（相关 URL）。登录完成后将向您交付印章

登录证。 

 

1提交资料：申请书（窗口常备） 

2申请窗口：住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课 分所区民中心 

3有登录资格者：已在川崎市各区完成居民登录者（但是，不满 15 岁的未成年人

和成年被监护人不可登录） 

4申请人：本人或代理人 

5申请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8:30-17:00 

第 2、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0:30（分所区民中心第 2、4个周六不受理） 

7休息日：周六（第 2、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 日-1月 3日（文

所区民中心第 2、4个周六为休息日） 

8必要之物：要登录的印章、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由代理人申请

时需要委任状和代理人印章。 

9注意事项：以书面方式办理登录手续时，在窗口提出申请后，我们将把照会书/

回答书寄给本人，请在收到后在回答书上填写必要事项，同时携

带所填写的回答书与本人确认资料来所，即可实施登录，手续的

办理需要数天时间。（回答期限为申请日起 1个月内。超过期限

的情况下登录申请将失效。） 

备考 登录方式 

A书面照会方式 

收到印章登录申请书后，区役所等将把照会文件寄至本人住所。 

请在该照会文件的回答书栏填写必要事项，然后携带所填写的文件来所即可办理印

章登录。 

因要以邮寄方式交付照会文件，到登录完成需要数天时间。 

 必要之物 

・要登录的印章 

・健康保险证等本人确认资料 

在窗口办理的手续 

・填写印章登录申请书提交给窗口，通过本人确认资料对住所、姓名等进行确认后，

区役所等将把照会文件邮寄至本人住所。 

收到照会文件后要办理的手续 

・收到区役所等寄来的照会文件后，在照会文件的回答书栏中亲自填写日期、本人

住所、姓名并用登录印章盖章。该回答书要在申请日起的 1个月内来所提交给之前

的申请窗口。（照会文件上记载有回答期限） 

・将回答书来所提交给窗口后，印章登录即完成，我们将向您交付印章登录证（市

民卡）。 

・登录者本人来所提交回答书时，请一并携带要登录的印章和健康保险证等可对本

人进行确认的资料。 

・代理人来所提交回答书时，还需填写回答书的委任状，并请一并携带要登录的印

章、来所者的印章、驾驶执照及健康保险证等。 

B执照方式（不可由代理人代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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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 必要之物 

・要登录的印章 

・驾驶执照、护照等政府行政机关发行的，带有正面照片的本人确认资料 

登录手续 

・请填写印章登录申请书，提交要登录的印章、驾驶执照、护照等。 

・当天即可完成印章登录。 

・印章登录完了后将向您交付印章登录证（市民卡）。 

C保证人方式（不可由代理人代为申请） 

请已在川崎市内进行了印章登录的人做保证人，并由申请者本人直接申请。 

 必要之物 

・要登录的印章 

・健康保险证等本人确认资料 

登录手续 

・请提交保证人栏中有保证人签名并盖有登录印(已登录的正式印章)的印章登录申

请书、要登录的印章和健康保险证等。 

・保证人的住所、姓名、生日、印迹等经核对无误时，当天即可完成印章登录。 

・印章登录完成后向您交付印章登录证（市民卡）。 

※保证人栏中盖压的登录印不清楚时，有无法马上登录的可能，请予以注意。  

补充说明 

 代理人代为申请时将全部按书面照会方式进行。（不能当天登录） 

必要之物 

・要登录的印章 

・代理人便章 

・委任状 

・代理人本人确认资料 

在窗口办理的手续 

・将所填写的印章登录申请书提交至窗口，区役所等将把照会文件寄至本人住所。 

收到照会文件后要办理的手续 

・收到区役所等寄来的照会文件后，在照会文件的回答书栏中亲自填写日期、本人

住所、姓名并用登录印章盖章。该回答书要在申请日起的 1个月内来所提交给之前

的申请窗口。（照会文件上记载有回答期限） 

・将回答书来所提交给窗口后，印章登录即完成，我们将向您交付印章登录证（市

民卡）。 

・登录者本人来所提交回答书时，请一并携带要登录的印章和健康保险证等可对本

人进行确认的资料。 

・代理人来所提交回答书时，还需填写回答书的委任状，并请一并携带要登录的印

章、来所者的印章、驾驶执照及健康保险证等。 

相关网

页 

关于印章登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8-0-0-0-0-0-0-0.html 

关于印章登录时可登录的印章、不可登录的印章[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488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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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0）想了解出生报告书的手续办理方法。 

11－（30）  

提问 想了解出生报告书的手续办理方法。 

回答  出生后从医院领取报告书（右侧半边附有出生证明书），左侧的半边填写必要

事项后，请在 14天内（包括出生日）申报。窗口不开放的时间段只携带报告书

和印章即可。关于出生报告书的填写方法，请参照相关 URL的实例。 

※1 孩子的名字的汉字有文字使用限制，请予以注意。 

※2 通知新生儿的个人番号的通知卡，大概要在提交出生报告后一个月后收

到，请别忘了领取。 

1提交资料：出生报告书  

2申报期限：从出生日起 14天内（包括出生日）  

3申报窗口：住所所在地、籍贯所在地、出生地或临时旅居地的区役所区民课、

分所区民中心  

4申报人：新生儿的父亲或母亲  

5申报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6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8:30-17:00  

第 2、4个周六 上午 8:30-中午 12:30（分所区民中心第 2、4个周六不受理） 

（上述时间以外在区役所传达室受理）  

7休息日：周六（第 2、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第 2、4个周六为休息日）  

（休息日在区役所传达室受理。母子手帐证明、儿童津贴、儿童医疗证、一次

性生育津贴等其他手续请在 6中所述时间内到住所所在管辖区的区役所区民

课、分所区民中心（母子手帐证明在提交申报书的区役所区民课）办理。）  

8必要之物：印章（胶皮图章不可）、母子健康手帐。关于儿童津贴的手续，

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情况下的一次性生育津贴的支付等手续，请参照下面的“相

关网页”。 

 

相关网页 出生报告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114.html 

儿童津贴[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462.html 

儿童医疗费补助事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526.html 

一次性生育津贴[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106.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5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40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1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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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1）想了解通过邮寄、投函等方法提交迁出报告（向市外迁出时提交的报告）的方法 

11－（31）  

提问 想了解通过邮寄、投函等方法提交迁出报告（向市外迁出时提交的报告）的方

法。 

回答  由于突然迁出等情况不能直接向窗口申报时，可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提交迁

出报告书。这种情况下，将把迁出证明书寄送至迁出人的住所。 

通过邮寄、投函等提出的迁出报告书，要在信笺或报告表上填写以下内容： 

1搬迁年月日 

2迄今为止的住址及户主姓名 

3新住址及户主姓名 

4籍贯、户主姓名 

5搬迁者全员的姓名、生日、性别 

6申报人（本人或户主）的署名或签名盖章及现住址 

7申报人的日间可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请随信附上回信用信封（贴有 82日元邮票并写有申报人地址、姓名的信封），

寄送至对“迄今为止的住所”实施管辖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 

※由办事处对“迄今为止的住所”实施管辖的申报者，请寄送至所属区的区役

所区民课。 

 此外，为了对本人进行确认，请随信附上下述任一证明资料的副本（复印件）。 

 1．带正面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护照、驾驶执照等政府机关发行的带正面

照片的执照、许可证或资格证明书（外国居民可以出示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

明书）等。 

 2．健康保险证、现金卡、存折等可确认姓名的资料 2种。 

 如有其他符合要求的资料，请附在信内。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仅限加入者） 

・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仅限受领者） 

・介护保险被保险者证（仅限持有被保险者证者） 

・儿童（婴幼儿）医疗证（仅限受领者） 

・印章登录证（仅限已登录者） 

・川崎市民卡（仅限持有者） 

 【注意事项】 

・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申请时，迁出证明书需要几天才能邮寄到您手中。申

请时请留出富余 

的天数。 

・不受理电话、传真等方式的申请。请务必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申请书。 

・要在迁入新住所之日起 14天以内到所迁入地的市区町村办理迁入手续，如果

逾期不办理， 

基于住民基本台账法的规定可能被处以 5万日元以下的过失罚款，请予以注意。 

・基于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入管法）持有中长期在日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如无正当理由 

的情况下未办理居住地申报时，可能被取消在留资格，请予以注意。 

 

相关网页 

 

 

 

迁出报告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075.html 

 
 

所管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

html 

通过邮寄交付的迁出证明书的申请表[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cmsfiles/contents/0000037/37075/file

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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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川崎区域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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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2）想了解如何取得住民票复印件【住民票の写し】。 

11－（32）  

提问 想了解如何取得住民票复印件【住民票の写し】。 

回答  住民票复印件【住民票の写し】的取得方法如下： 

 

1本人或代理人代理申请的时候 

(1) 需提交的资料：申请书（区役所等窗口常备） 

(2) 申请窗口：各区役所的区民科，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出張所】，行政

服务窗口【行政サービスコーナー】。 

(3) 申请方法：从申请窗口直接申请或邮寄等方法。邮寄申请的时候，请向居

住地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申请。 

(4)必备物品： 

a请带本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确认用证件。（请参考「3本人确认证件」） 

 b法定代理人，请带户籍缮本和其他的可以证明资格的证件。还有，法定代理

人之外的人，请携带委任状。 

c本人申请时，住民票的请求书的请求栏目里，如果有本人签名就不需要印章。 

d代理人申请时，住民票的请求书的请求栏目里，如果有代理人的签名就不要印

章。 

2上述之外人员提出申请的时候 

(1) 需提交的资料：申请书 

(2) 申请窗口：各区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出張所】。（行政

服务台无法使用） 

(3) 申请方法：从申请窗口直接申请或邮寄申请，邮寄时请到居住地的区役所

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申请。 

 (4)必备物品： 

a请带本人或者代理人的本人确认用证件。（请参考「3本人确认证件」） 

b法定代理人，请带户籍缮本和其他的可以证明资格的证件。还有，法定代理人

之外的人，请携带委任状。 

c法人的情况下，要带法人代表的印章。 

 (5)注意事项：根据申请理由，也有无法交付的情况。 

3本人确认证件 本人确认证件请携带以下资料 

(1)个人番号，付有证明照的住民基本台账卡，护照或驾驶证之类的政府机关发

行的证件，许可证等的资格证明书的复写（只限于含有证明照的复写） 

(2)健康保险证，银行现金卡，存折等可以确认名字的证件两份 

4手续费：300日元/件。 

5 受理时间： 

(1) 各区役所区民科，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出張所】 

周一 到 周五： 上午 8点 30分 到 下午 5点  

第 2和第 4 周六：上午 8点 30分 到 中午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出張所】，第 2，第 4周六不予受理。） 

(2) 行政服务窗口 

周一到周五：上午 7点 30分 到 下午 7点 

周六 周日： 上午 9点 到 下午 5点  

6休息日： 

（周六：第 2·第 4之外）         

（周日，法定节假日，12月 29日 到 1月 3日 ）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出張所】，第 2·第 4 周六也休息）   

※行政服务窗口在法定节假日，12月 29日到 1月 3日，因设备检查等而临

时休业。 

参考信息 住民票复印件分为全家复印件和部分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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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属或本人在同一地址居住但户籍不同的人代替本人申请住民票复印件时，

原则上需要本人的委托书。(因特殊情况无法提委托书时，需要本人提交记载有

作为代理人受托事项的资料) 

 

相关网页 住民票副本[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6883.html 

相关资料 住民票等的发行・申请书(PDF形式, 43KB)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12442/form(ver.2).pdf 

委任状(PDF 形式, 6KB)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12442/inin.pdf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橘 办事处        电话：044-777-2355  

宮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川崎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244-1371  

小杉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852-8471  

登戸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台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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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3）想了解印章登录证明书的取得方法（在窗口取得）。 

11－（33）  

提问 想了解印章登录证明书的取得方法（在窗口取得）。 

 

回答  在窗口申请印章登录证明书时，首先需印章已经完成登录。我们向已完成印章登

录手续的申请者交付有“印章登录证”或带印章登录证功能的“川崎市民卡”，请

与申请书一同提交。 

 

利用“个人番号”，即使是休息日或窗口不办理业务的时间段，也可从便利店的多

功能复印机取得印章登录证明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照下列相关主页：便利店

交付指南。 

 

1 提交资料：申请书 

2 申请窗口：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行政服务专柜 

3 申请人：本人或代理人（不需委任状） 

4 申请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5 受理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 个周六 上午 8:30-中午 12:30（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第 4 个周

六不受理） 

(2)行政服务专柜 周一-周五上午 7:30-下午 19:00  周六、周日 上午 9:00-下午

17:00 

6 休息日：周六（第 2、第 4 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 月 29 日-1 月 3 日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第 4 个周六也是休息日。） 

行政服务专柜为国民节假日及其休息日、12 月 29 日-1月 3 日、因设备检查等临

时停业时 

7 必要之物：印章登录证或带印证登录证功能的川崎市民卡 

8 注意事项：未携带印章登录证或带印章登录证功能的川崎市民卡的情况，或申请

书上所填写的“本人住所、姓名、生日”不正确的情况下，不能交付印章登录证

明书。另请注意个人番号不能在窗口交付。 

 

备考 印章登录证明书 1份 300 日元 

 

相关网页 便利店交付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3973.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橘办事处 电话：044-777-235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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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244-1371 

小衫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52-8471 

登户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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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次 

（34）印章证明书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取得吗？ 

11－（34）  

提问 印章证明书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取得吗？ 

回答  可由代理人代为申请。请务必携带印章登录证。但是，申请书上所填写的“本

人住所、姓名、生日”不正确的情况下，不能交付。 

 

1提交资料：申请书 

2申请窗口：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行政服务专柜 

3申请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4受理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及办事处 

周一-周五 8:30-17:00 

第 2、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0:30（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不

受理） 

(2)行政服务专柜 

周一-周五 7:30-19:00 周六、周日 9:00-17:00 

5休息日：周六（第 2、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为休息日） 

行政服务专柜为国民节假日及其休息日、12月 29日-1月 3日、因设备检查等

临时停业时 

6必要之物：印章登录证或带印证登录证功能的川崎市民卡 

7注意事项：不可通过邮寄方式申请。 

相关网页 印章登录证明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6906.html 

 【FAQ】想了解印章登录证明书的取得方法（在窗口取得）。[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395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橘办事处 电话：044-777-235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川崎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244-1371 

小衫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52-8471 

登户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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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5）想了解能在其他区取得住民票、印章登录证明书吗？ 

11－（35） 日本語版 12454（最終更新日）2017/2/7 

英語版 48348（最終更新日）2016/3/11 

中国語版 11-35（最終更新日）2016/3/14 

提问 想了解能在其他区取得住民票、印章登录证明书吗？ 

 

回答  住在市内的居民，可在川崎市内的任何一个区役所、分所、办事处、行政服务

专柜申请住民票的副本及印章登录证明书。但是申请印章登录证明书需要提交

印章登录证。 

另只要有个人番号的市民，在全国大約 53,000家便利店的复印机就能取得住民

票副本及印章登录证明书。但印章登录证明书只限印章登录过的市民才能取得。 

 

1提交资料：申请书（日语分为请求/申出书、申请书两种） 

2申请窗口：各区役所区民课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行政服务专柜 

3申请人：本人或代理人（第 3方申请时不能利用行政服务专柜） 

4申请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5受理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及办事处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4个周六 上午 8:30-中午 12:30（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

不受理） 

(2)行政服务专柜 

周一-周五 上午 7:30-下午 7:00 周六、周日 上午 9:00-下午 5:00 

6休息日：周六（第 2、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办事处第 2、4个周六为休息日） 

（行政服务专柜为国民节假日及其休息日、12月 29日-1月 3日） 

7必要之物：申请印章登录证明书的话需要印章登录证 

申请住民票副本时，需要来所者的本人确认资料（※1），此外，由代理人代为

申请时需要委任状等（※2），第 3方提出住民票交付申请时，需要可确认申请

理由的资料复印件 

※1需要提交下述任意一项本人确认资料。 

A 带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护照或驾驶执照等政府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

可证或资格证明书（仅限贴附有照片的） 

B健康保险证、现金卡、存折等可对姓名进行确认的资料 2种 

※2法定代理人需户籍缮本及其他可对代理资格提供证明的资料，非法定代理

人需提交委任状。 

8注意事项：未携带印章登录证或申请书上所填写的“登录者本人的住所、姓

名、生日”不正确的情况下，不能交付印章登录证明书。 

 

第 3 方提出住民票副本的交付申请时，有时可能因申请理由不充分等不予交付。 

备考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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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橘办事处 电话：044-777-235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川崎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244-1371 

小衫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722-8685 

沟口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14-7500 

鹭沼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852-8471 

登户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33-3000 

菅行政服务专柜 电话：044-945-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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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6）印章登记之后可以立即办理印章证明书吗。 

11 －

（36） 
 

提问 印章登记之后可以立即办理印章证明书吗。 

回答  在窗口办理印章登记证明书时，您必须已经登陆完印章。办理完印章登陆手续者给

发「印章登陆证」或与印章登陆证同样有效的「川崎市民卡」。办理手续时并跟申

请书一起提出。 

 

利用「川崎市民卡」以及「住民基本台账卡」，行政服务终端机可以在节假日以及

窗口业务时间外也可以办理印章登陆证明书。有关详情请参考以下网址：行政服务

终端机介绍 

 

1 提交资料：申请书 

2 申请窗口：各区役所区民课，支所区民中心，办事处，行政服务专区，柿生联  络

所 

3 申请人   ：本人或代理人（不需要委托书） 

4 申请方法：直接在窗口办理 

5 营业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支所区民中心，办事处，柿生联络所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 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0時 30分（支所区民中心，办事处，柿

生联络所不办理第 2・第 4 星期六业务） 

(2)行政服务专区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7点 30分～下午 7点 星期六、星期日 

上午 9点～下午 5点 

6 休息日   ：星期六（每月第 2・第 4 星期六以外），星期日，节假日，12月 29

号～1月 3号（第 2・第 4星期六 营业不包括 支所区民中心，办事处，柿生联络

所。） 

关于行政服务专区休息日：节假日以及 12月 29号～1月 3号，因设备检点临时停

业时 

7 所需的资料：「印章登陆证」或与印章登陆证同样有效的「川崎市民卡」。 

8 注意事项：没有携带「印章登陆证」或与印章登陆证同样有效的「川崎市民卡」

以及申请书上所记载的「本人的住所、姓名、生年月日」如有误的情况下，不可交

付印章登陆证明书。 

 

相关网

页 

印章登记[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30-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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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7）想了解一下居民基本台账卡的申请方法。 

11－（37）  

提问 想了解一下居民基本台账卡的申请方法。 

回答  申请者本人（未满 15岁和没有足够的识辨能力者由法定代理人申请） 

(由申请者委托他人（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时，请阅读以下「参考信息」的部

分。 

并且，从平成 25年 7月开始，外国籍居民也可以办理住民基本台账卡 

【办理方法】 

（1） 提交资料 ：住民基本台账卡交付申请书（可以在窗口领取）。 

（2） 窗口 ：地址所在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 

（3） 申请方法 ：到窗口直接申请或邮寄申请 

（4） 所需资料：可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 驾驶执照，护照，残疾证，疗育手

册，   精神病残疾证（附带本人相片的证件），住民基本台账卡（只限法定

代理人）当中的任何 1项和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册等其中 1项。全部 2项准备

好的情况下，以特例可以当天交付。 

 

准备附带 IC芯片的驾驶执照，用办理驾驶执照时设定的 2个密码，且可以在窗

口确认本人的情况，仅持驾驶执照也可当天交付。 

 

申请者的相片 1张（有相片的情况） 

相片的大小等 

证件照片的大小（比如驾驶执照申请（垂直 3cm×水平 2.4cm）或护照照片（垂

直 4.5cm×水平 3.5cm）等） 

提交前 6 个月内拍摄的、脱帽正面、无背景 

照片背面请填写名字 

 

邮寄申请时把准备好的资料［1．填写完整的申请书、2．照片 1张（有相片的

情况）］邮寄到居住地的区役所区民课，支所区民中心。 

 

（5） 营业时间：工作日（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9点～下午 5点 

区役所、支所的开厅时间不同，请您注意。 

（6） 手续费 ：500日元 

（7） 注意事项 

原则上住民基本台账卡因需要通过文件查询，当天不可交付。所以，尽管由本

人或法定代理人申请，如果不符合（4）的条件或由委托代理人用邮寄方式申请

后，由申请人本人把邮寄到申请人本人地址的查询书和驾驶执照，护照，残疾

证，疗育手册，精神病残疾证（带本人相片的证件），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册等

其中 2项拿到窗口才可交付住民基本台账卡。 

领取住民基本台账卡时因需要 4位数字的密码登录，所以只能由本人来设定。

（除法定代理人，其他代理人不可领取） 

 

参考信息 【申请者代理人代办申请（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必须把申请人本人的「委托书」提交到申请窗口。委托书用任意的

纸张（信笺等）上面记载委托书填写年月日，委托申请住民基本台账卡交付的

内容，委托代理人的姓名以及地址，申请人本人的签字或盖章以及地址，还要

记载可以与申请人本人联系上的电话号码。 

还有，为了要确认来窗口办理业务人本人的身份，请准备以下任意一个记载姓

名的证件。敬请合作。 

驾驶执照，护照，残疾证，疗育手册，精神病残疾证（带本人相片的证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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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基本台账卡，还有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册等。 

如果，想申请「带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请您准备一张照片 

 

申请后，由申请人本人把邮寄到申请人本人住址的照会书和驾驶执照，护照，

残疾证，疗育手册，精神病残疾证（带本人相片的证件），健康保险证，年金手

册等其中 2项拿到窗口才可以证明是以本人的意思来申请。 

领取居民基本台账卡时因需要 4位数字的密码登陆，所以只能由本人来窗口领

取。 

 

相关网页 居民基本台账卡交付申请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827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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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8）想了解如要在川崎市继续使用以往居住地领取的住民基本台帐卡时所需办理的手续。 

11－（38）  

提问 想了解如要在川崎市继续使用以往居住地领取的住民基本台帐卡时所需办理的

手续。 

回答  平成 24年 7月 9日起，即使从领取住民基本台帐卡的市区町村迁出后，也可继

续使用该卡。办理迁入申请时，在窗口出示住民基本台帐卡，在卡背面记载申

报时间和新的地址，变更卡内部的登记事项之后，该卡就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迁入申请之日起 90日以内，若没有在窗口出示住民基本台帐卡，则无法

继续使用。 

【手续办理方法】 

（1）申报窗口：新住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 

（2）必要之物：在以往居住地领取的住民基本台帐卡（仅限有效期内的卡） 

（3）受理时间：平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17:00 

※  与区政府、分所的開庁时间不同，请注意。 

（4）注意事项 

・继续使用住民基本台帐卡时，由于要更改卡内部的登记事项，因此需要您输

入密码。 

・若属于同一家庭成员,“在本人同意的基础上”，若知道本人的住民基本台帐

卡密码，住民卡便可继续使用。但是为了防止不正当使用，请不要将密码告知

给同一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 

备考 【通知】 

截至 2015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为止，住民基本台账卡已经终止新的办理以

及更新，因此自 2016年 1月起，请考虑办理新的个人号码卡。 

已持有的住民基本台账卡可以使用至有效期限为止，但是自 2016 年 1月个人号

码卡开始交付之后，住民基本台账卡将不能再更新，敬请理解。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宮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市民文化局 市民生活部 户籍住民服务课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町 11-2 川崎 FRONTIA 大楼（川崎フロンティア

ビル）9楼 

电话：044-200-2259 

传真：044-200-3912 

电子邮件地址：25kosek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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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39）籍申报时所提交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是否具有有效期限。 

11－（39）  

提问 户籍申报时所提交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是否具有有效期限。 

回答  所领取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中所记载的证明事项为领取当时的

内容，证明书本身没有有效期限。 

由于户籍上所记载的身份关系会根据申报情况等有所变动，因此将户籍全部事

项证明书（户籍副本）作为附件使用时，请以领取之日起约 3个月以内取得为

基准。 

但是，根据提交部门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请提前向提交部门确认户籍全部

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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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40）想改变户籍地，该怎么办好呢。 

11－（40）  

提问 想改变户籍地，该怎么办好呢。 

回答  户籍登记迁移，是可以改变户籍地的。 

户籍迁移地，如果是日本国内，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新的户籍是根据土地编号特定下来，所以请您事前确认好。 

 

1申报窗口 

 现在的户籍地，新的户籍地或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2受理时间 

(1)各区役所区民课 

周一～周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00分 

第 2・第 4周六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0点 30分 

(2) 分所区民中心 

周一～周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00分 

（分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4周六的不进行接待，请注意。） 

※ 上述以外的时间在各区役所警卫室受理登记表。 

在区役所（分所除外）时间外（下午 5点 00分～第二天上午 8点 30分），或假

日也在警卫室备案受理，但如果文件等不完善的情况，是无法受理的。 

3假日 

周六（第 2·・第 4以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4周六也放假，请注意。） 

4申报人 

户籍的户主以及配偶 

（迁移户籍登记表，需要户籍的户主与配偶各自的签名和盖印。本人所写的登

记表可以由代理人（信使）提交。这种情况，不需要委任状。但是，可能需要

确认代理人的本人身份。） 

5，必要的东西 

(1)迁移户籍申报表(在全国哪一个市区町村都可以拿到) 

(2)户籍全部事项证明或户籍誊本一份（另外，在川崎市的同一区内迁移户籍时

不需要提示。） 

(3)申报人(户主和配偶) 各自的印章(仅限使用印泥) 

6注意事项 

（1） 根据户籍登记迁移，户籍上现登载的所有人的户籍地将被更

改。 

（2） 由于死亡等户主与配偶双方不在的户籍将无法迁移。 

（3） 在户籍上只想改变一个人的户籍地，超过 20 岁以上者，就可

以分户登记从而迁移户籍。但是，户主和配偶除外。 

相关资料 户籍迁移填写例(PDF形式, 120KB)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2 

/12499/file43.pdf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201 - 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 - 271-0130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 - 322 - 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556 - 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744 - 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861 - 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856 - 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935 - 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965 - 5122 



 48 

返回目次 

（41）想要旧地址履历和，通名变更的履历证明书，可以申请外国人登录原票吗？ 

11－（41）  

提问 想要旧地址履历和，通名变更的履历证明书，可以申请外国人登录原票吗？ 

回答  平成 24年 7月 9日起，新的在留管理制度导入的同时，外国人登录制度将被废

止。在此之前在市区町村保管的“外国人登录原票”，由于存放在法务省，因此

在市区町村不能够交付“外国人登录原票的记载事项证明书。 

 

如果需要 7 月 9 日以前的外国人登录原票的记载事项证明书，将根据「行政机

构保有的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第 12条，可以向法务省进行申请。 

详细，请咨询法务省的开示请求窗口。 

 

【开示请求窗口】 

〒100 - 8977东京都千代田区 Kasumigaseki 1 - 1 - 1 

法务省大臣官房秘书科个人信息负责人 

电话 03 - 3580 - 4111（分机 2034） 

（上午 9 点半～正午，下午 1点～5点  周六周日节日除外） 

 

相关页面 法务省  关于有关外国人登录原票的开示请求[日语] 

http://www.moj.go.jp/hisho/bunsho/hisho02_00016.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201 - 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 271- 0140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 - 322 - 1971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556 - 6617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744 - 318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861 - 3165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856 - 3147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935 - 3156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 - 965 - 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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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想了解印章登录时可登录的印章、不可登录的印章 

11－（42）  

提问 想了解印章登录时可登录的印章、不可登录的印章 

回答 可登录的印章 

满足以下 1-5中任何一项条件，并且不属于下述【不可登录的印章】中任何一

项的印章。 

 

1 标示出全名的印章。 

2 标示出姓的印章。 

3 标示出名的印章。 

4 将姓与名的各一部分组合后标示的印章。 

5 外国国籍市民，在住民票上记载通称名者，可以使用该通称名。 

 

不可登录的印章 

属于下述 1-6中任何一项的印章。 

1 印影大小边长小于 8mm，或边长大于 25mm的印章。 

2 胶皮图章等印影容易变形的印章。 

3 印影标示有职业、头衔等姓名之外的事项的印章。（印章制作的习惯上刻有：

“之印”“之章”的印章可以登录。此外仅限于女性，加上“子”的印章也可以

登录。） 

4 印影不鲜明的印章。（损毁、磨灭的印章，无轮廓的印章，轮廓有缺口的印章，

反刻的印章等） 

5 印影加上了龙纹或者蔓草纹等的印章。 

6 已经由他人登录了的印章。 

备考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0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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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想了解从海外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取得户籍事项证明书的方法。 

11－（43）  

提问 想了解从海外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取得户籍事项证明书的方法。 

回答 从海外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申请户籍缮本（抄本）、除籍缮本（抄本）、户籍附票

复印等时， 

请把以下资料寄往川崎市邮送申请事务中心。 

 

 1 申请书（没有格式要求，但必须记入以下事项。） 

（1） 证明书的种类：戸籍全部事项证明（戸籍缮本）、戸籍个人事项证明（戸籍

抄本）、除籍全部事项证明（除籍缮本）、除籍个人事项证明（除籍抄本）、戸籍一

部事项证明、除籍一部事项证明、身分证明书、戸籍附票复印・除籍附票复印等 

（2） 需要的份数 

（3） 本籍（详细地址記載町名・地番）、户主姓名 

（4） 证明里记载人的姓名 

（5） 使用目的（申请理由） 

（6） 申请者的住址、姓名 

（7） 申请者和证明书记载有异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2 回信用信封（请填好回信地址，但请不要贴邮票。） 

（1） 戸籍全部事项证明（戸籍缮本）・戸籍个人事项证明（戸籍抄本）・戸籍一

部事项证明 ：450 円 

（2） 除籍全部事项证明（除籍缮本）・除籍个人事项证明（除籍抄本）・除籍一

部事项证明 ：750 円 

（3） 戸籍附票复印・除籍附票复印 ：300 円 

（4） 身分证明书 ：300 円 

（5） 办证明手续费及回信用的邮费、同封请附上「国际邮政汇票(International 

Postal Money Order)」。金额包括手续费和回信用信封上的邮票费。国际邮政汇票

有剩余时，退回余额。国际邮政汇票的入手方法及能否用日元计价，请到当地邮局

咨询。关于日本邮费，请到以下相关网页查询「国際郵便・海外料金表（郵便局 HP）」 

 

3 本人确认资料 

（1）能确认本人的日本驾照或护照的复印件。 

（2）能确认回函地址的资料（如填有地址的公共费用缴费单据或盖了章的邮件的

复印件等） 

（3）有能确认本人及住所的海外驾照时，只需海外驾照的复印件。 

 

4 寄送地址 

 邮政编码 215-8566 

 川崎市麻生区上麻生 6 丁目 29 番 18 号 麻生区役所柿生分庁舎内 

 川崎市郵送請求事務センター 宛 

 

5 注意事项 

（1） 关于本籍，不仅包括都道府县名及市区町村名，还需注上町名・地番。 

（2） 如无特别指定，回函用航空，所以请算好所需天数。 

（3） 如想用 EMS，请在申请书上写上「EMS による返送希望」。另，EMS 的费用由

本人负担。 

备考  

相关网页 国际邮政・海外邮费表（邮政局 HP）[日语] 

http://www.post.japanpost.jp/int/charge/list/index.html 

国际邮政所需天数表（邮政局 HP）[日语] 

http://www.post.japanpost.jp/int/charge/li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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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ost.japanpost.jp/int/deli_days/index.html 

想从海外通过邮寄、投函等方式取得户籍事项证明，但不能使用国际邮政汇票，

怎么办？[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60422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邮送申请事务中心 电话：044-987-6111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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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搬迁(迁入・迁出) 

（１）想了解搬迁时办理自来水【水道】、电话、电、煤气手续的方法。 

 

12－（１）  

提问 想了解搬迁时办理自来水【水道】、电话、电、煤气手续的方法。 

回答  １ 自来水【水道】 

  请在搬迁的４～５天之前与附近的上下水道局营业中心【水道局営業センター】

联系。 

  在网上也可申请。请参照相关网站。 

２ 电话 

  搬迁工程为预约制。需提前与所加入的电话公司联系。 

３ 电 

  决定搬家后请提前联系。 

  请邮寄在新住处中备有的「电气使用申请书」。 

若有不明之处，请向东京电力顾客服务中心【東京電力カスタマーセンター】咨 

询。 

４ 煤气（都市煤气） 

  搬迁２～３天之前，请通过电话通知记载于检针票、发票上的客户号码。 

   若有不明之处，请向东京煤气顾客服务中心【東京ガスお客様センター】咨询。 

   在网上也可申请。请参照相关网站。 

５ 煤气（液化石油气） 

  请向所利用的煤气公司咨询。 

相关网页 川崎市上下水道局主页（搬迁时等）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msfiles/contents/0000035/35839/use/ 

  

 ＮＴＴ東日本假想店铺【ＮＴＴ東日本バーチャルショップ】（搬迁·电话搬家）

[日语] 

http://web116.jp/shop/iten/iten_00.html 

  

 东京电力（搬迁时的手续） [日语] 

http://www.tepco.co.jp/e-rates/individual/basic/moving/index-j.html 

 

 

東京煤气（搬迁时的手续） [日语] 

http://home.tokyo-gas.co.jp/userguide/hikkoshi.html 

 

咨询处 

1 自来水【水道】 

上下水道顾客中心【上下水道お客様センター】 

 电话：044-200-3548 FAX：044-200-0041 

2 电话 

 加入的电话公司为 NTT时,请拨打 116 (各种要求·咨询等) 

3 电 

 东京电力神奈川顾客中心【東京電力神奈川カスタマーセンター】 

 (搬迁、契约变更申请) 0120-99-5771 

 ＊不能使用上述电话号码时,请拨打 045-394-2176 

4煤气 

 东京煤气搬迁专用电话号码(导航电话【ナビダイヤル】）0570-00-2230 

 ＊不能使用上述电话号码时,请拨打 044-245-2211 

http://web116.jp/shop/iten/iten_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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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普通垃圾的处理方法。 

12 －

（２） 
 

提问 想了解普通垃圾的处理方法。 

回答  普通垃圾包括，生活垃圾，纸屑，树杈，木板，餐具，玻璃类，灯泡，荧光管等。 

（长度最长请不要超过 50cm。） 

每周回收 2次。（星期一，四或者二，五或者三，六） 

除年末年初外的节假日也进行回收  

 

请把垃圾装在带盖的塑料容器或装在透明・半透明袋里。在收集当天的早晨 8点之

前，放到指定地点。不需要特定的袋子。 

收集结束后・夜间、请不要丢弃垃圾。 

注意事项 

扔垃圾的时候请遵守以下几项规则。 

1)将废食用油渗入到布中或者使其凝固后再扔。 

2)烤串的竹签请采取将尖部折断等方法消除其危险性后再扔。 

3) 玻璃・陶器碎片・灯泡・荧光灯等易碎物，请用厚紙包好并写上 

「危险」字样后扔弃。 

4) 有爆炸，火灾等危险的药品类不予收集，请向销售店（购入店）等询问。 

 

还可使用区分垃圾的软件 

此软件可搜索资源与垃圾的区分，设置收集日的提醒，里面还有小知识，3R智力

游戏等。 

相关网

页 

普通垃圾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5-0-0-0-0.html 

生活环境事业所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05226.html 

区分垃圾的软件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75059.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266-5747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541-2043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411-9220 

宫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866-9131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933-4111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05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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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知道家电再利用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中的 4种家电的处理方法。 

12－

（３） 
 

提问 想知道家电再利用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中的 4种家电的处理方法。 

回答  本市根据「家电再利用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的实施，自 2001 年 4月 1日起

对下列家电不进行回收。 

家电为以下 4种 

・ 空调 

・ 电视（包括液晶・显像管） 

・ 冰箱，冰柜 

・ 洗衣机，烘干机 

 

过去或者现在购买的零售店有义务回收，请咨询零售店。 

 没有零售店的话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 

 

    1) 送回到家电厂家的指定回收地点 

    2) 由加盟于川崎家电再利用协会【川崎家電リサイクル協議会】的家电零

售店（协定店）回收 

 

   两者皆需支付回收费用。           

     零售店回收时，运费由消费者负担 

 

详细内容请参考下列链接 

       关于回收费用→[家电再利用券中心] 【家電リサイクル券センター】 

       1)搬运的方法→[关于搬运到指定地点] 

       2)协定店一览→[川崎市家电再利用协定店一览] 

相关网

页 
家电再利用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11-4-2-0-0-0-0-0.html 

 川崎市家电再利用协定店一览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11-4-1-0-0-0-0-0.html 

 关于搬运到指定地点[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11-4-3-0-0-0-0-0.html 

 家电再利用券中心[日语] 

 http://www.rkc.aeha.or.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环境局生活环境部收集计划科 

邮编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 番地 

电话：044-200-2583 

传真：044-200-3923 

邮箱地址：30syusyu@city.kawasaki.jp 

 

mailto:30syusy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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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入住前想清扫房间，可以用水吗？ 

12－（４）   

提问  入住前想清扫房间，可以用水吗？ 

回答   为便于您使用,水栓已开着。万一不出水，请向您所居住的地区的上下水道局

营业中心【水道局営業センター】联系或自来水修理中心【水道修繕センター】

联系（２４小时受理电话 ０１２０－０１４－７３４） 

相关网页  上下水道局营业中心【上下水道局営業センター】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80syomu/home/office/nanbu_ec.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幸区、中原区的客户… 

 上下水道局 南部营业中心【南部営業センター】 电话：044-200-3137 

                       FAX：044-200-3997 

高津区、宫前区、多摩区、麻生区的客户… 

 上下水道局 北部营业中心【北部営業センター】 电话：044-860-5202 

                              FAX：044-856-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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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已迁入新居但水管不出水，该怎么办？ 

12－（５）  

提问 已迁入新居但水管不出水，该怎么办？ 

回答  为便于使用,水栓通常都是打开的，但有时房东或管理公司等会关了水表旁边的

水表阀。请先确认水龙头全都关闭，然后打开水表阀就可以使用。此外，敬请

注意不要开关错了邻居家的水表阀。若不知道水表阀的位置，或做完上述后仍

然不出水，请向上下水道客服中心咨询。 

咨询处 
上下水道客服中心 

电话：044-200-3548 

传真：044-200-0041 

电子邮箱：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时间：年中无休 8:30-20:00 

夜间紧急时：0120-01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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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在搬迁及入住新建住宅等时,开始使用自来水【水道】的申告方法。 

12 －

（６） 
 

提问 在搬迁及入住新建住宅等时,开始使用自来水【水道】的申告方法。 

回答  入住新建住宅或搬迁新居需重新使用自来水【水道】时，请申告自来水【水道】的

使用开始。 

申告方法如下。 

1开通自来水的文书申告 

(1) 申告时期：重新使用自来水时 

(2) 提出资料：自来水使用开始申告书【水道使用開始届】 

(3)申报方式：用以放在门口前的一套使用开始说明套装里附有的回信专用信封邮

寄给水道局。 

(4)其他：若找不到说明套装，烦请向上下水道客服中心电话咨询。 

2 以电话联络申报 

(1)申告时期：新开自来水时 

(2)受理时间：全年无休、8:30至 20:00 

(3)申告对象：上下水道客服中心 

(4)以电话信息：以电话通知的事项 

自来水使用场所（住所）、自来水号码、自来水使用者姓名、联系方式电话号码、

使用开始日 

向自来水利用处以外的地点邮送缴纳通知时，邮送地点・邮送地址姓名・电话号码 

3 电子申告 

(1) 电子申告方式：电脑・手机 

(2) 受理期间：使用开始日的前后 30天以内 

(3) 受理时间：24小时 

(4)申告页面：请参照相关的链接。 

(5)申告事项： 

自来水使用场所（地址）、自来水编号、自来水使用者姓名、联系电话、使用开始

日、缴纳通知书的邮送地址・姓名・电话号码 

(6)注意事项：申告人应由使用自来水用户本人 

参考 需要确认申告内容时，负责检表针人士可能会向您以电话，或者直接询问的方式问

您一些问题。 

相关网

页 

网络窗口川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3-0-0-0-0-0-0-0-0.html 

咨询处 上下水道客服中心  

点哈 u：044-200-3548 

传真：044-200-0041 

电子邮件：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时间：全年无休 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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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７）想了解在搬家时停止自来水使用的申请方法。 

12－（７）  

提问 想了解在搬家时停止自来水使用的申请方法。 

回答  因搬家等想停止自来水时，请按照以下内容进行结算。 

 

1 申告方法 

(1) 电话联系 

a 申告时期：停止日的 4～5天前 

b 申告处：自来水客服中心 

c 受理时间：8点 30分～20点 00 分（年中无休） 

d 申告事项：自来水编号、姓名、停止日、结算方法、搬迁处的地址以及联系

电话 

 

(2) 电子申请 

a 申告时期：停止日的 4～5天前 

b 受理时间：24小时 

c 申告事项：自来水号码、姓名、停止日、结算方法、搬迁处的住所以及联系

电话 

 

2  结算方法 

(1) 银行转账（只限于适用者） 

(2) 信用卡结算（只限于适用者） 

(3) 缴纳通知书 

(4) 现场结算 

 

咨询处 自来水局客服中心 

电话：044-200-3548 

传真：044-200-0041 

电子邮箱：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时间：年中无休 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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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８）想知道外国人办理加入或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手续的方法。 

12－（８）  

提问 想知道外国人办理加入或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手续的方法。 

回答   外国人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或退出的手续如下。情况不同，需要提交的材料也有

所不同，敬请注意。 

 

１ 申请期限：原则上从需加入日起 14 天内 

 

２ 申请窗口：区役所区民课、支所区民中心 

 

３ 申请方法：直接在窗口申请 

 

４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0:30（仅限区役所） 

 

５ 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第 2、第 4个周六上午仅限区役所受理） 

 

６ 申请时的必要资料： 

(1) 外国人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时 

a  在留卡（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b 印章（只限持有者） 

c 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仅限持有者） 

d  丧失工作单位健康保险资格的证明书或离职证明书等。 

e 签证、学生证等 

f 同一家庭中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时，提交其国民健康保险证 

(2) 外国人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时   

a  在留卡（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b 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户主及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成员分） 

c  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证或健康保险的资格取得证明书 

d 国民健康保险证 

※由与加入、退出者本人不属同一家庭者代理申请时，需要提交委任状和来窗口

办理者的本人确认资料。 

 

7加入条件：有住民登记的外国市民（在留期间已确定超过 3个月的人等）或者

在留期间短于 3个月，但拥有「兴行」、「技能实习」、「家族滞留」、「特定活动」

的在留资格，在客观性的资料里被许可滞留日本期间长于 3个月的人 

  以“接受医务治疗的活动”为目的的滞留者无法加入。 

  从美国，比利时，法国，荷兰，捷克，瑞士，匈牙利，卢森堡等各国收到了关

于社会保障协定的「适用证明书」的情况下，不需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相关网页 这样的情况下，要申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4-4-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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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201-315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556-6620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744-3201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61-3174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56-3156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35-3164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65-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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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９）想了解外国人加入或退出国民年金时的手续办理方法。 

12－（９）  

提问 想了解外国人加入或退出国民年金时的手续办理方法。 

回答  原则上，在日本国内有住所的 20岁以上未满 60岁者，无论国籍必须加入国民

年金（第 1号被保险者）。 

 

1申请窗口：所居住区的区役所保险年金课国民年金系、分所区民中心保险年

金系 

 

2必要之物： 

(1)外国人加入国民年金（第 1号被保险者）时 

A 年金手帐 

B 印章（仅限持有者） 

C 在留卡（外国人登录证） 

D （仅限丧失第 2号、第 3号被保险者资格时）可确认资格丧失日的资料（离

职票、资格/抚养丧失证明等） 

 

(2)外国人退出国民年金（第 1号被保险者）时 

因加入厚生年金保险，或成为加入者的被抚养者时，丧失手续在工作单位办理，

不需提交资料。 

关于因出国等丧失资格的情况，在区役所区民课 、分所区民中心办理迁出手续

后，将自动丧失第 1号被保险者的资格。此外，在日本期间已交纳 6个月以上

年金的情况下，有时可领取退出补助金，请向附近的年金事务所咨询。 

 

3申请方法：直接在窗口办理 

 

4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5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相关网页 国民年金--这样的时候申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35215.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 044-201-3155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8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8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556-6621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744-3206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61-3176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56-3154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35-3165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65-5153 

 

川崎年金事务所（川崎区、幸区） 电话：044-233-0181 

高津年金事务所（中原区、高津区、宫前区、多摩区、麻生区） 电话：044-88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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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0）想了搬迁至市外时的手续。 

12 －

（10） 
 

提问 想了解一下关于搬迁至市外（包括国外）时的手续。 

回答  搬迁至市外（包括国外）时，需要办理搬出申报手续。办理搬出申报手续时将发行

「迁出证明书」【転出証明書】，请在搬迁后 14日以内向新住所的市区町村提交。 

 如果是往国外搬迁的话，「迁出证明书」【転出証明書】将不会发行。 

1 提交资料：迁出申报书(居民移动申报书)【転出届（住民異動届）】 

2 申报期间：事先 

3 申报窗口：住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科【区役所区民課】、 

分所区民中心【支所区民センター】、派出所【出張所】 

4 申报人  ：本人或户主(除此以外的人办理申报时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

料（※１）即使是家族成员，有时也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

料（※１）） 

       ※１ 法定代理人(监管人、未成年监护人、成年监护人等)请提供

户籍誊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提供委托

书 

5 申报方法：直接到窗口办理或邮寄 

6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点 30分～中牛 12点 30分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在第 2第_4星期六不予受理。） 

7 休息日：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

日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8 必要资料： 

(1) 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护照或驾

照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限印有

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2)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国民健康保険被保険者証】(只限加入者) 

     (3)老人医疗证【老人医療証】(只限领取者) 

     (4)印章登录证【印鑑登録証】(只限登记者) 迁出申报确定下来，川崎

市的印章登录就会注销 

     (5)市民证(只限拥有者) 

(6)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料（※１） 

※１ 法定代理人(监管人、未成年监护人、成年监护人等)请提供户

籍誊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提供委托书 

 

9 注意事项：在搬迁之前的住所地，需要准备以下证明书。（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

受理，只限平日） 

        (1)授给资格证明书【受給資格証明書】(获得看护认定者) 

   【区役所高龄者支援科 保险年金担当 ，地区健康福祉站 保险年金担当】 

    (2)负担区分证明书(持有医疗授给者证者) 

[区役所保险年金科、地区健康福祉站 保険年金係] 

备考 持有住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的人，能够享受迁入迁出的特别申报，

请进行咨询。 

【迁入迁出的特别向导】 

http://www.city.kawasaki.jp/e-guide/info5348/file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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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

页 

川崎生活指南·住所的申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1-0-0-0-0-0-0-0.html 

市役所 区役所 联系地址，联络电话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想了解一下关于迁出申报书（搬迁至市外时的申报），用邮寄或是邮件传递时的方

法[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242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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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1）想了解从市外迁入时的手续。 

12 －

（11） 
 

提问 想了解从市外迁入时的手续。  

回答  从市外迁入时，需要办理迁入申报手续。 

 

1 提交资料：迁入申报书(居民移动申报书)【転入届（住民異動届）】 

※可在区役所等处领取。 

2 申报期間：迁入之日起 14日以内(搬迁未结束时不能办理申报手续) 

 ※根据住民基本台帐法规定，迁入申报晚了，有可能被罚款 5万日元以下，请注意。 

  ※持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入管法）上的在留资格，在日本中长期逗留的外国人

居民，请注意没有正当理由，不在居住地办理迁入申报时，在留资格也许会被取消。 

3 申报窗口：住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科【区役所区民課】、 

分所区民中心【支所区民センター】 

4 申报人  ：本人或户主 

              ※由代理人申报时，需要以下资料。 

       ※１法定代理人(亲权者、未成年监护人、成年监护人等)申报时，请提供

户籍缮本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 

              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提供委托书 

5 申报方法：直接到窗口办理 

6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星期六 上午 8:30～中午 12:30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在第 2第 4星期六不予受理。） 

7 休息日 ：星期六（第 2第 4以外）、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分所区民中心派出所第 2第 4星期六也休息。） 

8 必要资料： 

 (1) 迁出证明书【転出証明書】(由以前居住地区发行) 

(2) 下述任何一类本人确认资料 

     a 印有照片的居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个人番号卡、或  

     驾照等由行政机关发行的执照、许可证或者资格证明书(仅限印有照片者。) 

 

     b 健康保险证、提款卡、存折等能够确认姓名的 2件资料 

  (3)通知卡或个人番号卡 

 (4)住民基本台帐卡【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只限持有者) 

 (5) 授给资格证明书【受給資格証明書】(只限在以前住所地区时获得看护认定者) 

 (6)负担区分证明书 【負担区分証明書】(只限在以前住所持有医疗授给者证的人) 

(7)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需要提供确实已受到委托的资料（※１） 

※１法定代理人(亲权者、未成年监护人、成年监护人等) 申报时，请提供户籍缮本

或其他相应资格证明资料。 

  2 法定代理人以外者请提供委托书 

(8) 外国籍者除了上记资料外，还需迁入全体的在留卡或特別永住者证明书。 

另，在留卡不能确认现在的在留资格与在留期间的，还请带上护照或在留资格证明书。 

9 注意事项： 

(1)搬迁未结束时不能办理搬迁申报或通过邮寄办理申报手续。 

(2)迁入申报书【転入届】受理以后,当天就能交付住民票副本,根据受理窗口的繁忙程

度,有时候可能需要等候。       

(3)关于儿童津贴补助申请，请参考【想了解儿童补助费申请方法】。 

相关网

页 

迁入迁出的申报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01274.html 

区役所、分所等的联络电话一览[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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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周六开放的区役所窗口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4383.html 

想了解儿童津贴补助申请方法。[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87 

想了解幼儿医疗费补助制度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67&m1=201515&m2=0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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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次 

（12）想了解转校时的手续。 

12－（12）  

提问 想了解市内转校时的手续。 

回答  有足够理由时，可以申请改上学区以外的川崎市立小中学校。（关于足够的理

由，请参阅相关主页的小学生应就学学校的指定变更手续的说明。） 

请在申请书上填写变更理由等后向管辖志愿学校的区役所区民科或者分所区

民中心进行申请。（关于管辖志愿学校的区役所，请参看相关网页“小・中学

校的通学区域”） 

1 提交资料 ∶就学学校的指定变更申请书 

2 申请窗口 ∶管辖志愿学校的各区役所区民科区民担当、分所区民中心区民

担当 

3 申请人   ∶监护人 

4 申请方法 ∶直接到窗口办理 

5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第 2・4星期六上午 8点 30分～12点 30分（仅限区役所区民课。不包括支所

区民中心。） 

6 休息日    ∶星期六（区役所区民课不包括第 2・4星期六）、星期天、法

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7 必要事项 ∶因变更理由而异，请参阅相关主页的「小学生应就学学校的指

定变更手续的说明」。 

相关网页 小学校的通学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category/9-2-0-0-0-0-0-0-0-0.html 

 中学校的通学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category/9-3-0-0-0-0-0-0-0-0.html 

 学校的指定变更手续介绍[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category/12-1-3-0-0-0-0-0-0-0.html 

 面向国立・县立・私立学校的新生入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category/12-1-2-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201-314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8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69 

幸 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556-6615 

中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744-3172 

高津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61-3161 

宫前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856-3141 

多摩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35-3152 

麻生区役所  区民科  电话：044-96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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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打不通大件垃圾受理中心的电话，不知如何是好。 

12 －

（13） 
 

提问 打不通大件垃圾受理中心的电话，不知如何是好。 

回答  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 

周初的周一、周二、节假日结束后线路都会非常繁忙。 

我们将按顺序为您接通，因此请不要切断电话，耐心等待；或请在周六、节假日、

周三下午以后拨打会比较容易接通。 

 

通过互联网电子申请“网络窗口川崎”（全年无休/24小时受理）的大件垃圾收集

申请也可进行申请，请加以利用。 

 

相关网

页 

互联网（网络窗口川崎）申请[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3-0-0-0-0-0-0-0-0.html 

大件垃圾的收集申请[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23059.html 

咨询处 

 

环境局 生活环境部 收集计划课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１番地 

电话：044-200-2551  

传真：044-200-3923  

邮件地址：30syusy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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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想知道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所在地及营业时间。 

12－（14）  

提问 想知道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所在地及营业时间。 

 

回答  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所在地及营业时间如下。 

 

1 场所 

(1)南部客服中心 中原区上平间 1183番地 第 1配水工事事务所 2楼 

(2)中部客服中心 高津区末长 1丁目 44番 24号 

(3)北部客服中心 麻生区高石 4-15-7 北部下水道管理事务所 2楼 

 

 

2 営业日及営业时間：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3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年底年初（12月 29日～1月 3日） 

 

4 受理业务 

(1) 交水费 

(2) 各种申请 

(3) 供水装置情报的阅览 

备考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上下水道局客服中心 

电话：044-200-3548 

FAX：044-200-0041 

电子邮箱：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時間：年中无休 上午 8:30-下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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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了解从海外迁入时的手续和方法。 

12 －

（15） 

 

提问 想了解从海外迁入时的手续和方法。 

回答  从海外迁入时需要提交迁入申报书。 

  

1提交资料：迁入申报书（居民移动报告书） 

2申报期限：自迁入之日起 14天内 

3申报窗口：地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课 分所区民中心 

4申报人：本人或户主（其他人申报时，需要提交委任状；即使是家庭成员，有时

也需要委任状。） 

5申报方法：在窗口直接提交 

6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8:30-17:00 

7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8所需资料： 

(1) 护照（迁入者全员） 

在申报窗口要确认提交的护照里的归国日期。 

在机场利用自助出入境检查系入国时，护照上没盖显示日期的章，请让机场入

管职员给盖章，或带上回国那天的机票登机牌的半边券等、可以显示入国日的

资料。 

(2)户籍（全部、个人）事项证明书或户籍缮本（副本）（向原籍所在管辖区的事务

所申报时不需要） 

(3)户籍附票副本（向原籍所在管辖区的事务所申报时不需要） 

(4)由代理人代为申报时，需要委任状及可确认代理人身份的证明资料（驾驶执照、

护照、健康保险证等） 

(5)年金手帐（国民年金的加入者） 

※除需向其他市町村或机关咨询的情况外，还可能因手续内容需要改日再来等，因

此有些证明书可能无法当时马上发行。 

(6)外国国籍者需要提交迁入者全员的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通过在留卡无法确认现在的在留资格或在留期间的情况下，请提交护照或在留资

格证明书。 

9 注意事項 

※在海外固定生活的日本人，临时回国时，除了回国一年以上的情况，原則上在海

外的家人的居住地是有地址的，敬请留意。 

 

相关网

页 

迁入报告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7068.html  

所管区域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6-16-4-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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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何办理驾驶执照的住址变更等记载事项的相关手续。 

12－（16）  

提问 如何办理驾驶执照的住址变更等记载事项的相关手续。 

回答  驾驶执照的各种手续属于神奈川县警所管范畴。 

办理驾驶执照的住址，本籍，姓名，出生年月日等事项的变更手续，可以从以

下的相关网页进行查询。或是咨询附近的警察署以及驾驶执照考试中心，也可

以利用驾驶执照电话咨询【運転免許テレホン案内】和传真服务。 

 

相关网页 神奈川县警主页「有关驾驶执照记载事项变更手续」[日语] 

http://www.police.pref.kanagawa.jp/mes/mes83004.htm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警察署           电话：044-222-0110（代） 

川崎临港警察署          电话：044-266-0110（代） 

幸警察署              电话：044-548-0110（代） 

中原警察署            电话：044-722-0110（代） 

高津警察署           电话：044-822-0110（代） 

宮前警察署           电话：044-853-0110（代） 

多摩警察署           电话：044-922-0110（代） 

麻生警察署           电话：044-951-0110（代） 

驾驶执照考试中心       电话：045-365-3111（代） 

驾驶执照电话咨询【運転免許テレホン案内】＆传真服务 电话・传真：

045-39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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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想确认大件垃圾收集申请的内容（收集日等）或撤销申请（删除）。 

12 －

（17） 

 

提问 想确认大件垃圾收集申请的内容（收集日等）或撤销申请（删除）。 

回答  1通过电话向大件垃圾受理中心提出收集申请时 

 

请联系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44-930-5300 

传真：044-930-5310 听觉障碍者专用 

受理时间：8:00-16:45 

 (12月 31日 -1月 3日、周日除外) 

 

2通过电子申请服务“网络窗口川崎”的【大件垃圾收集申请】提出申请时 

 

首先，请在电子申请服务“网络窗口川崎”的电子申请综合指南页面中点击利用这

菜单中的“申请状况查询、履历确认”，然后登录进入。 

 

确认申请内容 

 

(1)申请名称请选择“大件垃圾收集申请”，然后请搜索。 

(2)选择想要确认内容的申请，点击下栏的“查看申请内容”。 

(3)将会显示申请书，请确认内容。 

 

 撤消申请。（删除） 

 

(1)申请名称请选择“大件垃圾收集申请”，然后请搜索。 

(2)选择想要撤销的申请，点击下栏的“撤销申请”。 

(3)将会显示申请书，请确认内容，点击下栏的“撤销”。 

 

关于通过电子申请的撤销，请访问下述链接网页确认详细信息。 

 

注意：一次申请的东西将全部撤销，不能以项目为单位指定。以项目为单位的撤销，

请联系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44-930-5300 

传真：044-930-5310 听觉障碍者专用 

受理时间：8:00-16:45 

 (12 月 31 日 -1 月 3 日、周日除外) 

除周六、周日、年末年初外，最晚在收集预定日的 3天前申请，否则不能通过电子

申请撤销。 

这种情况下，请与大件垃圾受理中心联系。 

相 关 网

页 

网络窗口川崎（电子申请综合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3-0-0-0-0-0-0-0-0.html 

从电子申请中撤销（删除）的操作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05523.html 

咨询处 

 

 

 

 

环境局 生活环境部 收集计划课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１番地 

电话：044-200-2551  

传真：044-200-3923  

邮件地址：30syusyu@city.kawasaki.jp 



 72 

返回目次 

13出生、死亡、结婚、离婚、成人 

（１）想了解到生产前在保健福祉中心可获得的服务。 

13 －

（１） 
 

提问 想了解到生产前在保健福祉中心可获得的服务。 

回答  到生产前在保健福祉中心可获得的服务如下： 

 

1双亲班 

学习妊娠过程中的生活方式、进食方式、牙齿护理、顺产准备、分娩、育儿方法、

服装、入浴方法、家庭计划等各种相关知识，同时还可以建立育儿朋友圈。（免费） 

2妊娠健康检查 

对已经领取母子健康手帐的孕妇进行 14次妊娠健康检查，对检查所需费用予以部分

补助。超过补助额的部分由自己负担。 

补助卷交付数 

21,000日元卷×1张、8,000日元卷×3张、6,000日元卷×2长、4,000日元卷×8

张 

此外，虽然 2009 年 4月制度发生变更，但是到 3月为止按旧制度交付的受诊票可继

续使用。 

3住院生产援助制度 

与孕产妇是否因保健上的原因需要住院分娩无关，对因经济困难无法顺利住院者予

以援助（有所得限制）。关于援助生产设施、所得限制等，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 

4保健指导 

婴儿出生后请提交装订在母子健康手册上的出生联络票。有希望者经申请后，新生

儿访问指导员（助产师或保健师等）将登门访问，实施保健指导。不足 2,500g的婴

儿主要有保健福祉中心的地区担当保健师或助产师负责登门指导。 

相关网

页 

川崎市育儿支援导航 孕妇健康诊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568.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322-1999 

幸区役所健康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556-6693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744-3279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56-3240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35-310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65-5234 

 



 73 

返回目次 

（２）想了解妊娠报告书的相关事宜。 

13－（２）  

提问 想了解妊娠报告书的相关事宜。 

回答  妊娠后，请提交妊娠报告书并领取母子健康手册。母子健康手册是记录妊娠经

过、生产后婴儿的发育和生长等情况的重要的健康记录。小学入学时将成为健

康诊断的参考，请妥善保管。 

没有医师的证明书也可提交妊娠报告。还可以领取孕妇健诊补助券，请尽早办

理手续。 

 

1提交资料：可提交医院或助产所填写的报告表， 

也可在窗口自己填写报告表。 

2申报时间：被诊断为妊娠时请提交报告。 

3申报窗口： 

(1)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地域支援担当 

(2)地区健康福祉站 

4申报人：本人、家属 

5申报方法：直接在窗口办理 

6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上午 12:00、下午 13:00-下午 17:00 

7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8必要之物：无 

9注意事项：有面向孕产妇、婴幼儿保护者的保健服务说明，请迁入时前往附

近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听取讲解。 

相关网页 妊娠报告书和母子健康手册的交付[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5444.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 地区支援担当 电话：044-271-0145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 地区支援担当 电话：044-322-1978 

幸区役所健康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556-664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744-3308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856-3302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935-3264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支援担当 电话：044-965-5234 

 

儿童未来局 儿童支援部 儿童保健福祉课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450 

传真：044-200-3638  

邮件地址：45kodoh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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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川崎市实施的婴幼儿健康诊查、检查等相关事宜。 

13－（３）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实施的婴幼儿健康诊查、检查等相关事宜。 

回答  川崎市实施的婴幼儿健康诊查、检查、预防接种的相关信息如下。为了对疾病

或异常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加以充分利用。 

此外，川崎市未实施 1月龄新生儿的健康诊查，如需检查费用自行负担。 

 

1新生儿的血液检查 

苯丙酮尿症等先天性代谢疾病可通过血液检查早期发现。出生后 5天-7天后

可在医院或诊所接受检查。部分检查需付费。 

2婴幼儿健康诊查、婴幼儿身心发育、育儿咨询等按如下日程实施。 

(1) 3月龄婴儿 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个人通知） 

(2) 7月龄、10月龄婴儿 合作医疗机构（个人通知） 

(3) 18月龄幼儿 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个人通知） 

(4) 3岁幼儿 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个人通知） 

(5) 4岁、5岁幼童 合作医疗机构（个人通知） 

3预防接种 宜小学入学前实施的预防接种如下，请携带母子健康手帐前往接

种。（免费） 

(1)四种混合（DPT-IPV） 

(2) BCG(结核) 

(3)麻疹、风疹（MR） 

(4)日本脑炎 

(5)乙型流感嗜血杆菌（Hib） 

(6)小儿肺炎球菌 

 

相关网页 川崎育儿支援导航“儿童健诊”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58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322-1999 

幸区役所健康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556-6693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744-3279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56-3240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35-310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65-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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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４）想了解为单亲家庭设立的医疗费补助制度。 

13－（４）  

提问 想了解为单亲家庭设立的医疗费补助制度。 

回答  单亲家庭等医疗费补助制度是对母子家庭、父子家庭、养育者家庭的保险医疗

费的自己负担额（不包括饮食疗养标准负担额及生活疗养标准负担额）提供补

助的制度。但单亲、养育者及扶养义务者等有所得限制。 

 

1补助对象 

以抚养未满 18岁孩子（到满 18岁后的第一个 3月 31日为止（※））的母子

家庭、父子家庭、养育者家庭为对象 

（※）（※）中度以上障害者和在高中就学者可延长至 20岁生日的前一天。 

2补助范围 

住院、门诊治疗的保险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额。（健康体检等保险不适用的情况，

不能给予补助） 

3必要之物 

(1)健康保险证 

(2)印章（使用朱色印泥的印章） 

(3)申请者与儿童的户籍缮本 

(4)所得证明书 

(5)单亲家庭的陈述书（仅限需要者，窗口常备） 

(6) 确认个人番号必要资料（番号确认资料与身份证明资料） 

 ※不只是申请者、祖父母等同居亲属及养育者配偶，也必需记载个人番号，

请务必事先确认。 

(7) 用个人番号查询所得情报的同意書（仅限有需要者） 

 ※仅限有同居亲属等的，同意书请事先写好并由本人签字。（不需对儿童进

行记载。） 

 

正在领取儿童抚养津贴者如果出示证书则不需提交（3）（4）（5）项的资料。

但是，即使持有证书，在 7月-12月期间提出申请者也需要提交（4）项的资

料。 

※对于 2018 年 1月 1日以后的医疗费申请，只要申请者或同居的亲属等，2017

年 1月 1 日现在在川崎市外居住时，请在申请书上记上个人番号，同意课税自

治体查询所得情况，那么原则上(4)的资料（所得证明书）是不需要的。（但

2017年度的所得还为未申告、或查询结果还未出来时，可能会让提交所得证

明书。） 

 

4利用方法 

受领资格审查合格，符合认证条件的情况下交付福祉医疗证。 

受诊时请向医疗机构的窗口出示福祉医疗证和健康保险证。原则上不需支付医

疗费。 

5申请窗口 

各区役所保险年金课国保给付・医疗费补助系或各分所区民中心保险年金系 

6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8:30-17:00 

相关网页 单亲家庭等医疗费补助事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0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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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请向所居住区、地区的窗口咨询。 

川崎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1-3277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556-6722 

中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744-3202 

高津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61-3178 

宫前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56-3275 

多摩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35-3231 

麻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65-5264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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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５）想了解关于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的情况。 

13 －

（５） 

 

提问 想了解关于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的情况。 

 

回答  所谓“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是针对居住在市内并已加入健康保险的 0 岁至初中毕业

的儿童，对保险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额（不包括饮食疗养标准负担额）予以补助的制度。

但是，对 1 岁以上儿童的申请者（保护者）有所得限制。（详细请参照 FAQ12855） 

此外，该制度因儿童年龄不同补助范围也会有所不同。 

 

1  0 岁-小学 6 年生 

(1)补助范围 住院、门诊治疗的保险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额。 

(2)申请所需之物 

A 健康保险证（记有儿童名字的保险证） 

B 印章（使用朱色印泥的印章） 

C 证明所得的资料（1 岁以上的儿童必需）※根据【所得审査方法】（参照以下注解）不

需要提交 

D 确认个人番号需要的资料（确认番号的资料与身份证明资料） 

＜申请者（保护者）本人申请时，需要以下两种。＞ 

 1．确认番号的资料【个人番号卡或通知卡】 

 2．身份证明资料＊ 

＜由代理人申请时、需要以下三种资料。＞ 

 1．申请者（保护者）的番号确认资料【个人番号卡或通知卡（复印件可）】 

 2．申请者（保护者）的委任状或申请者的健康保险证等，能证明是作为申请者的代

理人的証明 

 3．代理人的身份证明资料＊ 

 ＊身份证明资料 

・1 只需 1 件即可的资料：個人番号卡、驾驶执照、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证、身体障害

者手帳・精神障害者保健福祉手帳・疗育手帳、护照等） 

・2需要 2件的资料：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帳、银行存折等 

＊不只是申请者（保护者），申请者的配偶，也必需记载个人番号，请务必事先确认。 

 

【所得审査的方法】 

・1 岁以上幼儿时，被认定在川崎市以外缴税时（＝該当年度的 1 月 1 日为基准，在川

崎市以外居住的情况），作为所得审査的方法，可以是根据申请书上記载的个人番号来

查个人所得情况的方法，或是提交所得证明书这两种方法。（被确认在川崎市内课税时，

请带上市内的课税证明等进行所得审査） 

・从别的城市迁入时，申请者（保护者）单身赴任等住在别的城市时，用个人番号查询

该当城市（课税自治体）所得情况，不需要提交所得证明资料。 

・但是，用个人番号进行所得情况查询时，等别的城市（课税自治体）的回答需要一定

的时间，所以原则上，不能即日交付医疗证。希望即日交付的人，请提交所得证明资料。

（「（2）请参照医疗证交付所需工作日） 

・另、未申报所得，与所得情况的照会有差异，或无所得时，无法正确取得所得情况的

答复，这种情况下，请提交所得证明资料。 

・另、用个人番号查询所得情况时，是查不到市民税所得割額的。小学 4～6 年生的申

請者（保护者），属于市民税非课税，希望医疗保险费自己承担額全額补助时，要提交

有记载市民税（非課税）的「所得证明资料」。 

  

(3)医疗证的利用方法 

受领资格审查合格，符合认证条件的情况下交付医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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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诊时请向医疗机构的窗口提交医疗证和健康保险证。 

除了小学 4～6 年生交付超过市规定自己负担限度额以外，原则上不支付医疗费。 

※即使是小学 4～6 年生，申请者（保护者）属于市民税非課税的情况，门诊（诊疗等）

花的保险医療费自己负担额也可全额补助（不需在医疗门诊付款）。 

(4)申请窗口 

各区役所保险年金课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或各分所区民中心保险年金系 

(5)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 个周六（仅限区役所） 上午 8:30-下午 0:30 

2 中学生 

(1)补助范围 住院的保险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额。（差额床位费、资料费等健康保险不适

用的费用，不能给予补助） 

(2)必要之物 

A 健康保险证 

B 印章（用印泥的） 

C 证明所得的资料※根据 ※根据【所得审査方法】（参照以下注解）不需要提交 

D 银行存折或可确认银行账号之物（申请人名义的） 

E  医疗机构发行的收据 

F  高额疗养费，家属疗养附加费等支付决定通知书（仅限需要者） 

G  确认个人番号的必要资料（番号确认资料与身份证明资料） 

＜申请者（保护者）本人申请时，需要以下 2 种资料＞ 

 1．番号确认资料【個人番号卡或通知卡】 

 2．身份证明资料＊ 

＜由代理人申请时、需要以下三种资料。＞ 

 1．申请者（保护者）的番号确认资料【个人番号卡或通知卡（复印件可）】 

 2．申请者（保护者）的委任状或申请者的健康保险证等，能证明是作为申请人的代

理人的証明 

 3．代理人的身份证明资料＊ 

 ＊身份证明资料 

・1 只需 1 件即可的资料：個人番号卡、驾驶执照、在留卡・特別永住者证、身体障害

者手帳・精神障害者保健福祉手帳・疗育手帳、护照等） 

・2 需要 2 件的资料：健康保险证、年金手帳、银行存折等 

＊不只是申请者（保护者），申请者的配偶，也必需记载个人番号，请务必事先确认。 

 

【所得审査的方法】 

 被认定在川崎市以外缴税时（＝該当年度的 1 月 1 日为基准，在川崎市以外居住的情

况），作为所得审査的方法，可以是根据申请书上記载的个人番号来查个人所得情况的

方法，或是提交所得证明书这两种方法。（被确认在川崎市内课税时，请带上市内的课

税证明等进行所得审査） 

・从别的城市迁入时，申请者（保护者）单身赴任等住在别的城市时，用个人番号查询

该当城市（课税自治体）所得情况，不需要提交所得证明资料。 

・但是，用个人番号进行所得情况查询时，等别的城市（课税自治体）的回答需要一定

的时间，因此所得审査的結果，所得超过了，得不到补助时，要在下一个工作日才能得

到此事的答复。 

・另、未申报所得，与所得情况的照会有差异，或无所得时，无法正确取得所得情况的

答复，这种情况下，请提交所得证明资料。 

 

※想将 E、F 原件拿回的人，请一块提交复印件。 

※想知道属不属于高额疗养費等的，请向自身加入的健康保险咨询。 

 

(3)补助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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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付医疗证。 

在医疗机构的窗口支付医疗费后，受诊后的第二个月 1 号起，尽早申请。 

原则上是申请后的第 2 个月的 20 号左右汇款到指定的帐户。 

（2017 年 3 月以前的受診部分）。 

受诊后的第二个月 1 号起一年内办理申请手续（2017 年 4 月以后的受診部分）。 

受诊后的第二个月，尽快申请，受诊后过了 5 年，时效成立，没有申请的，补助申请失

效。 

(4)申请窗口 

各区役所保险年金课长寿、福祉医疗系或各分所区民中心保险年金系 

(5)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备考  

相关网

页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中申请所需的“证明所得的资料”的相关事宜

（FAQ12873）[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co=ser&frmId=12873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中所得限制的限度额（FAQ12855）[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co=ser&frmId=12855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请向所居住区、地区的窗口咨询。 

川崎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1-3277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556-6722 

中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744-3202 

高津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61-3178 

宫前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56-3275 

多摩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35-3231 

麻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65-5264 

儿童未来局儿童支援部儿童家庭课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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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８）想咨询不能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的归国子女・外国人儿童上学问题和日语教育问题。 

13－（８）  

提问 想咨询不能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的归国子女・外国人儿童上学问题和日语教育

问题。 

回答  川崎市综合教育中心【総合教育センター】针对归国子女·外国人儿童开设插

班·日语教育·学校生活适应等综合教育咨询。 

１ 咨询窗口：川崎市综合教育中心【総合教育センター】海外归国·外国人

儿童教育咨询室 

２ 咨询方法：有事先预约。 

３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9点～下午 4点 

４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相关网页 川崎市综合教育中心【川崎市総合教育センター】 [日语]  

 http://www.keins.city.kawasaki.jp/ 

 川崎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awasaki/e-guide/info5330/index.html 

 幸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aiwai/e-guide/info5330/index.html 

 中原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65/65kumin/home/kumin24/kumin24.htm 

高津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akatsu/e-guide/info5330/index.html 

宮前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miyamae/e-guide/info5330/index.html 

多摩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ama/e-guide/info5330/index.html 

麻生区·入小中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asao/e-guide/info5330/index.html 

多语种生活指南[日语]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川崎市的多语种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25zinken/home/gaikoku/info/index.htm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日语] 

http://www.kian.or.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综合教育中心【総合教育センター】 电话：044-844-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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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想了解关于双亲班的情况。 

13－（９）  

提问 想了解关于双亲班的情况。 

回答  1．保健福祉中心所实施的双亲班 

以妊娠过程中的生活方式、进食方式、牙齿护理、生产准备、与新生儿共同生

活的设想、父亲的参与方式等相关内容为主题进行准备性学习，同时还可以建

立育儿朋友圈。 

详细课程和日程各区会有所不同，请咨询确认。 

 

2．平日外举办的双亲班 

川崎市委托川崎市看护协会每年举办 8次“准妈妈、准爸爸教室”，开讲时间

为周六。 

有关详细信息，请向川崎市看护协会咨询。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93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79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56-3240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10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234 

川崎市看护协会 电话：044-711-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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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想知道各地区妈妈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交流的咨询地址。 

13－（10）  

提问 想知道各地区妈妈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交流的咨询地址。 

回答  妈妈之间的交流会如下所示。 

 

1 育儿小组【子育てグループ】 

  在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区役所保健福祉センター】进行指导，请联系

咨询。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

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担当支援  电话：044-201-3206  

 大师分所 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分所 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322-1984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861-3315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856-3302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935-3297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保健福祉服务科 

【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044-96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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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想了解如何领取母子健康手帐（母子手帐）。 

13－（11）  

提问 想了解如何领取母子健康手帐（母子手帐）。 

回答  请向您所居住的区的母子健康手帐交付窗口提交“妊娠报告书”。 

关于“妊娠报告书”，请提交由医院或助产所填写的资料，或本人在交付窗口

填写必要事项（医院或助产所的所在地、名称、医师姓名或助产师姓名）后提

交。 

关于受理时间和申报窗口，请访问相关网页的“想了解关于妊娠报告的事宜”

加以确认。 

备考 为使不懂日语的申请者免于困扰，川崎市发行了与母子健康手帐配套的外语版

手册。 

〔英语、中文、朝鲜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印度尼西亚语、他加禄语、泰

语〕  

母子健康手帐（母子手帐）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妊娠过程中或产后因搬家

等迁往其他自治体时母子健康手帐也可继续使用，但是，孕妇健康诊查、婴幼

儿健康诊查、预防接种等公共服务会因自治体而有所不同，请向所迁入的各市

町村咨询。 

相关网页 妊娠报告书和母子健康手帐的交付[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5444.html 

想了解关于人参报告书事宜[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913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556-6693  

日吉健康站 电话：044-599-1131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744-3279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856-3240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935-310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965-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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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解为单亲家庭设定的儿童抚养津贴制度的相关事宜。 

13－（12）  

提问 想了解为单亲家庭设定的儿童抚养津贴制度的相关事宜。 

 

回答  根据利用番号识别特定的个人来办理行政手续的法律（2013 年法律第 27 号）第 19

条第 7 号的规定，咨询情报及根据同法第 22 条第 1 项的规定，情报提供从 2017年

11 月 13 日开始实行。 

因此从 2017 年 11 月 13 日开始，一部分的资料可以不用提交。 

 

儿童抚养津贴制度，是对因父母离婚、丧父或丧母造成儿童与父亲或母亲不同生计的

家庭提供津贴予以援助的制度。 

 

1 津贴额：2017 年 4 月起（每年 1 次，根据物价实施津贴额修订。） 

(1)有 1 名儿童时 月额 42,290 日元（根据所得 42,280日元-9,980 日元） 

(2)有 2 名儿童时 在上述金额的基础上每月加算 9，990 日元（根据所得 9,980 日元

-5，000 日元） 

(3)有 3 名以上儿童时 从第 3 名儿童起每人加算 5,990日元（根据所得 5,980 日元

-3,000 日元） 

根据申请者或抚养义务者的所得额，可能会停止支付一部分津贴额（减少津贴额）或

停止支付全部金额。 

2 提交资料：原则上请提交申请日之前 1 个月内发行的资料。 

(1)申请者与对象儿童的户籍缮本（全部事项证明书） 

(2)希望电汇的账户（仅限本人名义的普通账户）的存折 

(3)申请者个人番号的确认资料 

(4)申请者的身份确认资料 

<只需 1 件即可的资料> 个人番号卡、驾驶执照、驾驶经历证明书（仅限 2012 年 4

月 1 日以后交付的）、护照、身体障害者手册、精神障害者保健福祉手册、疗育手册、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等 

<需要 2 件的资料> 健康保险证、国民年金手册、儿童抚养津贴证书或特别儿童抚养

津贴证书、戸籍缮本、戸籍抄本、被保护证明 

申请对象的儿童、配偶者、抚养义务者的个人番号也必需记载，请务必事前确认。另， 

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可能会要求提供别的资料。 

 

3 申请时间：可于开厅日随时申请 

4 申请窗口：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或地区健康福祉站 

5 补助对象：在日本国内拥有住所且对满足以下条件的儿童（年龄尚未达到 18 岁生

日后的第一个 3 月 31 日，或未满 20 岁的障害者且障害状态已达到政令规定的程度）

实施监护的父亲、母亲或养育者。 

(1)父母已解除婚姻关系的儿童 

(2)丧父或丧母的儿童 

(3)父亲或母亲为障害者且障害状态已达到政令规定的程度的儿童  

(4)父亲或母亲生死不明者 

(5)被父亲或母亲遗弃达 1 年以上的儿童 

(6)父亲或母亲已收到来自裁判所的 DV 保护命令的儿童 

(7)父亲或母亲已被拘留 1 年以上的儿童 

(8)母亲未婚而生的儿童 

(9)父母不明的儿童（孤儿等） 

6 申请方法：为确认支付条件，担当职员将与您面谈。并请在面谈时填写申请资料。 

7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 日-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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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  

相关网页 儿童抚养津贴[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0498.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9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197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56-3258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7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0-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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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了解能够临时照顾生病后处于恢复期的孩子的设施。 

13－（15）  

提问 想了解能够临时照顾生病后处于恢复期的孩子的设施。 

回答  川崎市在南部、中部、北部各设置有 1家提供病愈后儿童保育的设施，开展病

愈后儿童的恢复期保育事业。 

您的孩子虽然已经进入保育所等保育设施，但在孩子病后的恢复期，普通保育

所等尚不能提供照顾时，同时因保护者必须工作不能在家照顾的情况下，可利

用该制度解决燃眉之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网页。 

相关网页 病后恢复期儿童保育事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759.html 

咨询处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 保育事业推进部 保育课 

电话：044-200-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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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想了解有关离婚手续的申请方法 

13－（16） 

提

问 
想了解有关离婚手续的申请方法 

回

答  

1 需提交的文件： 

   离婚申请（申请书可在各区役所区民课，区民中心分所领取。） 

2 提出日期： 

 （1)【协议离婚时】任意 

 （2)【判决离婚时】判决确定之日起 10日内 

3 申请窗口：shen 

   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或地址所在地的区役所区民课、区民中心分所 

   申报时，由于需要确认申请人本人身份，请带好本人的身份证明证件 

  （驾驶证或护照等）。 

4 对象人员： 

 （1)【协议离婚时】准备离婚的夫妻。 

 （2 )【判决离婚时】申请人 

5 附件材料等： 

 （1)【协议离婚时】 

     1）离婚申请书 

     2）离婚双方的印章 

     3）户籍不在所申报的区役所时，需提供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 

     4）两名成年证人的签名盖章 

（2)【判决离婚时】 

    1）离婚申请书 

    2）申请人的印章 

    3）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户籍副本） 

但，户籍地为川崎市内者不需要。 

    4）判决离婚时・・・判决副本和确定证明书 

       调停离婚时・・・调停笔录副本 

       判决离婚时・・・判决书副本和确定证明书 

       和解、认诺离婚时····和解、认诺的笔录副本 

6 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点 30 分至下午 5点 

   第 2、第 4个周六 上午 8点 30分至下午 0 点 30分 

  （支所区民中心在第 2、第 4个周六将不予受理。） 

  （除上述时间外，由区役所警卫室接收申请书。） 

7 假日： 

   周六（第 2·第 4个周六除外），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至 1月 3日 

   （支所区民中心第 2、第 4个周六也是休息日。） 

   （休息日，由区役所警卫室接收申请书。） 

8 注意事项： 

   【离婚时继续使用婚前姓的申请（77条 2的申请）】 

   离婚后 3 个月内，可随时提出。 

   （填写事例请参照页面下方附件资料） 

9 依据法例等 

   户籍法 

相

关

网

页 

离婚申请[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15-0-0-0-0-0-0-0.html 

启动一个新的户籍管理系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en/cmsfiles/contents/0000037/37724/immigrationEN.pdf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15-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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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询

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宮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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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民健康保险·年金 

（１）想了解有关国民年金的情况。 

14 －

（１） 
 

提问 想了解有关国民年金的情况。 

回答  1制度内容 

国民年金作为我国公共年金制度的基础，是领取全体国民共通的基本年金的制度。 

为此，在日本拥有住所（也包括外国人），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个体营业者、在

公司就职的工薪者、公务员、前述人员的配偶者等皆须加入国民年金，在国外居住

的日本人可任意加入。 

  

2被保险者种类 

(1)第 1号被保险者 居住在日本的 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个体营业者、学生、无职

者等 

(2)第 2号被保险者 已加入厚生年金保险的公司职员、公务员等（关于 65岁以上

的加入者，不包括有老龄年金的领取权利者） 

(3)第 3号被保险者 由第 2 号被保险者抚养的 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配偶者 

(4)可任意加入的被保险者 

A 居住在日本的 60岁以上未满 65岁的个体营业者、学生、无职者等 

B 居住在海外的 20岁以上未满 65岁的日本人 

C 65岁以上，领取年金的资格时间不足，到 70岁前的期间内可确保领取权的人（仅

限 1965年 4 月 1日以前出生的人，此外还有其他加入条件） 

 

3国民年金的发放种类 

国民年金的发放，有对第 1 号被保险者（包括可任意加入的被保险者）、第 2号被

保险者及第 3号被保险者共通发放的基本年金，此外还有进入老年后的“老龄基本

年金”，残障者的“障害基本年金”、发放给遗属的“遗属基本年金”。厚生年金保

险作为基本年金的追加部分还将分发按报酬比例计算的年金。 

此外，作为对个体营业者等第 1号被保险者单独发放的年金，有“附加年金”、“寡

妇年金”“死亡补助金”“ 脱退补助金”等。 

其他的年金发放种类还有，对最初启动国民年金制度时已经进入老年，无法满足领

取老龄年金的资格时间等条件的老人发放的“老龄福祉年金”，对那些 1991年 3

月以前为学生身份等，在未任意加入国民年金的期间内成为障害者并首次受诊，且

障害状态相当于障害基本年金的 1级、2级的障害者发放的“特别障害补助金”（需

满足所得条件等）。 

 

4保险费 

(1)第 1号被保险者   自己缴纳保险费。 

A 2017年的保险费 月额 16,490日元 

B 在期限前集中缴纳一定期间的保险费可享受优惠的制度。 

C 想增加将来可领取的年金金额时，可加入月额 400日元的附加年金。 

(2)第 2号被保险者   缴纳厚生年金、共济组合的保险费，国民年金也包含在其中。 

(3)第 3号被保险者   保险费由配偶者所加入的厚生年金保险整个制度体系负担，

不需个人缴纳。 

(4)可任意加入的被保险者   与第 1号被保险者同样，需支付保险费。 

相关网

页 

什么是“国民年金”？[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8-1-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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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 044-201-3155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8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8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556-6621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744-3206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61-3176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56-3154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35-3165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6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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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３）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相关事宜。 

14－（３）  

提问 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相关事宜。 

回答  １  国民健康保险(国保) 

(1)制度内容：是针对没有参加公司、工厂、政府机构等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的

人而设立的地区医疗保险。凡是拥有市内住址者（包括住民基本台账制度对象

的外国人在内）、除了已参加工作单位健康保险者或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以及受

生活保护者之外，其他都必须参加。 

(2) 对象： 

a 未参加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者 

b 拥有市内住址者（包括住民基本台账制度对象的外国人在内） 

c未参加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者 

d 未受到生活保护者 

２ 退职者医疗制度 

(1)制度内容：加入国保、长期在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者、领取厚生年金或船员

保险或从各种共济组合领取年金者本人及其扶养家属，截止到 65岁为止可适用

退职者医疗制度。 

(2)对象：未满 65岁的国保加入者中，满足下述２点条件者及其扶养家属， 

・从厚生年金、船员保险、各种共济组合领取年金者及其扶养家属(参加年金的

年数达 20年以上或满 40岁之后达 10年以上者) 

・取得年金领取权之后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加入或加入过国民健康保险者 

３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1) 制度内容：75岁以上者以及被认定为有一定程度残疾的 65 岁以上者，将

自动丧失国保资格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75岁以上者在加入后期高龄者医

疗制度时，无需办理特殊手续。在对象者 75岁生日之前，神奈川县后期高龄者

医疗广域连合将会寄送“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 

(2) 对象者：75岁以上者（有一定程度残疾者为 65岁以上） 

相关网页 什么是“国民健康保险”？[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110.html 

咨询处 【国民健康保险、退职者医疗制度】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201-315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556-6620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744-3201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61-3174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56-3156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35-3164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65-5189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201-3154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556-6721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744-3204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861-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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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856-3159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935-3161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后期、介护保险费系 电话：044-965-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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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５）想了解国民年金的领取资格的相关事宜。 

14 －

（５） 
 

提问 想了解国民年金的领取资格的相关事宜。 

回答  国民年金的支付主要有老龄基本年金、障害基本年金、遗属基本年金 3种。领取资

格分别如下所示。 

 

１ 老龄基本年金 

保险费缴纳完毕期间、免除期间合计对象期间的总和必须达到 10年以上。 

老龄基本年金原则上要到 65岁才可以开始领取，但是根据个人的需求也可以在 60

岁到 64岁之间提前领取，或推迟到 66 岁以后领取。提前或延迟时的支付率会有所

不同。详情请咨询。 

※以 60岁时上述期间不满 10年者为对象，备有到 70岁为止可任意加入的制度。 

 

２ 障害基本年金 

在国民年金加入期间或在 20岁之前因受伤、生病等原因而留下残疾，并且其残疾

程度相当于国民年金法规定的障害等级 1、2级的人可领取障害年金。但是领取年

金要符合以下(1)～(3)的全部条件。 

(1) 初次就诊日（因疾病或受伤接受医生诊断的日子）已是国民年金的被保险者或

曾是国民年金的被保险者，且在 60岁以上未满 65岁时没有提前领取年金，并在日

本国内有住所的人。 

(2) 到初次就诊日前两个月为止，保险费缴纳完毕期间与保险费免除期间合计缴纳

了被保险期间的 3分之 2以上的保险费的人。(作为特例，在初次就诊日所属月份

前两个月为止的最近 1年之内，如无未缴纳期间的也可以领取。） 

(3) 在障害认定日（原则上为因导致残疾的疾病或受伤接受医生初次诊疗后 1年 6

个月之后的日子，或在 1年 6个月以内确定症状之日）其症状符合国民年金法规定

的障害等级 1、2级的人。或者在障害认定日时不符合条件，但在 65岁之前符合条

件并进行了申请时。 

※ 在 20岁之前遭遇的事故或疾病，只要在 20岁以后符合(3)的要求，即可以领取。

但根据个人的收入情况，有可能停止支付全额或半额。 

 

3  遗属基本年金 

符合下列(1)～(4)的任意一项的人员死亡时，遗属基本年金将支付给原本靠其维持

生计的有子女的配偶或其子女。 

(1) 本人是国民年金的被保险者 

(2) 本人是被保险者，并在日本国内拥有住所，年龄 60岁以上 65以下。 

(3) 是老龄基本年金的领取者（从 2017年 8月 1日开始，保险费缴纳完毕期间与

保险费免除期间合计缴纳了 25年的人） 

(4) 达到老龄基本年金的领取资格期间的人（从 2017年 8月 1日开始，保险费缴

纳完毕期间与保险费免除期间合计缴纳了 25年的人） 

※但是(1)、(2)的情况，必须为保险费缴纳完毕期间与保险费免除期间合计缴纳了

被保险者期间的 3分之 2以上。(作为特例，在死亡日所属月份的前两个月为止的

最近 1年之内，如无未缴纳期间的也可领取。) 

备考 
所谓成为障害基本年金和遗属基本年金的加算对象的“子女”，是指满 18岁但还未

过第一个 3月 31日的孩子，或者未满 20岁符合障害等级 1级或 2级的孩子。 

关于领取年金所需满足的保险费缴纳条件中的保险费免除期间，得到承认可以“部

分缴纳”时，如不支付部分保险费，会被视为未缴纳。 

相关网 国民年金的支付的种类［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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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18-4-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 044-201-3155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8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8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556-6621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744-3206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61-3176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56-3154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35-3165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6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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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６）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的生育一次性补助金的相关事宜。 

14－（６）  

提问 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的生育一次性补助金的相关事宜。 

回答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者在生产时，保险会支付生育一次性补助金。 

 

支付额 42万日元  

 

〈直接支付制度〉 

通过与医疗机构、助产所缔结利用直接支付制度的同意文书，医疗机构等就会

直接向川崎市申请相关费用。 

不利用该制度，或者申请金额低于支付金额时，可在区役所窗口申请生育一次

性补助金。 

 

※有些设施无法使用直接支付制度。交纳生产所需费用有困难的情况下，请咨

询区役所保险年金科・支所区民中心保险年金系。 

 

<在区役所的窗口申请时所需的资料>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证  

直接支付制度同意文书（与医疗机构、助产所缔结的文书） 

医疗机构所发行的收据•明细表 

印章（使用朱色印泥的印章，不能使用胶皮印章） 

出生证明（母子健康手册、医生发行的出生证明等）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折，或记载有账号内容的资料 

怀孕 12 周以上的死产、流产的情况也可领取，请携带医生的证明书。 

 

※从公司退职以后 6个月内生产的情况（但仅限在该公司持续工作在 1年以上

者），也可以申请由以前加入的健康保险给予支付生育一次性补助金，敬请确

认。此外这种情况不能和国民健康保险重复领取。 

 

※本补助金的期限为生产后 2年，届时将无法在窗口申请，所以有需要时请尽

快办理手续。 

相关网页 生育一次性补助金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106.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1-3277 

大师地区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地区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556-6722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744-3202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61-3178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856-3275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35-3231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965-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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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７）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方法。 

14－（７） 

提问 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方法。 

回答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方法如下。所需资料因情况不同，请予以注意。外国国籍者，

申报所需资料不同，请参照“外国人加入、退出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的手续办

理方法”。 

 

1 申报时间：原则上从需加入之日起 14天内 

 

2 申报窗口：所居住区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 

 

3 申报方法：在窗口直接办理 

 

4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12:30（仅限区役所） 

 

5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 日-1月 3日 

（第 2、第 4个周六上午仅限区役所受理） 

 

6 申报所需之物： 

(1)从市外迁入时 

A 旧住所的迁出证明书 

B 印章 

C 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D 新住所同一家庭中如果有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员，该家庭成员的国民健康保

险证 

(2)退出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包括任意继续期间结束、被抚养者资格丧失等） 

A 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资格丧失的证明书（资格丧失证明书） 

B 印章 

C 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D 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户主及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成员份） 

E 同一家庭中如果有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员的话，该家庭成员的国民健康保险

证 

F 年金证书等明示年金种类加入期间的资料（符合退职者医疗制度的情况下） 

关于退职者医疗制度，请参照相关网页。 

(3)孩子出生时 

A 母子健康手册 

B 印章 

C 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D 同一家庭中如果有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员的话，该家庭成员的国民健康保险

证 

关于生育一次性补助金的申请，请参阅下述相关网页。 

(4)不再领受生活保护时 

A 废止、停止决定通知书 

B 印章 

C 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D 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家庭成员全员分） 

E 同一家庭中如果有已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成员的话，该家庭成员的国民健康保险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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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者本人及同一家庭的亲属以外的人实施申报时，需要提交委任状和来所者的

本人确认资料。 

 

7 关于保险证的交付 

持有贴有加入者本人正面照的本人确认资料的话，可在窗口交付。 

没有贴有正面照的本人确认资料的话，为对本人进行确认，将通过邮寄的方式于日

后交付保险证，请予以了解。 

相关网

页 

国民健康保险[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4-0-0-0-0-0-0-0-0.html 

国民健康保险（生育一次性补助金）[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106.html 

什么是“国民健康保险”（退职者医疗制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11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 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201-315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556-6620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744-3201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61-3174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56-3156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35-3164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65-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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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想了解新领取了单位的健康保险证后退出国民健康保险的方法。 

14－（８）  

提问 想了解新领取了单位的健康保险证后退出国民健康保险的方法。 

回答  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后,请办理下述国民健康保险退出手续。 

 

１ 申请期限：原则上加入工作单位健康保险后 14天之内 

２ 申请窗口：居住地的区役所区民科、支所区民中心 

３ 申请方法：直接到窗口办理，或在网上进行电子申请 

※关于网上电子申请的申报方法，请在相关主页确认。 

４ 窗口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第 4个周六 上午 8:30-下午 0:30（仅限区役所） 

※网上电子申请原则上 24小时受理。 

５ 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第 2、第 4个周六上午仅限区役所受理） 

６ 申报时必要资料： 

(1) 国民健康保险证 

(2) 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证或健康保险的资格取得证明书 

(3) 印章 

(4) 公民号码卡（个人号码卡）或通知卡（户主及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成员份） 

(5) 申报人的本人确认资料（附有正面照片的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1件，或政府行政机关发行、发给的资料 2件） 

相关网页 这样的情况下，要申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4-4-0-0-0-0-0-0-0.html 

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后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手续，也可以在网上办理。[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68126.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 044-201-3143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70 

幸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556-6616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744-3175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61-3163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856-3144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35-3154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电话：044-965-5122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201-315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556-6620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744-3201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61-3174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56-3156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35-3164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65-5189 



 99 

返回目次 

（９）想了解国民年金的加入方法。 

14－（９）  

提问 想了解国民年金的加入方法。 

回答  加入国民年金（第 1号被保险者）所需的手续如下。因个人情况也可能会需要

下述以外的资料，请事先打电话予以确认。 

※第 2号被保险者请在工作单位办理手续，第 3号被保险者请在第 2号被保险

者（配偶者）的工作单位办理手续。 

 

1提交资料：年金资格取得申请 

 

2申请期间：原则上从需加入日起 14天内 

 

3申请窗口：所居住区的区役所区民课、分所区民中心、区役所保险年金课 

 

4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5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6申请方法：直接在各窗口办理 

 

7根据加入理由不同所需提交的资料 

(1)第 2 号、第 3号被保险者以外者，到达 20岁时 

A 国民年金资格取得申请（年金事务所会在 20岁生日所在月的前一个月送交）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2)20岁以上未满 60岁者，丧失厚生年金保险的资格时 

A 年金手帐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C 能够确认资格丧失日的资料（资格丧失证明书、离职票等） 

 

(3)第 3 号被保险者与配偶者脱离抚养关系时（配偶者退职、离婚、本人收入

增加等时） 

A 年金手帐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C 可确认脱离抚养关系日期的资料（资格丧失证明书等） 

※健康保险的任意继续被保险者等如果不能提交资格丧失证明书，可提交能确

认雇佣保险受领情况的资料（雇佣保险受给资格者证等） 

※配偶者离职的情况下请提交配偶者的离职票等 

 

(4) 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第 3号被保险者，其已加入厚生年金保险的配偶者

达到 65 岁时 

A 年金手帐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5) 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第 2、第 3号被保险者以外的人从海外迁入时 

A 年金手帐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C 护照 

 

(6)任意加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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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金手帐 

B 印章（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60岁以上者还有其他需提交的资料，请事先咨询。 

 

(7) 在日本国内有住所的 20岁以上未满 60岁的外国人加入时（第 2、第 3号

被保险者以外的人） 

A 印章（仅限持有者，本人署名时不需要印章） 

B 在留卡（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C 仅限丧失第 2号被保险者、第 3号被保险者资格的人，提交可确认资格丧失

日的资料（资格丧失证明书、离职票等） 

 

※代理者代为办理手续时，除申报所需资料还需携带下述资料。 

・同住亲属  可对代理人本人进行确认的资料 申请者本人的使用朱色印泥的

印章 

・第 3 方  委任状、可对代理人本人进行确认的资料、申请者本人的使用朱色

印泥的印章 

相关网页 国民年金--这样的时候申报！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35215.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 044-201-3155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8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8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556-6621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744-3206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61-3176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856-3154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35-3165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民年金系 电话：044-96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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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中的保健事业（温水游泳池的利用等）的内容。 

14 －

（11） 
 

提问 想了解国民健康保险中的保健事业（温水游泳池的利用等）的内容。 

回答  
在本市的国民健康保险中,为了保持和增进各位加入者的健康,实施以下保健事业。 

 

1 35岁、38 岁的健康检查 

以 35岁和 38 岁的被保险者为对象从 10月开始实施健康检查。（9 月中旬开始向各

位对象者寄受诊券。） 

 

2  温泉设施的优惠利用 

有马疗养温泉旅馆 川崎市宮前区東有馬 3-5-31 

 

3  温水游泳池的免费利用 

(1) 入江崎余热利用游泳池  川崎市川崎区盐滨 3-24-12  

(2) 川崎市民广场 川崎市高津区新作 1-19-1 

(3) YONETEI 堤根  川崎市川崎区堤根 73-1 

(4) YONETEI 王禅寺  川崎市麻生区王禅寺 1321 

(5) 川崎市多摩体育中心  川崎市多摩区菅北浦 4-12-5 

 

4 训练设施的免费利用 

(1) 川崎健康促进中心  川崎市川崎区渡田新町 3-2-1 

(2) 幸体育中心  川崎市幸区户手本町 1-11-3 

(3) 等々力竞技场  川崎市中原区等々力 1-3 

(4) 川崎市民广场  川崎市高津区新作 1-19-1  

(5) 宫前体育中心  川崎市宫前区犬藏 1-10-3 

(6) 川崎市多摩体育中心  川崎市多摩区菅北浦 4-12-5 

(7) YONETEI 王禅寺  川崎市麻生区王禅寺 1321 

 

※“海之家”的免费利用事业（免费利用券的发送），已于 2015年底终止。 

 

※详情请阅览以下相关网页。 

相 关 网

页 

国民健康保险（保健事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4-17-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201-315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556-6620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744-3201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61-3174 

宫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856-3156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35-3164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课 国保资格、赋课系 电话：044-965-5189 

健康福祉局 保险年金课 健诊、医疗事务收纳担当 电话：044-200-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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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为了办确定申告等，想知道已交纳的国民健康保险费。 

14-(12)  

提问 为了办确定申告等，想知道已交纳的国民健康保险费。 

 

回答  想确认已交纳的国民健康保险费时，请携带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者証到以下窗口。 

此外，从 2013年按已交付的国民健康保险费结合年底调整的时期，11月上旬发送

「国民健康保险费年间已交付金额的通知」 

备考  

相关网页 关于「国民健康保险费年间已交付金额的通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5270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国保・后期电话客服 电话：044-982-0783   

川崎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201-3153 

大师支所 区民中心 保险収纳係 电话：044-271-0163 

田岛支所 区民中心 保险収纳係 电话：044-322-1976 

幸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556-6697 

中原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744-3109 

高津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861-3173 

宮前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856-3131 

多摩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935-3163 

麻生区役所 保险年金課 収纳係 电话：044-965-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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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税金 

（１）想做税务方面的咨询。 

15 －

（１） 

 

提问 想做税务方面的咨询。 

 

回答  关于税务咨询，将针对各位的咨询内容进行一般性说明、就各种税金的计算方法、申报内

容等提供建议，以便为各位解决疑问等提供参考。 

关于市税的咨询，除可向市税事务所、市税分所咨询外，我们还按如下程序委托税理士、

税务咨询员定期实施免费咨询，请需要时随时加以利用。 

另外，委托税理士、税务咨询员提供的该免费咨询，不仅针对市税，也对应国税、县税的

咨询。 

此外，关于咨询内容，我们将严守秘密，不会公开，请放心咨询。 

 

【税理士提供的咨询】 

1 咨询地点：各区役所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2 咨询日期： 

川崎区役所 第 2 个周四 

幸区役所   第 3 个周四 

中原区役所 第 4 个周四 

高津区役所 第 2 个周四 

宫前区役所 第 3 个周四 

多摩区役所 第 4 个周四 

麻生区役所 第 2 个周四 

（咨询日逢节假日、休息日、12 月 29 日～1 月 3 日之间不进行咨询。） 

3 时间：下午 1:00-下午 4:00 

 

【税务咨询员提供的咨询】 

1 咨询地点：各区役所市税证明发行专柜 

      （中原区役所为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2 咨询日期：周一-周五 

      （中原区役所为周一、周三、周五） 

      （咨询日逢节假日、休息日、12 月 29 日～1 月 3 日之间不进行咨询。） 

3 时间：上午 10:00-正午 12:00、下午 1:00-下午 4:00 

 

【咨询受理对象】 

以在市内居住、工作、上学者为受理对象。 

 

【咨询方法】 

请直接前往咨询窗口。（不受理电话咨询） 

1 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咨询机会，原则上每人的咨询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 

2 关于咨询者的课税情况等，我们将介绍您前往各种税务的负责部门咨询。 

3 不实施申报书的审查与准备。 

另外，咨询者人数较多时，有可能不能接受咨询。 

【各种税金窗口】 

市内税务署、县税事务所名单如下： 

 

【税务署】 

川崎南税务署 

  管辖区：川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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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地：邮编 210-8531 川崎区榎町 3-18 

  最近车站：JR 川崎站、京滨急行线京急川崎站 

  电话：222-7531 

 

川崎北税务署 

  管辖区：中原、高津、宫前 

  所在地：邮编 213-8503 高津区久本 2-4-3 

  最近车站：JR 南武线武藏沟之口站 东急田园都市线/大井町线沟之口站 

  电话：852-3221 

 

川崎西税务署 

  管辖区：多摩、麻生 

  所在地：邮编 215-8585 麻生区上麻生 1-3-14 川崎西合同厅舍内 

  最近车站：小田急线新百合丘站 

  电话：965-4911 

 

【县税事务所】 

川崎县税事务所 

  管辖区：川崎、幸 

  所在地：邮编 210-8562 川崎区富士见 1-1-2 

  最近车站：JR 川崎站、京滨急行线京急川崎站 

  电话：233-7351 

高津县税事务所 

  管辖区：中原、高津、宫前、多摩、麻生 

  所在地：邮编 213-8515 高津区坂户 3-2-1 KSP（かながわ 

        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イノベーションセンタービル西栋 2 楼・4 楼 

  最近车站：JR 南武线武藏沟之口站、东急田园都市线/大井町线沟之口站 

  电话：833-1231 

注：由于厅舍的改建，从 2017年 10月 2日起，高津县税事务所暂时搬到 KSP（かな

がわサイエンスパーク）イノベーションセンタービル西栋 

备考  

相关网

页 

税务咨询[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55162.html 

市税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国税厅主页[日语] 

http://www.nta.go.jp/ 

国税厅税务回答[日语] 

http://www.nta.go.jp/taxanswer/index2.htm 

神奈川县县税主页（县税便利帐）[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cnt/kenzei/index.html 

神奈川县税务咨询窗口指南[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cnt/f4828/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201-3135 

幸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556-6608 

中原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744-3153 

高津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861-3141 

宫前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856-3132 

多摩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935-3143 

麻生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965-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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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轻型机动车(摩托等)购入后的申报手续。 

15－（２） 日本語版 27051（最終更新日）2017/5/16 

英語版 40089（最終更新日）2015/3/23 

中国語版 15-2（最終更新日） 

提问 想了解轻型机动车(摩托等)购入后的申报手续。 

回答  申报地点因车型不同而不同。 

 

１ 机动自行车和小型特殊机动车 

(1)申报期限：购买后 15日以内 

(2)申报窗口：附近的市税事务所・市税分室 

 a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科管理担当 

 b市税分室管理担当 

(3)申报方法：请直接到窗口办理 

(4)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5)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6)必要物品： 

 a销售证明书【販売証明書】 

 b能证明您住所的证件（在川崎市有住民登录的不需要） 

 c印章（法人时请携带代表者印章） 

 d申请者的身份证（驾驶执照，员工身份证） 

 如果代理人办理手续的情况下，还需要上方记载之外的材料。 

 e委任状（如果是和代理人一起居住亲族可省略） 

 

２ 2轮轻型机动车(125cc以上 250cc以下)、2轮小型机动车(250cc以上) 

(1)申报窗口：神奈川运输分局川崎机动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川崎市川崎区盐滨

3-24-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３ 3轮、4轮的轻型机动车 

(1)申报窗口：轻型机动车检查协会神奈川事务所(横滨市都筑区佐江戸町 770番

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备考  

相关网页 市税概要 轻型汽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2-3-4-0-0-0-0-0.html 

市税的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200-3963 

小杉市税分室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543-8957 

神奈川运输分局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

登録事務所】  电话：050-5540-2036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  电

话：050-3816-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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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接受转让轻型机动车(摩托等)时的手续。 

15－（３）  

提问 想了解接受转让轻型机动车(摩托等)时的手续。 

回答  根据汽车的种类，申报地点也不同。 

 

１ 机动自行车【原動機付自転車】和小型特殊机动车【小型特殊自動車】 

(1)申报期限：接受转让后 15日以内 

(2)申报窗口：附近的市税事务所・市税分室 

 a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科管理担当 

 bイ市税分室管理担当 

(3)申报方法：请直接到窗口办理 

(4)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5)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6)需要资料： 

 a转让证明书【譲渡証明書】 

 b废车申报受理书(未进行废车申报时需要车牌照、车牌照交付证明书) 

 c能证明您住址的证件（在川崎市进行住民登记的话就不需要。） 

 d印章（法人时请携带代表者印章） 

 e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书(驾驶执照, 社员证等) 

 如果是代理人办理手续的话，则需要以下资料。 

 f委托书（代理人是住在一起的亲属时就不需要。） 

 

申报在网上购买的机动自行车时，需要转让证明书【譲渡証明書】和废车申报受

理书【廃車申告受付書】。光是购买时的收据则无法交付牌照，请从原所有者取

得必要的资料。 

 

２ 2轮轻型机动车(125cc以上 250cc以下)、2轮小型机动车(250cc以上) 

(1)申报窗口：神奈川运输分局川崎机动车检查登记事务所【神奈川運輸支局川崎

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川崎市川崎区盐滨 3-24-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３ 3轮、4轮的轻型机动车 

(1)申报窗口：轻型机动车检查协会神奈川事务所(横滨市都筑区佐江戸町 770番

1)【軽自動車検査協会神奈川事務所（横浜市都筑区佐江戸町 770番 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备考  

相关网页 市税手册【市税のしおり】·轻型机动车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2-3-4-0-0-0-0-0.html 

市税的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200-3963 

小杉市税分室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543-8957 

神奈川运输分局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

登録事務所】  电话：050-5540-2036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  电

话：050-3816-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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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废弃轻型机动车(摩托等)时的手续。  

15－（４）  

提问 想了解废弃轻型机动车(摩托等)时的手续。 

回答  申报地点因车型不同而不同。 

 

１ 机动自行车【原動機付自転車】和小型特殊机动车【小型特殊自動車】 

(1)申报期限：车废弃后 30日以内（参考情報） 

(2)申报窗口：附近的市税事务所・市税分室 

 a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科管理担当 

 b市税分室管理担当 

(3)申报方法：请直接到窗口办理 

(4)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5)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6)必要物品： 

 a车牌（number plate） 

 b车牌交付证明书【標識交付証明書】 

 c轻型机动汽车税的收据证明 

 d印章（法人时请携带法人代表印章） 

 e申报者的身份证明书（驾驶执照，公司的员工身份证等） 

此外，代理人来办理手续时，除以上物品还需要其他材料。 

 f委任状（代理人为同居的亲属时不需要。） 

※若要在川崎市办理废车手续后，将机动摩托车转让给他人，请在办完汽车废弃

手续后，将转让证明书以及废车申报受理书交给新车主，并让新车主在自己所住

的市区町村办理登记。 

不进行废车手续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转让，但是有些市区町村无法登记未报废车登

记的车辆，因此请务必首先咨询新车主所住的市区町村后，再办理手续。 

此外，没有报废车的情况下，由于新车主没有办理更改名义手续等的理由， 

导致手续的延迟，因此向原车主征收税费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请注意。 

２ 2轮轻型机动车(125cc以上 250cc以下)、2轮小型机动车(250cc以上) 

(1)申报窗口：神奈川运输分局川崎机动车检查登记事务所【神奈川運輸支局川崎

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川崎市川崎区盐滨 3-24-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３ 3轮、4轮的轻型机动车 

(1)申报窗口：轻型机动车检查协会神奈川事务所(横滨市都筑区佐江戸町 770番

1)【軽自動車検査協会神奈川事務所（横浜市都筑区佐江戸町 770番 1）】 

(2)注意事项：详细内容请直接进行询问。 

备考 1  若遭到偷窃，请及时向警察以及担当窗口进行申报手续。 

2  轻型机动汽车税将向在每年的 4月 1日拥有此车的车主征收。 

若因转让，废车，偷窃等原因现在没有拥有轻型机动汽车，请在 4月 1日之前申

请汽车的废车或者移动。如果在期限为止没有申请，将继续被征收该税费，请注

意。 

相关网页 市税概要 轻型汽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2-3-4-0-0-0-0-0.html 

市税的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200-3963 

小杉市税分室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科  会计管理担当  电话：044-543-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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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运输分局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

登録事務所】  电话：050-5540-2036 

川崎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 【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  电

话：050-3816-3118 

 



 109 

返回目次 

（５）想了解搬迁到市外时机动摩托【原付バイク】 (125cc以下)的手续。 

15－（５）  

提问 想了解搬迁到市外时机动摩托【原付バイク】 (125cc以下)的手续。 

回答  如继续使用机动摩托车【原付バイク】 (125cc以下)时,需办理下述手续中的其

中一项。 

 

＜不在川崎市办理废车申报手续,到搬迁所至市区町村登录的方法＞ 

能够将原有车牌依旧安装在车上,到搬迁所至市区町村办理新车牌交付手续。 

必备物品： 

a标识（车牌） 

b标识交付证明书 

c印章 

d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书(驾驶执照等) 

由于各市区町村的办理手续不同,详情请向所在相关市区町村确认。 

 

＜在川崎市办理废车申报手续后再到搬迁所至市区町村登录的方法＞ 

１请在区役所办理废车手续。 

必备物品： 

a标识（车牌） 

b标识交付证明书 

c轻型机动车税的收据证明 

d印章 

e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书(驾驶执照等) 

 

２交付废车申告受理书【廃車申告受付書】后,请到搬迁所至市区町村办理登录手

续。 

必备物品： 

a废车申告受理书 

b印章 

市区町村不同可能标准有所不同，请务必向各市区町村确认。 

此外，125cc 以上的机动自行车的手续请向（運輸支局）・（検査登録事務所）， 

3轮・4轮轻型汽车的手续请向（軽自動車検査協会）咨询。 

相关网页 市税概略 轻型机动车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2-3-4-0-0-0-0-0.html 

市役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かわさき市税事務所】 市民税科  管理担当  电话：

044-200-3963 

小杉市税分室【こすぎ市税分室】 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溝口市税事务所【みぞのくち市税事務所】 市民税科  管理担当 电话：

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しんゆり市税事務所】 市民税科  管理担当 电话：

044-543-8957 

神奈川运输支局【神奈川運輸支局】 

川崎机动车检查登记事务所【川崎検査登録事務所】 電話：050-5540-2036 

轻型机动车检查协会【軽自動車検査協会】 神奈川事务所 電話：050-3816-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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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想了解市民税（个人、法人）、县民税的课税情况。 

15－（６）  

提问 想了解市民税（个人、法人）、县民税的课税情况。 

回答  市民税、县民税一般统称“住民税”，分为均摊额和所得摊额（法人的情况下为

法人税摊额）。 

所谓“均摊额”，与所得的多少无关，要负担均等的税额。 

所谓“所得摊额”，是对应居民所得负担的税额。这是视能力(担税力)负担的税

金额。 

相关网页 市税概要 个人市民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17126.html 

 市税概要 法人市民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2-3-1-3-0-0-0-0.html 

 市税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咨询处 【个人市民税】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川崎、幸区） 电话：044-200-3882  

小杉市税分所 市民税担当（中原区）电话：044-744-3231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高津、宫前区）电话：044-820-6560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多摩、麻生区）电话：044-543-8958  

【法人市民税】  

川崎市税事务所 法人课税课诸税第 2系 电话：044-200-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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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想了解关于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申告事宜。 

15－（７）  

提问 想了解关于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申告事宜。 

回答  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申告，必须在前一年所得的申告期间内办理。 

 

1对象：前一年中有收入所得的人。但是下记情况者除外。 

(1)已提交前一年的所得税确定申告书的人。 

(2)前一年的收入仅限薪金收入且所在工作单位已向本市提交了薪金支付报告书 

（已完成年末调整）的人 

(3)前一年的收入仅限公共年金，且年金的支付者已向本市提交了公共年金等支 

付报告书的人 

【注】即使符合（2）或（3）的情况，想获得医疗费扣除等扣除的人也需提交确定 

申告或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申告。 

 

2申告时间：2月 16日-3月 15日（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申告日期与周六、周日重合时，顺延至周一。 

 

3受理时间：8:30-17:00 

 

4申告窗口：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市税分所市民担当） 

临时申告会场设置在幸、宫前、多摩区役所内。 

期间：2 月 16日～3月 15日（周六、周日、节假日除外） 

      申告日期与周六、周日重合时，顺延至周一。 

时间：9:00-16:00 

 

5需携带之物 

(1)印章 

(2)申请者的身份证明（以下的 A或 B） 

   A 个人番号卡 

   B能确认个人番号的资料（个人番号通知卡等）及身份证明（驾照、护照等） 

     →有关个人番号确认资料及身份证明的详細内容，请参照以下有关网站。 

      「市税の手続きにおいてマイナンバー制度が導入されます。」［日语］ 

(3)可确认前一年的收入的资料 

有薪金、年金、报酬等的申告者，请提交源泉征收票或薪金明细等；有营业或不动

产收入者，请提交可确认收入与经费的账簿等。 

(4)能确认前一年所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国民年金保险费或雇用保险费等）、小型

企业共济款等、生命保险费（一般部分、个人年金部分、介护医疗保险部分）、地

震保险费等的证明书或收据 

(5)障害者手帐（本人或抚养亲属为障害者的情况） 

(6)获得医疗费扣除，需提交可确认前一年支付的医疗费的收据或保险费等补贴的

金额的资料（请添附计算出合计金额的明细书） 

 

・前一年内无收入者，仅携带印章即可。 

・要获得杂损扣除的人，请向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市税分所市民税担当咨询。 

 

备考  

相关网页 市民税、县民税（个人）申告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58803.html 

将开始实施利用个人番号办市税手续［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68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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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川崎・幸区） 

电话：044-200-3882 

小杉市税分室 市民税担当（中原区） 

电话：044-744-3231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高津・宮前区） 

电话：044-820-6560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多摩・麻生区） 

电话：044-543-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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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８）想了解关于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缴纳方法。 

15－（８）  

提问 想了解关于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缴纳方法。 

回答  个人住民税(市民税•县民税)的缴纳方法，有“普通征收”和“特别征收”两

种方法。 

 

１普通征收 

 

就是事业所得人等，工资所得者及一定的年金受给者之外的人缴纳的市民税、

县民税，根据市税务所（市税务分所）发来的纳税通知，1年分 4次缴纳税，

分别于 6 月、8月、10月、次年 1 月。请在指定的期限前缴纳税。 

 

２特别征收 

 

(1)与工资所得者有关的特别征收 

工资所得者的市民税、县民税是工资支付人（特别征收义务人）在支付每月工

资时，将工资所得人的个人住民税，根据市税务所里寄来的特别征收税额通知，

扣除规定税额部分，将其集中起来于次月 10日之前缴纳。 

另外，由于辞职等原因不再拿工资时，剩余税额按照“普通征收”的方法进行

缴纳。详情请参照有关网页「从工资里特别征收个人住民税的制度」【個人住

民税の給与からの特別徴収制度】［日语］ 

 

(2) 与领退休金者有关的特別征收 

领取一定退休金者的市民税、县民税是发退休金机构（特別征收义务人）在支

付每月退休金时，根据市税务所里寄来的特别征收税额通知，扣除规定税额部

分，将其集中起来于次月 10日之前缴纳。 

详情请参照有关网页「从退休金里特别征收个人住民税的制度」【個人住民税

の公的年金からの特別徴収制度】［日语］ 

 

备考  

相关网页 申告、缴纳纳入的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84769.html 

「从工资里特别征收个人住民税的制度」【個人住民税の給与からの特別徴収

制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53359.html 

「从退休金里特别征收个人住民税的制度」【個人住民税の公的年金からの特

別徴収制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16791.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川崎・幸区） 

电话：044-200-3882 

小杉市税分室 市民税担当（中原区） 

电话：044-744-3231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高津・宮前区） 

电话：044-820-6560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多摩・麻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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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９）想了解市税的证明书等的取得方法。 

15－（９）  

提问 想了解市税的证明书等的取得方法。 

 

回答  可携带本人确认资料等必要之物来窗口申请或通过邮寄申请。在此，仅就在窗口

申请办理的情况予以回答。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述相关网页“市税的证明书等的取

得方法”。此外，邮寄申请时，请参阅“通过邮寄取得市税证明书等的方法”。 

 

1证明书的种类： 

＜市民税、县民税（个人）＞ 

 ・纳税证明书、课税额证明书、非课税证明书、免除证明书 

＜固定资产税、都市计划税＞ 

 ・纳税证明书、课税额证明书 

 ・固定资产课税台账记载事项证明书（评价、公课证明书） 

 ・课税（补充课税）台账的查阅、课税台账中未记载事项的证明 

＜轻型机动车税、法人市民税、其他＞ 

 ・纳税证明书 

 

2具申请资格者： 

(1)纳税者本人、继承人、纳税管理人（法人提出申请时，申请书需代表人盖章） 

(2)持有纳税者本人的委任状（代理人选任报告书、同意书）的人 

(3)同住的亲属 

(4)法令等中有相关规定的人（租地租房等的租户也可申请相关土地、房屋的相关

课税台账的查阅或记载事项证明。请携带租赁契约书等可对作为申请依据的权利

进行确认的资料） 

 

3必要资料等： 

(1)申请书（窗口常备） 

(2)来窗口办理者的本人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护照等） 

(3)手续费（1份 300日元，但轻型机动车税的车检用纳税证明书免费） 

(4)纳税者本人（个人）、同住亲属以外的人申请时，要提交委任状、可证明与纳

税者本人关系的资料等 

＜申请书的下载＞ 

窗口备有申请书，此外代理人或法人申请时，需加盖纳税者本人的印章（代表者

印章）。事先需要申请书或委任状时，可从下述相关网页的“市税申请书下载（证

明书）”中下载。 

 

4关于本人确认资料： 

请提交 A资料中的 1种。没有 A资料时，请提交 B资料中的 2种或 B资料和 C资

料各 1种。2份 C资料不能申请。 

＜A 政府行政机关发行的资料（带正面照片的）＞ 

例)驾驶执照、护照、个人番号卡、住民基本台账卡（附正面照片的）、宅地建物

取引士证（日本的不动产资格证）、政府行政机构发行的职员证、及其他以此为

基准的资料 

＜B 政府行政机构发行的资料（无正面照片的）＞ 

例)健康保险证、国民年金手册、住民基本台张卡（无正面照片的）、川崎市税的

纳税通知书、母子手册、敬老手帐、及其他以此为基准的资料 

＜C 申请者名义的资料＞ 

例)公共费用收据、川崎市税以外的纳税通知书、职员证、现金卡、信用卡、及其

他以此为基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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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个人番号的通知卡，不能用于本人确认的资料。  

 

5申请窗口： 

(1)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管理系及市税分所管理担当 

(2)各区役所（分所）市税证明发行专柜（从申请时算起 5年前的一部分证明书等

除外） 

 

此外，仅限最新年度的市民税、县民税（个人）的课税证明书、非课税证明书及

免除证明书等，可在办事处、行政服务专柜、便利店交付或行政服务终端取得（因

抚养关系未申告者、从川崎市迁出的人（包括已提交计划迁出申报的人）等除外）。

利用便利店交付需要个人番号卡，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述相关网页“行政服务专柜

指南”、“便利店交付指南”。 

 

注：行政服务终端于 2017年 12月 28日废止。详细信息请参阅「行政服务终端废

止通知」 

 

6受理时间： 

＜市税事务所、市税分所、区役所、分所、办事处＞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节假日、休息日、12月 29日-1月 3日除外） 

＜行政服务专柜＞ 

周一-周五 上午 7:30-晚上 19:00 

周六、周日 上午 9:00-下午 17:00 

（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维护检查日等除外） 

 

7手续费： 

1份 300日元。但是轻型机动车税的继续检查（车检）用纳税证明书免费。 

备考  

相关网页 关于市税证明书的取得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17016.html 

关于通过邮寄取得市税申请书等的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59372.html 

市税申请书下载（证明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6-1-0-0-0-0-0-0.html 

市税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行政服务专柜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17151.html 

便利店交付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73973.html 

行政服务终端停业通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8292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200-3962 

小杉市税分所 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543-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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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0）想了解市税的证明书等的邮寄申请方法。 

15－（10）  

提问 想了解市税的证明书等的邮寄申请方法。 

回答  通过邮寄申请市税的证明书等的交付时，请将下述提交资料寄至下述相关网页“市

税窗口一览”中的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管理系、市税分所管理担当处。 

 

(1)申请书： 

可从下述相关网页“市税申请书下载（证明书）”中下载。 

请记述以下内容。（用信笺等记述也可申请） 

＜记述事项＞ 

A 住所、姓名、白天可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迁到市外的情况下，请一并记述川崎市的旧住所。 

法人申请时，请记述代表人姓名并加盖代表人印章。 

B 使用目的（例:婴儿医疗证的申请、金融机构等） 

C 所需证明书等的种类、年度、份数 

＜注意事项＞ 

   ・市民税、县民税的证明书是证明前一年 1-12月份的所得内容之物（“2017

年度”为“2016年内”的内容）。请注意记述时不要弄错“年度”。 

   ・希望在被抚养者的非课税证明书中记载所得金额时，需要申告。 

  ・固定资产税的证明书等，请记述物业的种类（土地、房屋、应计折旧资产）

和所在地的番号、房屋编号等。 

  ・轻型机动车税的证明书，请记述车辆编号（车牌号）。 

 

(2)相当于手续费的定额邮政小额汇兑。 

手续费为 1份 300日元。 

但是，轻型机动车税的继续车检用纳税证明书免费。 

＜注意事项＞ 

 ・定额邮政小额汇兑可在邮局购买。 

  （需另外向邮局支付手续费） 

 ・请准备正好的钱，避免找零。 

 ・定额邮政小额汇兑的指定收件人栏等勿需任何记载。 

 

(3)回信用信封： 

   请贴附邮票并写好送交地址。 

 

(4)证明书等的送交地址确认资料： 

证明书的送交地址，原则上为纳税者本人的下一个不需转送的住所地址。 

  ・川崎市税的纳税通知书送交地址 

  ・可通过申告书等确认的法人总店所在地或分店所在地 

 

A送交地址为上述地址时不需要。 

 

B 希望送交至上述以外的地址时， 

  请随信附上可确认送交地址的政府行政机关发行的资料的副本。 

  例)驾驶执照、健康保险证、住民票、法人登记事项证明书等 

 

(5)纳税者本人（个人）、同住亲属以外者提交申请时所需资料： 

  委任状（代理人选任报告书、同意书）、可确认与纳税者本人关系的资料等 

 

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述相关网页“通过邮寄取得市税的证明书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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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  

相关网页 市税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5-0-0-0-0-0-0-0.html 

市税申请书下载（证明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5-6-1-0-0-0-0-0-0.html 

关于通过邮寄取得市税申请书等的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59372.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200-3962 

小杉市税分所 管理担当 电话：044-744-3222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820-6559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管理系 电话：044-543-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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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1）想了解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在哪里可以领取。 

15－（11）  

提问 想了解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在哪里可以领取。 

回答  所得税的确定申报表，除了在税务机关分发，还可以在国税厅网站下载文件。  

还有，在国税厅官方网站，也可以制作「纳税申请表等作成栏目」，随着画面

输入金额等，就可以制作纳税申请表等。如果打印出来，您就可以直接提交给

税务机关。请参照下面的"相关网页"栏的"国税厅官方网站"。   

另外，确定纳税申报表，如下面所述一样，也在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市税分

所市民税担当）等也有分发。在分发期间发完即止，所以请事先，向各发放窗

口咨询库存状况。 

1 分发期间 每年 2月上旬～3月中旬（发完即止） 

2 分发窗口 

(1) 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市税分所市民税担当） 

周一～周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2) 行政服务台 

周一～周五 上午 7点 30分～下午 7点 

周六、周日上午 9点～下午 5点 

3节假日 

(1) 各市税事务所市民税课（市税分所市民税担当） 

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2）行政服务台 

国定假日以及换休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为了维修检查等可能需要临时停业 

相关网页 国税厅官方网站［日语］ 

 http://www.nta.go.jp/index.htm 

 想确认一下已经支付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额。［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3157 

 想知道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缴纳状况。［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3208 

 想知道看护保険费及看护服务利用费（自己负担费用），是否适用于社会保险

费扣除。［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3074 

 想了解从市民税・县民税扣除的房屋抵押贷款。［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27115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南税务局（川崎区，幸区）电话：044 - 222 - 7531 

川崎北税务局（中原区，高津区，宫前区）电话：044 - 852 -3221 

川崎西税务局（多摩区，麻生区）电话：044 - 965 – 4911 

川崎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系（川崎·幸区）电话：044 - 200 - 3882 

小杉市税分所  市民税担当（中原区）电话：044 - 744 - 3231 

沟口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工作者（高津·宫前区）电话：044 - 6560 820 

新百合市税事务所  市民税课市民税工作者（多摩、麻生区）电话：044 - 543 

– 8958 

※行政服务台只通知在库状况，其他无法回答。 

川崎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244 - 1371 

小杉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722- 8685 

沟口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814 - 7500 

鹭沼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852 - 8471 

登户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933 - 3000 

菅行政服务台电话：044 - 945 -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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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12）想知道登记事项证明书（登记簿誊抄本）的申领方法。 

15－（12）  

疑问 想知道登记事项证明书（登记簿誊抄本）的申领方法。 

回答 登记事项证明书（登记簿誊本、抄本）的证明事项包括不动产登记（土地、建

筑物）及商业、法人登记（公司、法人）等相关内容，并都由法务局（包括支

局及外派机构）交付。 

登记簿誊本、抄本以前以登记簿副本的形式交付，随着登记簿内容的信息化管

理，现在改称为登记事项证明书。 

在申请不动产登记的登记事项证明书时，需要提供申请对象不动产正确的土地

编号（有时与地址不同。）及房产编号，请确认权利书及登记识别信息通知后

向法务局窗口提交申请。 

此外，在申请商业、法人登记的登记事项证明书时，需要提供公司（法人）的

商号（名称）及总部（主要事务所）。 

不动产登记及商业、法人登记的登记事项证明书，不仅可以向申请对象不动产

及公司（法人）辖区法务局申请，也可以向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法务局申请。

（注） 

详情请向附近的法务局窗口咨询。 

 

（注意） 部分不动产及公司（法人）的登记事项证明书受系统限制，可能除

该不动产及公司（法人）辖区法务局外不能交付。此类情况需要重新向辖区法

务局提交申请。 

  

〈 川崎市内的法务局 〉 

1 横滨地方法务局 川崎支局 （不动产登记管辖区域－川崎区、幸区、中

原区） 

邮政编码 210-0012 川崎市川崎区宫前町 12-11 川崎法务综合办公楼 

（商业、法人登记仅受理印章证明书、登记事项证明书及法人代表事项证明书

的交付事务。） 

 

2 横滨地方法务局 麻生派出所 （不动产登记管辖区域－高津区、宫前区、

多磨区、麻生区） 

邮政编码 215-0021 川崎市麻生区上麻生 1-3-14 川崎西联合办公楼 

（商业及法人登记仅受理印章证明书、登记事项证明书及法人代表事项证明书

的交付事务。） 

相关资料 横滨地方法务局主页[日语] 

http://houmukyoku.moj.go.jp/yokohama/index.html 

咨询处 横滨地方法务局 川崎支局 电话：044-244-4166 

横滨地方法务局 麻生派出所 电话：044-955-2222 

横滨地方法务局总局 电话：045-641-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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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想知道收入支付报告书的提交处。 

15－（13）  

提问 想知道收入支付报告书的提交处 

 

回答  收入领取人的住址在川崎市内的情况，无论领取人的住所在哪个区，都请

汇总后提交到以下责任课。 

1 提交处 

 邮政编码 210-8511  

 川崎市川崎区砂子 1-8-9  川崎御幸大厦 4层 

 川崎市税事务所法人课税课 

 电话：044-200-2209 

 

直接提交申请时，请提交到川崎御幸大厦 4层（川崎市官厅第 2办公楼相

邻）。 

 

※向税务署提交的收入所得源泉征收票超过 1,000张时，按照规定从 2014

年 1月 1日起向各市区町村提交的收入支付报告书（总表、个人细目表）

需要利用 eLTAX或光盘等以电子数据的形式提交。详情请与川崎市税事务

所法人课税课联系或浏览 eLTAX的主页。 

 

※川崎市从 2017年 5月起，特别征收税额的通知采用电子化形式。被特别

征收的纳税者如有要求，我们会提供电子签名的特别征收税额的通知。详

情请参阅关联网站「关于从工资里特别征收市民税，县民税的特别征收税

额通知的电子化」 

 

2 受理时间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除周六、周日、节假日外。） 

备考  

相关网页 eLTAX的主页[日语] 

http://www.eltax.jp/ 

关于从工资里特别征收市民税，县民税的特别征收税额通知的电子化[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30/page/0000081226.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 財政局川崎市税事務所法人課税課 

邮政编码 210-8511  

川崎市川崎区砂子 1―8―9  川崎御幸大厦 4层 

电話：044-200-2209 

传真：044-200-3908 

电子邮箱：23kawhou@city.kawasaki.jp 

http://www.eltax.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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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咨询窗口 

（１）想了解法律咨询的日期和时间、地点、受理方法等。 

16－（１）  

提问 想了解法律咨询的日期和时间、地点、受理方法等。 

回答  关于不动产、金钱纠纷、继承、亲属问题等，我们以协助解决问题为宗旨提供

与律师的面谈，法律方面的建议等帮助。 

但是，我们不参与文件的准备、审查、与对方谈判等事宜。此外，已经聘请了

律师的案件、正在诉讼中的案件、重复案件、来自法人的咨询等也都是非协助

对象。 

此外，咨询上有时间限制。建议您明确提问内容后再行咨询。 

咨询免费。 

  

市的法律咨询（按到达先后顺序） 

1 咨询场所和咨询日期 

(1) 川崎区役所 3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五 

(2) 幸区役所 3楼（2015年 5月 7日后 4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二 

(3) 中原区役所 4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二 

(4) 高津区役所 2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四 

(5) 宫前区役所 1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三 

(6) 多摩区役所 10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四 

(7) 麻生区役所 3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三 

咨询日与节假日重合时按休息日休息，不进行咨询。 

2 咨询时间：上午 9:30-上午 11:30（每人 20分钟内） 

3 受理：按到达先后顺序（从上午 9点开始受理。咨询者较多时可能有无法受

理的情况，请 

尽早出发。） 

4 受理对象：在市内居住、工作、上学者。 

  

市的法律咨询（预约制） 

1咨询场所和咨询日期 

高津区役所 2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四 

多摩区役所 10楼 地域振兴课咨询信息担当 周二 

2咨询时间：下午 1:00-下午 3:00（高津区） 

上午 9:30-上午 11:30（多摩区） 

咨询时间为每人 20分钟内。 

3受理：预约专用电话 044-200-3939 至 THANK YOU CALL KAWASAKI（感谢呼叫

川崎） 

受理时请告诉我们姓名、联系方式和简单的咨询内容。此外，取消预约时请务

必与 THANK YOU CALL KAWASAKI（感谢呼叫川崎）联系。 

4受理对象：在市内居住、工作、上学者。 

  

县的法律咨询（预约制） 

1咨询地点：川崎县民中心（SOLID SQUARE东馆 2楼，川崎站西口步行 5分钟） 

2咨询时间：第 1、3个周二 下午 1:00-4:00 每周三 下午 5:00-7:30（每人 30

分钟内） 

咨询日与节假日重合时按休息日休息，不进行咨询。 

关于年末年初的休息日，请咨询确认。 

3预约受理电话：044-549-7000 

受理时间：9:0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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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 市的咨询有时年末年初的咨询日程不同，详细情况请咨询确认。 

川崎县民中心的预约在咨询希望日的 2周前的上午 9点起开始受理。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市民、儿童局 市民活动推进课 电话：044-200-2349 

川崎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201-3135 

幸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556-6608 

中原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744-3153 

高津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861-3141 

宫前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856-3132 

多摩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935-3143 

麻生区役所 地域振兴课 咨询信息担当 电话：044-965-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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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向人权督察专员咨询的相关事宜。 

16－（２）  

提问 想了解向人权督察专员咨询的相关事宜。 

回答  关于与儿童权利侵犯和男女平等相关的人权侵犯等问题，可进行咨询及救济申

述。 

 

1受理的咨询、救济申诉 

(1)发生儿童权利侵犯时 

(2)发生与男女平等相关的人权侵犯时 

2不受理的咨询、救济申述 

(1)与经判决、裁决确定的权利关系相关的事宜 

(2)已向议会请愿或陈情的情况 

(3)已向川崎市民公民权利代言人提出申诉的情况 

(4)与人权督察专员或公民权利代言人的行为相关的事情 

3方法 

（1）通过电话、书面、窗口、表单邮件受理。 

受理时间：周一、周三、周五 13:00-19:00 

周六 9:00-15:00 

休息日：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 

（2）电话号码 

儿童安心热线（儿童专用） 0120－813－887 

儿童权利侵犯（成人用） 044－813－3110 

与男女平等相关的人权侵犯 044－813－3111 

（3）可通过表单邮件进行咨询预约。（表单邮件可通过相关网页的人权督察专

员咨询受理通知加以利用。） 

 

保护个人隐私。 

相关网页 川崎市人权督察专员主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i/category/59-2-0-0-0-0-0-0-0-0.html 

 人权督察专员咨询受理通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i/category/59-2-3-0-0-0-0-0-0-0.html 

咨询处 市民公民权利代言人事务局 人权督察专员担当人权督察专员担当 

213-0001 川崎市高津区沟口 2丁目 20番 1号 川崎市男女共同参与中心 4楼 

电话：044-813-3112 传真：044-813-3101 邮件地址：75sioz1@city.kawasaki.jp 

 

mailto:75sioz1@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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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咨询薪金、解雇等劳动问题。 

16－（３）  

提问 想咨询薪金、解雇等劳动问题。 

回答  对抱有工作者的劳动条件、在公司的烦恼等劳动问题的劳动者，本市站在保护的

立场实施面谈或电话劳动咨询。 

 

1咨询窗口 

(1)经济劳动局劳动雇佣部 

A 咨询日：周一-周五（节假日及 12月 29日-1月 3日除外） 

B 受理时间： 

面谈咨询 10:30-17:00 

电话咨询 8:30-17:00 

C 联系电话：044-200-2272 

* 2014年 8月 16日（周六）迁至川崎 Frontier大厦 6F（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

町 11-2） 

*面谈劳动咨询虽然不需预约，但是有咨询员不在的情况，建议来厅前事先打电

话确认。 

 

(2)中原区役所 

A 咨询日：周一-周五（节假日及 12月 29日-1月 3日除外） 

B 受理时间： 

面谈咨询 8:30-15:00 

电话咨询 8:30-17:00 

C 联系电话：044-744-3156 

2对象：在市内居住、工作、上学且为劳动问题感到困扰的人 

 

相关网页 川崎生活指南、公共设施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 

 雇佣、劳动咨询相关机构介绍[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jigyou/category/78-6-0-0-0-0-0-0-0-0.html 

劳动问题处理技巧集（神奈川县网页）[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cnt/f11450/ 

咨询处 经济劳动局 劳动雇佣部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町 11-2 川崎 Frontier 大厦 6 楼 电话：

044-200-2276 传真：044-200-3598 邮件地址：28roudou@city.kawasaki.jp 

 

 

mailto:28roudo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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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县营住宅的情况。 

16－（５）  

提问 想了解县营住宅的情况。 

回答  关于县营住宅的入住问题，请向(社)神奈川县土地建物保全协会咨询。 

咨询处 神奈川县土地建物保全协会  入居班   电话：045-201-3673 

神奈川县土地建物保全协会  共营住宅科 电话：045-20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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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发生地震时自己购买的公寓是否安全等问题应该到哪里咨询？ 

16－（６）  

提问 发生地震时自己购买的公寓是否安全等问题应该到哪里咨询？ 

回答  根据调查程度的不同，其调查方法和费用也大不相同。 

 

·免费咨询窗口 

 可在「财团法人川崎市城市创建公社住房提供沙龙【財団法人川崎市まちづ

くり公社ハウジングサロン】」或「NPO住宅咨询处【ＮＰＯ住宅相談コー

ナー】」免费咨询。根据顾客需要还提供现场咨询。能够回答有关住宅的各

种疑问，并且提供有关耐震诊断方法和改建方法等建议。此咨询为预约制，

因此请先打电话预约。  

 

·详细的调查方法 

 川崎市方不进行构造计算的重新计算等设计图的再检查或耐震诊断等。因此

您需要委托一级建筑师等专家进行调查。 

 

其他 

 对于昭和 56年（1981年）5月以前开始动工的公寓，川崎市方提供有「公寓

耐震诊断费用补助制度【マンション耐震診断費用補助事業制度】」等援助。

详细内容请参阅市机关主页。 

  此外，国土交通省也制作了确认耐震性的一览表，亦请参阅。 

相关网页 财团法人川崎市城市创建公社住房提供沙龙  住宅·公寓管理咨询窗口 

【財団法人川崎市まちづくり公社ハウジングサロン  住宅・マンション管理

相談窓口】[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0/50zyusei/home/saron/soudantop.htm 

 国土交通省主页 ［日语･英语］ 

 http://www.mlit.go.jp/kisha/kisha05/07/071202_2_.html 

 NPO 住宅咨询处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0/50zyusei/home/nposodan/toppage.htm 

 川崎市城市创建局住宅页面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0/50zyusei/home/jigyoutop/jyukankyo.htm 

咨询处  (财)川崎市城市创建公社住房提供沙龙 

【（財）川崎市まちづくり公社ハウジングサロン】 

 预约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9点～下午 4点 

 咨询时间：周二  下午 1点～下午 4点 

 现场咨询：根据需要 1次 3小时以内 

 电话：044－211－7851  

 FAX ：044－211－2509  

 地址：川崎市川崎区砂子 1-2-4  川崎砂子大厦【川崎砂子ビル】1楼 

 

NPO 住宅咨询处【ＮＰＯ住宅相談コーナー】咨询 NPO ：川崎居住环境网【相

談に応じるＮＰＯ:かわさき住環境ネットワーク】 

 预约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下午 1点～下午 4点 

 咨询时间：周一、周三、周五  下午 1点～下午 4点 

 现场咨询：根据需要 1次 3小时以内 

 电话・FAX：044-844-7306  

 地址：川崎市高津区沟口 1-5-5 NOCTY PLAZA1地下一楼 

【ノクティプラザ 1地下１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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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疾病・医院、健康生活、食品卫生、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所) 

（２）想了解由市里实施的癌检查。 

17 －

（２） 
 

提问 想了解由市里实施的癌检查。 

回答  市里实施的癌检查项目如下。 

符合标准的人群，请在「申请川崎市的○○癌诊断」和市内登录医疗机关申请、接

受诊断。此外，关于大肠癌诊断・乳腺癌诊断・子宫癌诊断、对该当年龄的人群发

放免费诊断券。 

１ 内容: 

 (1) 胃癌 

 (2) 肺癌 

 (3) 大肠癌 

 (4) 乳腺癌 

 (5) 子宫癌 

２ 地点:市内登录医疗机关。 

３ 对象:根据各检查项目而不同 

职场・事业所等地可以接受同样诊断的人群、不符合本诊察对象。 

 

关于各种诊断的自身负担金额和登录医疗机关、免费诊断券，请在相关网页上确认。 

相关网

页 

癌症诊断・骨质疏松症・牙周疾病诊断（免费癌症诊断券）[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2-10-18-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健康福祉局保健医疗部健康增进科 电话：044-200-2431 

川崎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201-3217 

幸 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556-6648 

中原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744-3261 

高津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61-3313 

宫前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56-3254 

多摩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35-3301 

麻生区役所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6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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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我是外国人，我的孩子可以免费接受预防接种(定期预防接种)吗? 

17－（４）  

提问 我是外国人，我的孩子可以免费接受预防接种(定期预防接种)吗? 

回答  确认住民登录或者入国管理局的通知，明确是居住在川崎市内的人士时，可以

免费接受定期预防接种。 

咨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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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婴幼儿的健康诊查事宜。 

17－（５）  

提问 想了解婴幼儿的健康诊查事宜。 

回答  各种健康检查的实施时间、地点、通知方法如下： 

为了对疾病或异常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请加以充分利

用。此外，针对在各种健康检查中需要进行精密检诊者设有婴幼儿精密检诊制

度，请向各区役所的保健福祉中心咨询。 

 

1健康诊查： 

(1) 3月龄婴儿的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日吉健康站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2) 7月龄婴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市内合作医疗机构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3) 10月龄婴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市内合作医疗机构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4)18月龄幼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日吉健康站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5) 3岁幼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日吉健康站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6) 4岁幼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市内合作医疗机构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7) 5岁幼儿健康诊查 

A 健诊地点：市内合作医疗机构 

B 通知方法：个人通知 

除上述项目外，还有先天性代谢异常等检查、视听觉健诊等各种检查，有关详

细信息请电话咨询。 

2方法：关于健康诊查的内容等，请电话咨询。 

3咨询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8:30-12:00 13:00-17:00（关于各区役所保健福

祉中心、日吉健康站等的健康诊查日期和时间，将进行个别通知。） 

4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5各自治体的婴幼儿健诊实施时间会有所不同。此外，川崎市未设有 1月龄新

生儿的健诊补助制度。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201-3214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322-1999 

幸区役所健康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556-6693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744-3279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61-3315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856-3240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35-310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咨询支援担当 电话：965-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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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想了解如何接受 HIV 抗体检查（艾滋病检查）。 

17－（６）  

提问 想了解如何接受 HIV抗体检查（艾滋病检查）。 

回答  HIV抗体检查可免费、匿名实施。此外各检查地点均受理与艾滋病相关的咨询。 

 

1 地点 

(1)周一-周五：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按预约制实施。 

(2)周日：在川崎市检查、咨询室（※）实施，不需预约。 

※川崎市检查、咨询室 

所在地：川崎市川崎区砂子 1-7-5 TAKASHIGE大厦 4楼 

交通：从京滨急行京急川崎站、JR川崎站步行可达 

 

2 费用：免费实施检查。 

 

3 检查结果：1周后将检查报告书直接交给本人。 

此外，仅川崎、中原、多摩、麻生的保健福祉中心实施可当天返还结果的即日

检查（限结果为阴性的情况）。 

※在川崎市检查咨询室接受检查后，超过检查结果返还日 2个月没有来领取结

果的情况下，需要重新预约检查结果返还日。 

【川崎市检查咨询室】检查结果返还再预约联系方式 川崎市健康福祉局保健

所感染症对策课 044-200-2439 

备考 从可能感染的时候算起经过 90天以后再接受检查为宜。 

但是，对感染非常担心时 90 天以内也可以接受检查，请咨询确认。这种情况

下，即使检查结果为阴性（未感染），也需从可能感染的时候算起经过 90天后

再次接受检查、确认。 

相关网页 川崎市 艾滋病的网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7295.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201-3204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556-6682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744-3280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856-3265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935-3310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感染症对策系 

电话：044-965-5163 

健康福祉局 保健所 感染症对策课 

电话：044-200-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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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从海外回国后有腹泻、腹痛、发热等症状，担心是传染病。想了解向哪里咨询为好。 

17－（７）  

提问 从海外回国后有腹泻、腹痛、发热等症状，担心是传染病。想了解向哪里咨询

为好。 

回答  
会被怀疑为痢疾、阿米巴痢疾、霍乱、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有腹泻、腹痛、

发热等症状时，最好的办法是到医疗机构接受检查和治疗。 

另外受诊时请务必告诉医生从何时到何时去了哪些国家等，为正确诊断提供必

要的信息。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 健康危机管理担当 电话：044-200-2441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201-3223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556-6681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744-327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935-3306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电话：044-96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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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想了解可对应休息日或晚间急诊的医院。 

17 －

（８） 

 

提问 想了解可对应休息日或晚间急诊的医院。 

 

回答  当有急病或受伤时，急救医疗信息中心用电话给您提供医院、诊所的信息。（牙科・医疗

咨询除外） 

24 小时 365 日对应 

电话：044-739-1919（接线员对应） 

电话：044-739-3399（电脑语音对应） 

 

备考  

相关网

页 

川崎生活指南·急救医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5-1-0-0-0-0-0-0-0-0.html 

川崎的医生［日语］ 

http://www.iryo-kensaku.jp/kawasaki/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急救医疗信息中心 电话：044-73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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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想知道家附近的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门诊时间的相关事宜。 

17－（９）  

提问 想知道家附近的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门诊时间的相关事宜。 

回答  关于市内医疗机构的诊疗科目、门诊时间请参照主页（相关 URL）。 

另外、在医疗机构就诊时，请务必事先打电话确认诊疗科目、门诊时间等内容

后，再前往就诊。 

相关网页 医疗机构信息（川崎的医生） [日语] 

 http://www.iryo-kensaku.jp/kawasaki/ 

 医院、诊疗所名册[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40856.html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 保健医疗政策室  电话：044-200-2426（医疗机构信息：川崎的

医生） 

健康福祉局  健康安全部医事、药事课  电话：044-200-2494（医院诊疗所名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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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想了解子宫癌检查的手续。 

17 －

（11） 
 

提问 想了解子宫癌检查的手续。 

回答  市内实施的子宫癌检查如下所示。 

 

1 内容 ：问诊、视诊、颈部的细胞诊断、内诊 

※阴道镜检查 

※宫体部的细胞诊断 

（※只有在医生认为有必要时)   

 

2 场所 ：市内登录医疗机关 

 

3 对象者：川崎市满 20周岁以上偶数年龄的女性市民(包括年度中对象年龄者）2`

年一次能受诊。 

 

4 费用 ：(1)宫颈部：1,000日元 

(2)宫颈部及宫体部：1,800日元 

在为相应年龄的人发送可以享用检查服务的免费优待券。 

关于免费优待券的详情以及有登记的医疗机关请参照相关的网页。 

相关网

页 
癌症检查・骨质疏松症・牙周疾病检查（癌症免费检查优待券）[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2-10-18-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健康福祉局 保健医疗部 健康增进科 电话：044-200-2437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201-3217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556-6648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744-326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61-3313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56-3254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35-3301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6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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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解乳癌检查的手续。 

17 －

（12） 
 

提问 想了解乳癌检查的手续。 

回答  市内实施的乳癌检查如下所示。 

 

1 内容 ：问诊、视诊、触诊、乳房 X线检查 

2 场所：市内登录医疗机关 

3 对象：川崎市民且满 40 岁以上（含在年度中是对象年龄者）可以两年一次接受

诊查。 

4费用 1300日元 

(1) 问诊・视诊・触诊：300日元 

(2) 乳腺 X线检查：1000日元 

※必须接受(1)、(2)项检查 

向适龄者提供免费的检查优惠劵。 

有关免费优惠劵的详情和登录医疗机关，请确认相关主页。 

相关网

页 

癌症检查、骨质疏松检查、牙周病患检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2-10-18-0-0-0-0-0-0-0.html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保健医疗部健康增进科 电话：044-200-2431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201-3217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556-6648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744-326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61-3313 

宮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856-3254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35-3301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地域保健福祉科 电话：044-96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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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想了解有关川崎的市立医院(川崎医院、井田医院、多摩医院)的情况。 

17－（14） 

提

问 
想了解有关川崎的市立医院(川崎医院、井田医院、多摩医院)的情况。 

回

答  

川崎医院•井田医院・多摩医院的简介如下： 

 

1 川崎市立川崎医院 

（1）诊疗科目：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消化外科、循环内科、风湿科、精神科、 

神经内科、小儿科、外科、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形成外科、呼吸外科、心脏血管外 

科、皮肤科、泌尿科、产科、妇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康复训练科、放射线诊断科、 

放射线治疗科、麻醉科、牙科、牙科口腔外科、急救科 

（2) 门诊挂号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11:00 

（3）休诊日：周日、周六、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4）地址：川崎区新川通 12番 1号 

（5）交通路线： 

JR川崎站步行约 15分钟，直通 One coin巴士“川崎医院”站下车步行 0分钟，市营巴 

士“教育 

文化会馆前”站下车步行 5分钟，临港巴士到“五月桥”站下车步行 3分钟 

 

2  川崎市立井田医院 

（1）诊疗科目：内科、呼吸内科、循环内科、消化内科、血液内科、肿瘤内科、糖尿病 

内科、肾脏内科，神经内科，人工透析内科、肝脏内科、缓和调理内科、外科、呼吸外 

科、心脏血管外科、消化外科、乳腺外科、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形成外科、精神科、 

过敏科、风湿科、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康复训练科、放射科、救 

急科、麻醉科、牙科、牙科口腔外科 

（2）门诊挂号时间【周一-周五】（初诊患者）上午 8:30-上午 11:00  （复诊患者）（上 

午就诊）上午 8:00-上午 11:00、（下午就诊）上午 11:30-下午 3:00  ※下午就诊从下午 

1:30开始。但是根据情况可能会迟延。 

（3）休诊日：周日、周六、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4）地址：中原区井田 2-27-1 

（5）交通路线：东横线日吉站西口徒步约 15分钟、市营巴士“井田医院”、“井田医院正 

门前”、东急巴士“井田医院正门前”站下车 

 

3  川崎市立多摩医院 

（1）诊疗科目：内科、呼吸内科、循环内科、消化内科、血液内科、糖尿病内科、肾脏 

内科、神经内科、外科、呼吸外科、心脏血管外科、消化外科、乳腺外科、小儿外科、 

整形外科、脑神经外科、形成外科、精神科、过敏科、风湿科、小儿科、皮肤科、泌尿 

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康复训练科、放射科、麻醉科、牙科口腔外科 

（2）门诊挂号时间【周一-周五】（初诊）上午 8:30-11:00  （复诊）上午 8:30-11:30、 

【第 2、第 3、第 5个周六】（初诊）上午 8:30-10:30  （复诊）上午 8:30-11:00 

（3）休诊日：周日、周六（第 1、第 3）、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4）地址：多摩区宿河原 1-30-37 

（5）交通路线：小田急线、JR南武线登户站徒步约 3分钟、市营巴士“多摩医院前”下 

车后前方、市营巴士“登户站”下车徒步约 5分钟 

※如果您使用小田急线登户站或市营巴士“登户站”时，请走 JR登户站南北自由通路。 

相

关

网

页 

川崎医院[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2/cmsfiles/contents/0000037/37856/kawasaki/index. 

html 

 井田医院[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2/cmsfiles/contents/0000037/37856/kawasaki/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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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kawasaki.jp/33/cmsfiles/contents/0000037/37855/ida/index.html 

 多摩医院[日语] 

http://www.marianna-u.ac.jp/tama/index.html 

咨

询

处 

川崎市立川崎医院 电话：044-233-5521 

川崎市立井田医院 电话：044-766-2188 

川崎市立多摩医院 电话：044-933-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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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了解伤病者装着假牙时的人工呼吸的方法。 

17－（15）  

提问 想了解伤病者装着假牙时的人工呼吸的方法。 

回答  如果伤病者的假牙快要掉下来的话就先将之取出。如果假牙安装情况稳定时,

就保持 

原状,在确保了气道通畅的情况下立刻进行人工呼吸。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消防局    电话： 044-223-2627 

临港消防署  电话： 044-299-0119 

川崎消防署  电话： 044-223-0119 

幸 消防署  电话： 044-511-0119 

中原消防署  电话： 044-411-0119 

高津消防署  电话： 044-811-0119 

宫前消防署  电话： 044-852-0119 

多摩消防署  电话： 044-933-0119 

麻生消防署  电话： 044-95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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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发现了受伤、生病的野生动物、野鸟，该怎么办呢？ 

17－（17）  

提问 发现了受伤、生病的野生动物、野鸟，该怎么办呢？ 

回答  请带到梦见崎动物公园来，在对其进行治疗、康复训练使其恢复健康后，放回

野生环境（但是，不对乌鸦、家鸽、宠物等动物施加保护）。 

如有不明之处，请电话咨询。 

（注）到 2014年 11月 26日为止，由于千叶县发生禽流感，暂时停止收容伤病

野生鸟类，请予以合作和理解。 

  

1受理 

（1）窗口 梦见崎动物公园 管理事务所 

（2）电话 044-588-4030  

2 受理日期和时间：全年无休，8:30-17:00   

3 注意事项：来园前请务必电话联系。  

4 补充 

县内下列地方也在实施野生动物保护。  

神奈川县自然环境保全中心 野生生物课 

 

电话 046-248-6682  

横滨市立野毛山动物园 

 

电话 045-231-1392  

横滨市立金泽动物园 

 

电话 045-783-9101  

横滨市立横滨动物园 Zoorasia  

电话 045-959-1000 

  

相关网页 横滨动物园、野毛山动物园、金泽动物园、横滨市立动物园官方网站[日语]  

http://www2.hama-zoo.org/ 

神奈川县自然环境保全中心[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div/1644/ 

咨询处 

 

联系方式：  

建设绿政局 梦见崎动物公园 电话：044-588-4030  

邮件地址：53yumemi@city.kawasaki.jp  

※虽然动物公园全年无休，但是相关联系电话仅限平日使用。  

非受理时间将通过语音导航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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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想知道饲养狗时的注意点等。 

17－（18）  

提问 想知道饲养狗时的注意点等。 

回答  饲养出生后超过 90 天的狗时,必须进行此狗一生一次的登录并接受每年一次的

狂犬病预防针的注射。 

在日本,自 1956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狗的狂犬病。但是,在世界各国狂犬病依然来

势凶猛,每年有将近 5万人死亡。 

如果发病的话,那将是 100%致死的病症,是必须注意的传染病。 

贯彻执行注射预防针,以保护自身的爱犬不受到这种可怕传染病的侵害。 

１ 狂犬病预防针的注射 

  (１)在经常就诊或就近的动物医院接受注射后,领取狂犬病预防针已注射

单【狂犬病予防注射済票】。除了能在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区役所保健福祉

センター】卫生科领取狂犬病预防针已注射单【狂犬病予防注射済票】之外,在

相关的「狂犬病预防针已注射单交付动物医院【狂犬病予防注射済票交付動物

病院】」接受注射后,当场就能领取。 

  (２)请务必将养狗许可证【鑑札】和已注射单【注射済票】挂在狗的项圈

上。当住址有变更或狗已死亡时,请务必申报。 

  (３)已注射单【注射済票】的交付手续费：1 条狗 550 日元（2010 年 4 月

当时） 

２ 不孕・去势手术 

  为了不要让随便繁殖导致适当的饲养产生困难,请接受不孕・去势手术。 

３ 有关动物的咨询・投诉 

(１) 咨询窗口 ：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卫生科 

  (２) 咨询内容 ：动物的饲养方法等 

  (３) 咨询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 点 30 分～中午 12 点、下午 1

点～下午 5点 

  (４)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４ 动物健康电话咨询（Animal friend call【アニマルフレンドコール】） 

  (１) 咨询内容 ：动物的饲养方法、疾病、调教方法等 

  (２) 咨询窗口 ：公益社团法人川崎市兽医师会 

  (３) 咨询方法：只限电话 

  (４) 咨询时间： 

【白天】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10点～中午 12点、下午 1点～下午 4

点(法定假日及 12月 29日～1月 3日除外) 

044-744-1482 

【夜间】每天 下午 9点～上午 2点 

044-819-8571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201-3223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556-6682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744-3280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935-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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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

044-965-5163 

动物爱护中心【動物愛護センター】   电话：044-766-2237 

Animal friend call【アニマルフレンドコール】  

【白天】电话：044-744-1482（专用电话） 

【夜间】电话：044-819-8571（专用电话） 

健康福祉局 生活卫生科        电话：044-200-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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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想了解食物中毒的预防对策。 

17－（20）  

提问 想了解食物中毒的预防对策。 

回答  关于细菌性食物中毒，遵守以下“食物中毒预防 3原则”的话基本可以预防。 

 

1清洁（不让细菌附着） 

(1)首先材料需是清洁干净的，选择新鲜且温度管理适当的食材，保管时使用专

用容器分别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2)砧板、刀具等炊具也必须保持清洁，需勤于清洗和消毒。 

(3)手指上会附着很多细菌，烹饪时务必洗手。 

 

2迅速（不让细菌繁殖、增加） 

(1)即使注意不要让细菌附着在食品上，也很难做到无菌操作。在细菌繁殖、增

加之前、尽早烹调、不要在常温下长时间放置并尽早食用是非常重要的。 

 

3加热和冷却（杀菌或抑制细菌繁殖增加） 

(1)细菌的耐热性差，75度下加热 1 分钟以上大部分细菌可被消灭，因此要充分

加热到食品的中心部位。 

(2)细菌随温度的降低会变得不易繁殖，因此尽可能将食品冷却至 10度以下保

管是非常重要的。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201-3221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556-6683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744-3273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861-3323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856-3272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935-3308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课 食品卫生系 电话：044-965-5164 

 

健康福祉局 保健所 食品安全课 食品安全担当 

电话：044-200-2445 

传真：044-200-3927 

邮件地址：40syoku@city.kawasaki.jp 

212-0013 川崎市幸区堀川町 580番地 SOLID SQUARE西馆 12楼 

此外，邮寄地址请写“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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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想知道有关出国时预防接种的情况。 

17－（22）  

提问 想知道有关出国时预防接种的情况。 

回答  出国时,有些国家在申请签证时或入境时需要提交已接受了必要预防接种的证明

书。除此以外,为了不传染上正在当地发生或流行的疾病也有必要接受预防接种,

为此,请先向下述机构咨询后,再接受预防接种为好。并且,预防接种时需要收费,

请事先确认。 

 

１ 横滨检疫所         电话：045-201-4456 

２ 东京检疫所         电话：03-3599-1515 

３ 成田空港检疫所       电话：0476-34-2310 

４ 日本检疫卫生协会横滨诊疗所 电话：045-671-7041 

５ 日本检疫卫生协会东京诊疗所 电话：03- 3527－9135  

                                                                                          

相关网页 健康福祉局・致将要去海外旅游者（想要事先接受的预防接种）[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2-8-3-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健康福祉局 健康安全室  电话：044-200-2441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201-3223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556-6681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744-327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35-3306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6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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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正在饲养中的动物逃跑了,想知道是否有相关的信息。 

17－（23）  

提问 正在饲养中的动物逃跑了,想知道是否有相关的信息。 

回答  请与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或动物爱护中心【動物愛護

センター】联系。收到电话后，将会对当前已有的保护信息进行核对。如果没

有该动物信息时,会将其作为失踪动物进行记录,一旦收到类似信息将会进行联

系。 

 

１ 方法  ：电话 

２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 点 30 分～中午 12 点 中午 12 点 45

分～下午 5点 

３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４ 归还方法：对于已收容的狗、猫等，当其所有者提出归还申请时,需提交狗、

猫等动物归还申请书、收取归还手续费 1,200日元以及饲养管理费每天 800

日元后予以归还。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201-3223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556-6682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744-3280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35-3310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65-5163 

动物爱护中心【動物愛護センター】                  电话：044-766-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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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婴儿·孩子 

（１）想了解儿童津贴的申请方法。 

18 －

（１） 
 

提问 想了解儿童津贴的申请方法。 

回答  根据利用番号识别特定的个人来办理行政手续的法律（2013年法律第 27号）第 19

条第 7号的规定，咨询情报及根据同法第 22条第 1项的规定，情报提供从 2017年

11月 13日开始实行。 

因此从 2017年 11月 13日开始，一部分的资料可以不用提交。 

 

儿童津贴的资格条件、申请方法如下： 

 

1 资格条件 

在川崎市居住，有住民登录，养育初中毕业前的儿童的家庭 

对象儿童：必需是在日本国内居住、初中毕业前的儿童 

 

＊原则上公务员是由所属厅支付，所以请向工作单位咨询。 

2 申请窗口：住所所在区的区役所或分所 

(1)各区役所 区民课住民记录第 2系 

(2)各分所 区民中心  

3 申请方法：直接在窗口办理 

 

4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第 2、4个周六为上午 8:30-下午 12:30（仅限区役所） 

 

5 休息日：第 1、3、5个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分所第 2、4个 

周六也为休息日） 

 

6 必要之物： 

由于用（5）的个人番号确认，就不需要以下的（4）（所得证明书）、（6）（儿童

住民票复印件）的资料。本市利用个人番号，根据网络提供的情报来确认（4）（所

得证明书）、（6）（儿童住民票复印件）的内容。得不到本市查询的结果时，会要

求提交別的资料。也可能等对方查询的答复需花时间。 

 

(1) 申请者及配偶等印章（可用认印） 

(2) 申请者为持有者的存折 

(3) 申请者的年金加入证明书或健康保险证（只限厚生年金加入者） 

(4) 儿童津贴补助用所得证明书（申请者及配偶等）（仅限课税基准日〈1月 1日〉

在川崎市以外的市区町村居住的居民。） 

(5)  确认个人番号需要的资料（确认番号的资料与身份证明资料） 

＜申请者（保护者）本人申请时，需要以下两种。＞ 

1．确认番号的资料【个人番号卡或通知卡】 

2．身份证明资料＊ 

＜由代理人申请时、需要以下三种资料。＞ 

1． 申请者的番号确认资料【个人番号卡或通知卡（复印件可）】 

2． 申请者的委任状等，能证明是作为申请者的代理人的証明 

3． 代理人的身份证明资料＊ 

 

＊身份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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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需 1 件即可的资料：個人番号卡、驾驶执照、驾驶经历证明书（仅限交付年月

日为 2012年 4月 1日以后的。）、护照、身体障害者手帳・精神障害者保健福祉手

帳・疗育手帳、在留卡或特別永住者证等 

・2需要 2件的资料：健康保险证、国民年金手帳、儿童抚养津贴补助证书或特别儿

童抚养津贴补助证书、戸籍缮本、戸籍抄本、被保护证明 

＊申请者的配偶等及市外居住的儿童，也必需记载个人番号，请务必事先确认 

 

(6) 其他必要资料（与儿童分开居住时） 

＊与所养育儿童分开居住的时，需提交同一生计陈述书生計。另外，儿童居住在市

外的情况下，需提交儿童的住民票或住民票記载事项证明书（记载与儿童的关系、

儿童的个人番号）。 

 

相关网

页 

儿童津贴网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0462.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201-314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8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69 

幸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556-6615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744-3172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861-3161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856-314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935-3152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965-5121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津贴支付系 电话：044‐20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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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知道私立幼儿园保育费补助【私立幼稚園保育料補助】。 

18－（３）  

提问 想知道私立幼儿园保育费补助【私立幼稚園保育料補助】。 

回答  川崎市内住民登记（或是有外国人登记），上川崎市内外的市立幼儿园的，3

岁，4岁，5岁的儿童的家长为对象。 

 

3岁儿童 平成 20年 4月 2号～平成 21年 4月 1日之间出生的儿童 

4岁儿童 平成 19年 4月 2号～平成 20年 4月 1日之间出生的儿童 

5岁儿童 平成 18年 4月 2号～平成 19年 4月 1日之间出生的儿童 

  

而且，平成 24年 4月 1号以后满 3 岁的儿童，正规的接受幼儿园教育（一周

上 5天幼儿园），从满 3岁的那个月开始接受补助对象。 

 

1 提出材料:私立幼儿园儿童保育料补助申请书【私立幼稚園園児保育料等補

助申込書】  

(可在所上的私立幼儿园里，在 6月中旬以后领取) 

2 递交处 :各私立幼儿园 

3 补助金额:48,000日元～153,500日元(第一个孩子 根据市民税金额而定) 

4 注意事项: 

     (1)【幼児園】(无认可的类似幼儿园的设施)为对象外。 

     (2)没有所得限制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市民・儿童局 儿童本部 【市民・こども局こども本部】  育儿措施部 育儿

支援科【子育て支援課】  

邮编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493 

传真：044-200-3190 

邮箱地址：25kososi@city.kawasaki.jp 

 

mailto:25kosos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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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儿童文化中心【こども文化センター】的情况。 

18－（５）  

提问 想了解儿童文化中心【こども文化センター】的情况。 

回答  儿童文化中心【こども文化センター】(儿童馆)，是怀着使儿童健康成长的美

好愿望而设立的，作为该地区的儿童游戏场所，是以培育健康全面发展的儿童

为目标的。                                                                                               

1 对象 ： 

    (1) 0岁到 18岁以下的儿童 

       学龄前儿童利用时需要监护人偕同。 

    (2) 参与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及市民活动的地区人员 

2 开馆日：除 12月 29日～1月 3日以外每天开放 

     星期一～星期六的上午 9点 30分～下午 9点 

     星期天、法定假日的上午 9点 30分～下午 6点 

     下午 6点以后只限中学生以上人员利用。但是，若有监护人偕同，

小学生以下人员也可利用。 

3 其他 ： 

    (1) 每月都会举办例行活动等，请参阅中心的通知。 

    (2) 个人·团体也可以利用。 

       是非营利为目的。   

相关网页 财团法人 川崎市民活动中心【かわさき市民活動センター】[日语] 

 http://kawasaki-shiminkatsudo.or.jp/ 

 社会福祉法人  青丘社[日语] 

 http://www.seikyu-sha.com/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あかい屋根[日语] 

 http://ww41.tiki.ne.jp/~akaiyane/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川崎儿童健全育成会コッコロ[日语] 

 http://www.coccolo.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财团法人 川崎市民活动中心【かわさき市民活動センター】  

电话：044-430-5632 

社会福祉法人  青丘社  交流馆【ふれあい館】         

电话：044-276-4800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あかい屋根             

电话：044-976-0444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川崎儿童健全育成会コッコロ         

电话：044-987-8110 

 



 149 

返回目次 

（６）想了解有关 WAKUWAKU 广场（快乐广场）的情况。 

18 －

（６） 
 

提问 想了解有关 WAKUWAKU 广场（快乐广场）的情况。 

回答  放学后、周六、长期放假时等，从小学 1年生到 6年生，希望利用者可以在 WAKUWAKU

广场（快乐广场）教室为中心的设施中安全度过，设施的建设宗旨是希望孩子们通

过玩耍交到朋友。 

 

1对象 小学 1年生至小学 6年生（在私立、保健学校就学的儿童也可利用） 

2开设时间 

周一-周五 放学后-下午 6点 

周六、长期放假时 8:30-18:00 

3休息日 周日、节假日、 12月 29日-1月 3日 

4申请方法 请直接咨询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 

5费用 免费。但是为避免万一情况请加入保险。参加活动时有时需要交纳参加费。

此外，希望提供零食或点心的儿童，将按实际价格（每次约 100日元）收费。 

 

保护者因工作关系不能在下午 6点前接孩子的情况下，我们提供有“育儿支援、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事业”，请参阅相关网页。 

相关网

页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40575.html 

想了解育儿支援、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事业（FAQ．12800）[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00&m1= 

201523&m2=0  

 社会福祉法人 青丘社[日语] 

http://www.seikyu-sha.com/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红屋顶[日语] 

http://ww41.tiki.ne.jp/~akaiyane/  

 NPO法人 儿童育成会 COCCOLO[日语] 

http://www.coccolo.jp/ 

社会福祉法人 川崎市社会福祉事业团[日语] 

 http://www.kfjtama.or.jp/ 

咨询处 ・公益财团法人 川崎市民活动中心 电话：044-430-5603 

   下述以外的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101设施） 

・社会福祉法人 青丘社 电话：044-276-4800 

  （樱、大岛、东大岛小学校 WAKUWAKU 广场（快乐广场））（3设施）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红屋顶 电话：044-976-0444 

  （菅生、犬藏、稗原小学校 WAKUWAKU 广场（快乐广场））（3设施） 

・NPO法人 儿童育成会 COCCOLO 电话：044-987-8110 

  （片平、栗木台、春日野、冈上小学校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4设施） 

・社会福祉法人川崎市社会福祉事业团（KFJ多摩 SKYKIDS） 电话：044-934-0801 

   (登户、宿河原小学校 WAKUWAKU广场（快乐广场））（2设施）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00&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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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想了解儿童津贴制度。 

18－（７）  

提问 想了解儿童津贴制度。 

回答  所谓“儿童津贴”，是为了确保担负未来社会的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援助，对

初中第 3 学年学业完成前（到满 15 岁后的第一个 3月 31日为止）的儿童的抚

养者支付的津贴。 

相关网页 儿童津贴网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0462.html 

咨询处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0-2674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201-314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8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69 

幸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556-6615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744-3172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861-3161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856-314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935-3152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 系 电话：044-965-5121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津贴支付系 电话：044‐20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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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必要条件。 

18 －

（８） 
 

提问 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必要条件 

回答  为利用认证保育所等辅助对象设施或事业，需要接受保育必要性的认证（2号认

证：3岁以上者，3号认证：不满 3岁者）。保育必要性的认证申请可与认证保育

所等的利用申请同时提交。 

 需保育的理由（认证保育所等的入所必要条件） 

  

1每月工作 64小时以上（1 天 4小时以上且每月 16天以上） 

2妊娠、生产（预产期前后各 2个月） 

3保护者生病、受伤或存在身心障碍 

4同住或长期住院的亲属等的护理、看护 

5受灾的恢复 

6就职活动或创业准备（2个月内） 

7在职业培训学校或大学求学并以毕业后就业为目的 

8有虐待和 DV的危险 

9明显缺乏养育儿童的能力等情况，或从儿童福祉的观点来看需要实施保育，或与

上述 1-8的情况类似并获得市长认可的情况 

 ※因育儿正在休假的情况不符合需保育的理由，因此不能申请，但如果在利用认

证保育所的第一个月内复职工作则可以申请。 

 

※取得育儿休假时，如果有已经在利用保育所的孩子且需要继续利用者，到育儿休

假完了的期间内，原则上在划为“短时间保育”的前提下可申请认证和利用。 

 

相关网

页 

认证保育所概要［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7-2-21-6-3-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9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 044-856-3258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保育课 

电话：044-20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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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评审方法。 

18－（９） 

提问 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评审方法。 

回答  在本市，如果认证保育所等的申请超过可接受的人数，将根据利用调整基准，针对各

保育所、各年龄段的儿童判断保育的必要程度，排名、指数高的儿童优先获得利用机

会。 

利用调整将根据附录 1“教育、保育设施及社区型保育事业的相关利用调整基准”，

针对各家庭将保护者划分为 A-H等级，保护者中等级较低者的等级被视为该家庭的等

级，根据该划分家庭等级高的儿童优先利用。 

相同等级发生竞争时，根据附录 2“同等级内的调整指数表”，按各家庭算出指数，

指数高的家庭的儿童优先利用。 

相同等级相同指数发生竞争时，根据附录 3“同等级同指数时的调整项目表”，针对

各家庭算出各项得分，分数高的家庭的儿童优先利用。如果根据附录 3难以判定的话，

抚养儿童 3人以上的家庭优先，接下来是收入低的家庭优先。 

 

相关

网页 

 

保育所等的申请手续 (2016年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71287.html 

咨询

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9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 044-856-3258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保育课 

电话：044-20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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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申请方法。 

18－（10）  

提问 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入所申请方法。 

回答  1申请对象 

请向所居住区的保健福祉中心（地区健康福祉站）申请。原则上不受理通过邮

寄提交的申请。各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站在各区役所、分所内。 

2申请时间 

随时申请原则上到希望入所月的上一个月的 10日为止（10日为周六、周日或

节假日时截止至之前的开厅日）。 

申请 4月 1日入所的话，因为申请比较集中，我们将指定在更早的其他时间进

行受理。关于每年的 4 月 1日入所申请时间，请向您所居住的区的保健福祉中

心（地区保健福祉站）或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育儿推进部保育课咨询。 

3申请所需必要资料 

认证保育所入所申请需要以下资料。各种指定表格纸在您所居住的区的保健福

祉中心（地区健康福祉站）发布。此外，还可从川崎育儿支援导航的的认证保

育所的申请方法页面下载。 

 

相关网页 保育所等的申请手续 （2016年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71287.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87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 044-856-3258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1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 育儿推进部保育课 

电话：044-20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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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保育费。 

18 －

（11） 
 

提问 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保育费。 

回答  从 2015年起，每月的保育费等级按照儿童的班龄和家庭的市民税（※）总额计算。

（股息扣除、住宅贷款特别扣除、捐款扣除等均不适用） 

2015年度，4 月根据 2014年度的市民税额确定保育费等级，9月将根据 2015年度

市民税额重新评审保育费等级。 

持续利用儿童也一样，仅以 2015年度为对象，4月根据所得税额计算出市民税额，

再基于此市民税额计算并变更等级，9 月根据 2015年度的市民税额重新评审保育

费等级。 

请参考附在页面下方的参考页上的 2015年度川崎市保育费金额表。此外，因保育

园、班龄等可能需另行支付主食费等费用。 

即使因生病不等到园，由于在编的事实情况也需要缴纳保育费，请予以了解。 

此外，如果在月份的中途退所，原则上保育费也要按月额计算，但是因从市外迁入

或迁往市外、产假、育儿假的开始和结束等造成的中途入退所，保育费将按日额计

算。 

 

（※）计算的对象期间如果在海外居住，可能要推测计算市民税额。 

 

关于认证保育所的保育费缴纳方法，有户头转账支付和缴纳通知书支付两种方法，

但是按照本市的规定，无特殊情况时，原则上请通过户头转账支付。 

各区保健福祉中心（地区健康福祉站）或各保育所（仅限市内）均发布户头转账缴

纳（自动支付）委托书，请填写后提交给你希望利用的金融机构。 

 3月-6月，户头转账申请非常密集，到户头登录完成约需 2个月的时间，请予以

了解。 

户头转账手续完了者，将会收到“户头转账开始通知”。在该通知书到达前，请凭

“缴纳通知书、收据”支付。 

 

 ※缴纳义务者和账户持有者可以不是同一个人。 

 

关于认证儿童园、小型保育、家庭保育、事业所内保育等，请按照相关设施的规定

的方法按期缴纳。 

 

相关网

页 

认证保育所等的利用者负担额（保育费）[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7-2-21-6-5-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9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 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 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 044-856-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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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1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 育儿推进部保育课 

电话：044-20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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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空额状况。 

18－（12）  

提问 想了解认证保育所的空额状况。 

回答  
关于认证保育所的空额状况，将每月在下述网页上更新一次，请予以参考。 

相关网页 认证保育所等的可接受人数及利用调整结果[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624.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201-3219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271-0150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儿童家庭系 

电话：044-322-1999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556-6688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744-3263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861-3250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儿童家庭课 

电话 044-856-3258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35-3291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儿童家庭课 

电话：044-96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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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看到儿童受虐待,该怎么办才好。 

18－（13）  

提问 看到儿童受虐待,该怎么办才好。 

回答  当看到儿童受到虐待时,如果感到可疑时请与儿童咨询所【児童相談所】·儿童

虐待预防中心【児童虐待防止センター】联系・咨询。 

尽早发现虐待行为,向孩子和父母伸出援助之手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会给联系者添麻烦。坚决对内容、机密予以保密。即使是匿名通报也没

有关系。请随时联系,不要有思想负担。 

 

<被怀疑为儿童受到虐待的示例> 

・ 能听到儿童哭得很厉害或父母怒吼的声音。 

・ 经常发生原因不明的负伤。 

・ 服装以及手脚极度不清洁。 

・ 营养状态不良、对食物很贪吃。 

・ 孩子不想回家、父母不许孩子回家。 

・ 父母对孩子置之不理、将孩子关在家里。 

 

１ 咨询窗口： 

     (1) 儿童家庭中心【こども家庭センター】 

（川崎区・幸区・中原区的居民） 

         (2) 中部儿童咨询所【中部児童相談所】（高津区・宮前区的居民） 

(3) 北部儿童咨询所【北部児童相談所】（多摩区・麻生区的居民） 

２ 咨询方法：电话或直接到受理窗口 

３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４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休息日以及受理时间以外由儿童虐待预防中心【児童虐待防止センター】应对。 

 

相关网页 川崎市中央・南部儿童咨询所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35tyuzi/home/jidou/index.htm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儿童家庭中心【こども家庭センター】        电话：044-542-1234 

中部儿童咨询所【中部児童相談所】        电话：044-877-8111 

北部儿童咨询所【北部児童相談所】        电话：044-931-4300 

儿童虐待预防中心【児童虐待防止センター】电话：0120-87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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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想了解有关认可保育所之外的保育措施「伙伴保育室」【おなかま保育室】的情况。 

18－（14）  

提问 想了解有关认可保育所之外的保育措施「伙伴保育室」【おなかま保育室】的

情况。 

回答  伙伴保育室是以出生后满 6个月到 3岁以下的儿童为对象，对那些申请进入认

可保育所，但因未达到入所条件而无法入所的儿童进行保育的设施。伙伴保育

室的实施场所、保育时间、保育费、申请方法等有关详细情况，请参阅川崎市

育儿支援导航的伙伴保育室网页。 

相关网页 川崎市育儿支援导航/伙伴保育室【おなかま保育室】［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60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市民·儿童局【市民・こども局】 儿童本部保育事业推进部保育科【こども

本部保育事業推進部保育課】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 番地 

电话：044-200-3128 

FAX ：044-200-3933 

E-mail: 25hoik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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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想了解认可保育所的工作日和保育时间 

18－（15）  

提问 想了解认可保育所的工作日和保育时间。 

回答  工作日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年底年初休息。其他需要假日

保育时, 请阅览下述相关网页「假日保育」。 

保育时间:公营保育所为上午 7点 30分～下午 6点 

民营保育所为上午 7点～下午 6点 

 

各个的保育时间根据家长的工作时间、上下班时间、工作实际情况（是否为产

休・育休中）等而变化，为此请在入所时与保育园商量所需要的时间段。 

另外,下午 6 点以后需要延长保育时, 请阅览下述相关网页「认可保育所的延

长保育」。 

 

相关网页 假日保育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693.html 

 认可保育所的延长保育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9/page/0000030724.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２０１－３２８７ 

大师地区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２７１－０１５０ 

田岛地区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３２２－１９９９ 

幸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ス

課】 

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５５６－６６８８ 

中原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７４４－３２６３ 

高津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８６１－３２５０ 

宫前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８５６－３２５８ 

多摩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９３５－３２９１ 

麻生区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

ス課】儿童・家庭支援担当 

电话：０４４－９６５－５１５８ 

市民・儿童局儿童本部保育事业推进部保育科【市民・こども局こども本部子

育て施策部保育課】 

电话：０４４－２００－２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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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所得限制的限制额。 

18-（16）  

提问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所得限制的限制额。 

回答 1关于 1岁以上的儿童，有申请者（保护者）的收入限制。 

申请者（保护者）的作为审查对象的年度的收入所得如未达到限额，则可成为享

受补助金的条件。 

所谓“申请者”，原则上是父母中收入较高的一方（生计核心者）。 

因申请月份不同，要提供证明的课税年度也会不同。（详细信息请参照 FAQ12873） 

随着儿童津贴制度中所得限制的放宽，2012年 6月起放宽了所得限制。 

 

1所得限度额 

抚养人数 0人 6,300,000日元 

抚养人数 1人 6,680,000日元 

抚养人数 2人 7,060,000日元 

抚养人数 3人 7,440,000日元 

抚养人数在 4人以上的情况，每增加 1人请加算 380,000日元。 

抚养人数中如果含有老年扣除对象配偶或老年抚养亲属，请每人加算 60,000日

元。 

上述限度额是已经预加了社会、生命保险费相当金额（8万日元的一律扣除额）

后的金额。 

 

2所得额的查看方法 

（1）所谓“所得额”从根本上来讲，工薪所得者是指工薪所得扣除后的金额，

事业所得者是减去必要经费后的金额。 

（2）抚养人数是指到课税年度前一年的 12月 31日为止的人数。 

（3）根据申请者（父母双方都有收入的情况下以收入高的一方为准）的所得判

断。 

（4）符合相关条件时为减去下述扣除额后的金额。 

杂损扣除、医疗费扣除、小型企业共济等贷款扣除 扣除相当金额 

障害者扣除 每人 270,000日元 

特别障害者扣除 每人 400,000日元 

寡妇扣除（特别）、鳏夫扣除、勤工俭学学生扣除 270,000日元（特别 350,000

日元） 

可视同为寡妇（鳏夫）扣除的对象者，经申请可从所得中减去上述扣除。（有关

详细信息请向咨询处查询。） 

 

相关网页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FAQ12867）[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co=ser&frmId=128

67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中“证明所得的资料”的相关事宜(FAQ12873) [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73 

希望去除儿童医疗费津贴制度的所得限制（FAQ12879）[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79 

咨询处 市民、儿童局儿童总部儿童家庭课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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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中申请所需的“证明所得的资料”的相关事宜。 

18-（17）  

提问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中申请所需的“证明所得的资料”的相关事宜。 

 

回答  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对 1 岁以上儿童的申请者（保护者）有所得限制。 

所谓“申请者”，原则上指父母双方收入较高的一方（生计核心者）。 

所谓“证明所得的资料”，是指能够对判定受领资格所需的申请者名义下的所得金额、

抚养人数、扣除额的详细内容等提供证明之物。（关于所得限度额的详细信息请参照

FAQ12855。） 

 

1 “证明所得的资料”为下述各项的任意一项: 

 

A 与工薪所得相关的住民税的特别征收税额决定、变更通知书的副本（原件不可）（仅

限所得为工薪所得者）（通过所在工作单位领取的资料） 

B 住民税的税额决定、纳税通知书的副本（原件不可）（针对主要以经营事业为生者，

在所证明的课税年度的 1 月 1 日所居住的市町村邮送的资料） 

C 住民税的课税证明书（在所证明的课税年度的 1 月 1 日所居住的市町村发行的资料） 

D 住民税的非课税证明书（所证明的课税年度的 1 月 1 日所居住的市町村发行的资料） 

提交资料的副本即可。所提交的资料概不返还。 

源泉征收票、确定申告书的副本不能作“证明所得的资料”使用。 

 “课税证明书”可能因作为发行者的自治体不同其名称和证明项目也有所不同。（必要

项目为所得明细、扣除额明细、抚养人数等。） 

此外小学 4 年～6 年生，申请者的市民税属非课税时，需提交非课税证明。 

 

2 关于“证明所得的资料”的课税年度 

 

A 1 岁幼儿至小学 6 年生 

因所申请的医疗证的有效期间审查对象的课税年度也会不同。请准备所要求的课税年度

的“证明所得的资料”。 

医疗证有效期间的开始日为资格生效的迁入日或更新日即 9 月 1 日。 

 

医疗证的有效期间 2016 年 9 月 1 日（或迁入日）-2017 年 8 月 31 日 

课税年度 2016 年度（2015年的）所得 

根据 2015 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的所得计算 

 

医疗证的有效期间 2017 年 9 月 1 日（或迁入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课税年度 2017 年度（2016年的）所得 

根据 2016 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的所得计算 

※小学 3 年级学生及小学 6 年级学生，医疗証的有効期限是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 

 

B 中学生 

因住院期间不同审查对象的课税年度也会不同，请准备所要求的课税年度的“证明所得

的资料”。 

 

住院期间 2015 年 7 月 1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课税年度 2015 年度（2014年的）所得 

根据 2014 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的所得计算 

 

住院期间 2016 年 7 月 1 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课税年度 2016 年度（2015年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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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 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的所得计算 

 

住院期间 2017 年 7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课税年度 2017 年度（2016年的）所得 

根据 2016 年 1 月 1 日-12月 31 日的所得计算 

备考  

相关网

页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FAQ12867）[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2867 

想了解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中所得限制的限度额（FAQ12855）[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co=ser&frmId=12855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请向所居住区、地区的窗口咨询。 

川崎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201-3277 

大师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271-0159 

田岛分所区民中心 保险年金系 电话：044-322-1987 

幸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556-6722 

中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744-3202 

高津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861-3178 

宫前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856-3275 

多摩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935-3231 

麻生区役所区民服务部保险年金课  国保支付、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

044-965-5264 

儿童未来局儿童支援部儿童家庭课医疗费补助系 电话：044‐2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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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想了解儿童津贴的转账日 

18-（18）  

提问 想了解儿童津贴的转账日 

回答  儿童津贴的转账日每年分 3 次，为 2 月、6 月、10 月的 14 日。（14 日是节假日

的话为前一天。） 

另外，根据金融机构不同，汇款到账有时可能需要 3-4天。 

相关网页 儿童津贴[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450/page/0000030462.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201-3141 

大师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271-0138 

田岛分所 区民中心 电话：044-322-1969 

幸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556-6615 

中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744-3172 

高津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861-3161 

宫前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856-3141 

多摩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935-3152 

麻生区役所 区民课 住民记录第 2系 电话：044-965-5121 

儿童未来局儿童家庭课津贴支付系 电话：044‐200‐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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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龄老人·看护保险、有残疾的人 

（１）想了解介护保险的内容。 

19－（１）  

提问 想了解介护保险的内容。 

回答  介护保险是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解决介护问题，为高龄者的自立提供支援的制

度。利用者可选择所需的服务，也可综合地利用。所有 65岁以上的人和 40岁

-64岁的已加入医疗保险的人，需加入该保险并缴纳保险费。要享受介护保险

服务，需进行申请和认定（要介护认定、要支援认定）。 

 

1保险者和资金来源 

介护保险由市作为保险者运营，由国家、县、被保险者等提供支持。资金来源

靠国家、县、市的公费及 40岁以上者缴纳的保险费维持。 

2被保险者 

40岁以上者为被保险者。其中 65岁以上者为第 1号被保险者、40-64岁者为

第 2号被保险者。 

3负担 

第 1号被保险者、第 2 号被保险者各自的保险费，及利用服务时作为利用费要

负担介护费的 10%.（在介护设施内利用服务时，由自己负担餐费、住居费和

日用品费。） 

4可利用者 

第 1号被保险者和第 2号被保险者因卧床不起或痴呆症等需要介护，或身体虚

弱者都可成为介护对象。※但是，第 2号被保险者仅限因衰老罹患特定疾病（脑

血管疾患等 16中种疾病）者可成为介护对象。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 介护保险课 电话：044-200-2678 

川崎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201-3282 

大师地区 健康福祉站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271-0161 

田岛地区 健康福祉站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322-1996 

幸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556-6689 

中原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744-3136 

高津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861-3269 

宫前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856-3238 

多摩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935-3187 

麻生区役所 高龄、障害课 介护给付担当 电话：044-965-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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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高龄者外出乘车支援事业（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高龄者 Free-pass）的制度

及利用方法。 

19－

（２） 
 

提问 想了解高龄者外出乘车支援事业（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高龄者 Free-pass）的制 

度及利用方法。 

回答 利用方式有投币式和 Free-pass式两种。 

 

1制度内容：以促进高龄者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为宗旨，向高龄者交付市营、民营巴士 

的优惠乘车证。 

 

2对象：向 70岁以上的高龄者交付“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70岁生日月份的前月 

月末通过邮寄交付)。 

 

3投币方式：搭乘巴士时出示“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支付普通成人票价的半额 

（现金支付时不满 10日元的按 10日元计算，用 IC卡支付时不满 1日元的按 1日元 

计算）即可。 

 

4Free-pass方式：出示“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购买“川崎市高龄者 Free-pass” 

（收费），搭乘巴士时出示 Free-pass即可乘车。 

（1）1 个月有效的 Free-pass 1,000日元 (2)3个月有效的 Free-pass 3,000日元 

（3）6 个月有效的 Free-pass 6,000日元 (4)12个月有效的 Free-pass 12.000日元 

※持有障害者手帐者可免费获得 12个月有效的 Free-pass（福祉 pass）。 

 

【出售地址】咨询方式 川崎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739-8735 

 

(1)川崎市内巴士运营商的售票处及营业所 

※营业日和出售时间各所不同，请予以注意。 

〈川崎市巴士〉 

川崎乘车券售票处 (电话) 200-3206 

沟口乘车券售票处 (电话) 814-7600 

盐滨营业所 (电话) 288-0972 

上平间营业所 (电话) 522-6492 

井田营业所 (电话)777-6888 

鹫峰营业所 (电话) 977-5222 

 

〈川崎鹤见临港巴士〉 

乘车券中心 (电话) 244-2850 

盐滨营业所 (电话) 266-0611 

滨川崎营业所 (电话) 344-2386 

神明町营业所 (电话) 533-3111 

 

〈东急巴士〉 

小杉服务站 (电话) 711-1591 

高津营业所 (电话)833-3241 

虹丘营业所 (电话) 988-7979 

 

〈小田急巴士〉 

登户营业所 (电话) 712-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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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合丘服务站 (电话) 952-1280 

 

(2)各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咨询方式）739-8735 

  ※销售时间 平日 9:00-16:00（12:00-13:00为午休时间） 

 

(3)配送中心 (电话) 333-2680 

 

5通用区间：通用区间除“市巴士运行系统”外，民营巴士的“川崎市内”及“在延 

伸到市内的运行系统中，在市内停车点乘车在市外的停车点下车时，或是在市外的停 

车点乘车在市内的停车点下车时”均可使用。 

※横滨市营巴士、深夜巴士路线、高速巴士路线、连接至机场的专用路线等为非适用 

路线。 

 

6注意事项：在高龄者 Free-pass的有效期间内，可以反复乘车。 

备考 关于再发行 

・关于高龄者特别乘车证明书的再发行，可在对所居住地实施管辖的各区役所高龄、 

障害课、各地区健康福祉站高龄者支援担当、各办事处社区振兴担当等处办理。 

请携带身份证明书（驾驶执照、健康保险证等）。由代理人前往办理时，请携带对象 

者本人的身份证明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书。 

・关于高龄者 Free-pass的再发行，只能在市内巴士运营商的营业所、售票处办理 1 

次。不能在社会福祉协议会办理再发行，请予以注意。 

・因需要对购买履历进行确认，至再发行有时可能需要 2周左右的时间，请予以了解。 

 关于更新 

・高龄者 Free-pass的更新可在 2周前办理。 

（例:现在的 Free-pass的使用期限为 6月 30日的话，可在第二年的 7月 1日的 2周 

前即 6月 17日以后重新购买。） 

相关网

页 

关于福祉巴士[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49347&m1=202011&m2 

=0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 长寿社会部 高龄者在宅服务课 

212-0013  川崎市幸区堀川町 580番地 SOLID SQUARE 西馆 10楼 此外，邮寄地址请写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651 传真：044-200-3926 邮件地址：40zaitak@city.kawasaki.jp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49347&m1=20201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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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关于市营住宅的情况。 

19－（４）  

提问 想了解关于市营住宅的情况。 

回答  所谓川崎市营住宅是指如下内容。 

 

1 制度内容 

是基于《公营住宅法》的租赁住宅。 

2 对象 

居住在川崎市并在川崎市内的同一工作地点工作 1年以上，在住宅上陷入困境

的低收入者。 

3 募集时间 

每年春（5月前后）、秋（10月前后）募集 2次。此外，轮椅使用者专用住宅

实施注册制（随时募集）。 

4 申请 

募集期间，可在最近的区役所获取所发布的“入住者募集指南”，请仔细阅读

后申请。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市营住宅管理课 电话：044-244-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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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市营住宅的入住方法。 

19－（５）  

提问 想了解市营住宅的入住方法。 

回答  市营住宅的入住手续如下。 

  

1 提交资料 

“入住者募集指南”所附的“申请书”（请附上 82日元的邮票） 

2 募集时间 

每年春（5月前后）、秋（10月前后）募集 2次。募集时，有关信息将登载在

“市政通讯”或主页上等。 

3 申请期间 

在所指定的期间内（大约 2周） 

4 申请窗口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市营住宅管理课 

5 申请方法 

邮寄或直接向窗口提交 

6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8:30-17:15 

7 休息日 

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8 发布处 

 每逢募集期间将在以下地方发布“入住者募集指南”。 

 (1)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2)川崎市役所社区建设局市街地开发部住宅管理课 

 (3)各区役所、分所、办事处、行政服务角 

 (4)川崎信息广场 

 (5)财团法人川崎市社区建设公社 

 (6)川崎县民中心县民之声、咨询室 

 

相关网页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市营住宅[日语] 

 http://www.kawasaki-jk.or.jp/shiei/index.php 

多语种生活指南[日语]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日语] 

http://www.kian.or.jp/ 

咨询处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市营住宅管理课 电话：044-244-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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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想了解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 

19－（６）  

提问 想了解市营住宅的申请资格。 

回答  申请市营住宅，申请时必须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1  申请人必须是成年人。 

2  要居住在川崎市，或者在川崎市内的同一家公司连续工作 1年以上。 

3  现在有一起居住的亲属或即将一起居住的亲属。（单身住宅除外。） 

4  目前符合下述住宅困难理由中的任意一项。  

  a 房间狭窄。（居住部分的面积平均每人不到 4叠） 

  b 房租贵。 

  c 与亲属以外的其他家庭居住一处，公用一个厨房或厕所。 

  d 房东以正当的理由要求搬走。 

  e 住在非住宅建筑内。 

  f 通勤时间单程在 2小时以上。（换乘时间按 10分钟计算。） 

  g 因没有住宅无法与亲属（包括订婚者）一起居住。 

  h 其他，实际上有很明显的住宅困难情况。 

5  所计算的月收入不超过以下金额。 

  a 一般家庭（特别认可家庭除外）158,000日元 

  b 特别认可家庭 214,000日元 

6  不拖欠住民税·房租 

7  在市营住宅内可以和其他居住者和谐地共同生活。 

8  申请者以及一起居住的亲戚不是暴力成员 

相关网页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日语] 

 http://www.kawasaki-jk.or.jp/shiei/index.php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201-3135 

 幸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556-6608 

 中原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744-3153 

 高津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861-3141 

 宮前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856-3132 

 多摩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935-3143 

 麻生区役所 地域振兴科 情报咨询担当 电话：044-965-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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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想了解利用介护保险服务所需的手续办理方法的相关事宜。 

19－（７）  

提问 想了解利用介护保险服务所需的手续办理方法的相关事宜。 

回答  利用介护保险服务所需的手续办理方法如下： 

 

1方法 

(1)利用介护服务，需要在区役所、地区健康福祉站的窗口申请要介护认定，

并接受要支援、要介护认定。 

(2)被认定为要介护 1-5等级的申请者，要选择指定在宅介护支援事业者并委

托介护支援专门员（护理支援人员）制定介护服务计划（护理计划）。被认定

为要支援 1-2等级的申请者，要联系所居住地区的社区综合支援中心，委托保

健师等制定介护预防服务计划。（护理计划也可自己制定，此外利用介护设施

服务时，要在该设施制定计划。） 

2对象 

(1)在川崎市内拥有住所的 65岁以上者（第 1号被保险者） 

(2)在川崎市内拥有住所的 40岁-64 岁且已经加入医疗保险者（第 2号被保险

者） 

3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 8:30-下午 17:00 

4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 月 29日-1月 3日 

5服务内容：介护服务（要介护 1-5等级者）包括在宅服务、设施服务、社区

结合型服务。介护预防服务（要支援 1-2等级者）包括在宅服务和介护预防社

区结合型服务。利用各种服务时，原则上要负担 10％或 20％的费用。 

 

※本人或家属无法实施要介护（要支援）认定申请时，指定在宅介护支援事业

所、介护保险设施、社区综合支援中心等可代为申请。 

关于要介护认定的申请方法，请确认相关网页。 

相关网页 要介护、要支援认定的申请[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16745.html 

介护保险（要介护认定、要支援认定）申请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50/page/0000059351.html 

咨询处 

 

 

 

 

健康福祉局 介护保险课 认定系 电话：044-200-2455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201-3282 

大师地区 健康福祉站 介护保险系 电话：044-271-0152 

田岛地区 健康福祉站 介护保险系 电话：044-322-1990 

幸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556-6655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744-3179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861-3263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856-3245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935-3185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高龄、障害课 介护认定担当 电话：044-965-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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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生活上遇到困难时 

（１）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概要。 

20 －

（１） 
 

提问 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概要 

回答  生活保护制度是从文化、健康的角度确保国民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从而实现国民权 

利（日本宪法第 25条）的国家制度之一。 

 

1 制度内容：对应生活程度予以必要的保护（经济的支付），保障最低生活的同时实 

现帮助其自立的目的。 

2 对象：支撑家计者去世，生病或受伤，或因高龄、障害等情况收入断绝、生活困难 

者。 

相关网

页 

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申请手续[日语]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3155&m1=202510&m2 

=0 

川崎生活指南、主要设施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201-3239  

大师地区 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271-0149  

田岛地区 健康福祉站 电话：044-322-1982  

幸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556-6652 

中原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744-3300  

高津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861-3240 

宫前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856-3234 

多摩区一所 保护课 电话：044-935-3254 

麻生区役所 保护课 电话：044-965-5145 

 

http://sc.city.kawasaki.jp/faq/contents_detail.php?frmId=13155&m1=20251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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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申请手续。 

20 －

（２） 
 

提问 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申请手续。 

回答  生活保护制度的申请手续如下。 

１ 申请窗口：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保护科·地区健康福祉

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 

２ 申请人 ：需要受生活保护的本人或有其抚养义务的人或与其同居的亲属 

３ 申请方法： 

  (1) 到管辖所居住地区的申请窗口就生活上的困难情况进行咨询 

  (2) 向本地区的民生委员咨询后并请他给予介绍申请窗口 

４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下午 1点～下午 5

点 

５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 日 

６ 注意事项：即使不申请生活保护，也能根据其所咨询的内容,向其介绍有效利

用 其他相关的制度及政策。 

相关网

页 

想了解生活保护制度的概要。[日语] 

川崎生活指南·主要设施一览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201-3239 

 大师地区 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 电话：044-271-0149 

 田岛地区 健康福祉站【健康福祉ステーション】 电话：044-322-1982 

幸 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556-6652 

中原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744-3300 

高津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861-3240 

宫前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856-3234 

多摩区役所 保护科 电话：044-935-3254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服务科【保健福祉サービス課】 电话：044-965-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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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川崎市高中奖学金的情况。 

20－（３）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高中奖学金的情况。 

回答  即将升入高中的初中 3年级学生（入学准备金），或高中在校的高中生（学年

资金），与能力无关，因经济理由存在学习困难者将获发奖学金。 

 【入学准备金】 

1申请基准 

(1)住所在市内的初中 3年级学生。 

(2)全科目的评定结果的平均值高于每次募集所规定的基准值。 

(3)家庭 1年的总收入低于每次募集所规定的基准值。 

2募集人数：约 200人 

3募集时间：11月 

4金额：升入国、公立高中的情况下为 45,000日元 

升入私立高中的情况下为 70,000日元 

5支付时间：5月上旬（升入高中后） 

6支付方法：存入本人或保护者所指定的金融机关的账户 

7申请方法：通过所在初中向教育委员会学事课提交申请书和必要资料 

 【学年资金】 

1申请基准 

(1)住所在市内的高中生。 

(2)全科目的评定结果的平均值高于每次募集所规定的基准值。 

(3)家庭 1年的总收入低于每次募集所规定的基准值。 

2募集人数：约 600人 

3募集时间：6月 

4金额：按国立、公立、私立及所在学年划分，各分类金额不同 

5支付时间：8月及 2月 

6支付方法：存入本人或保护者所指定的金融机关的账户 

7申请方法：通过所在高中向教育委员会学事课提交申请书和必要资料 

 

相关网页 川崎市奖学金（高中、大学）制度介绍[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category/12-1-5-0-0-0-0-0-0-0.html  

咨询处 教育委员会 总务部 学事课 

210-0004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6番地  

电话：044-200-3267  

传真：044-200-3950 邮件地址:88gakuz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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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都市计划、住宅、临海部 

（１）租房时无连带保证人的话应该怎么办?（想知道有没有高龄、外国人、残疾人可以租到的

民间租赁住宅。） 

21－（１）  

提问 租房时无连带保证人的话应该怎么办?（想知道有没有高龄、外国人、残疾人

可以租到的民间租赁住宅。） 

回答  川崎市有住房援助制度其内容如下。 

１ 制度内容 

高龄老人等找不着保证人时，担当保证人,减轻滞纳房租等房东所担心的不安, 

确保入住机会，援助安定持续的住宅制度。 

 

２ 对象 

有能力支付房租，生活自立的人 

(1)老年人・・・ 住在市内 60岁以上的单身老人，或 60岁以上，同居者是配

偶、子孙、兄妹或 60岁以上的亲属。 

(2)残疾人・・・住在市内持有精神保健福祉手帐、疗育手帐或身体障害者手

帐的残疾人士，可得到残疾人团体根据不动产公司的要求开介绍信的人，或有

市里的入居介绍信者。 

(3) 外国人・・・住在市内进行过外国人登录,在市内的公司上班或学校上学

的外国人。 

(4)单亲・・・住在市内，与未满 20岁的子女同居。没有配偶者的人，或是领

儿童抚养补助的人。 

(5)家庭暴力受害者离开临时保护设施的人・・・入住川崎市内的临时保护设

施，准备退出临时保护设施或已出来但未满两年的人，又或是曾到川崎市的家

暴受害者担当窗口咨询家暴事件、入住市外的临时保护设施准备退出临时保护

设施或已出来但未满两年的人。 

(6)离开流浪者自立支援设施的人・・・准备搬出川崎市流浪者自立支援设施

的人。 

(7)离开儿童福祉设施的人・・・准备离开川崎市的児童福祉等设施（儿童养

护设施、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情绪障害儿短期治疗设施、自立援助之家、母子

生活支援设施等）或是准备离开养父母自立的人，此外，已离开自立的原则上

规定未满 25岁的人。又或是准备根据川崎市的规定入住市外的儿童福祉等设

施，还有准备离开养父母自立的人，此外，已离开自立的原则上规定未满 25

岁的人。 

(8)特定疾病患者・・・住在川崎市内、持有特定疾病医疗受给者证或特定疾

病登録者证的人 

 

３ 制度的利用 

可利用此制度的房地产店是加盟于市内的房地产建筑交易团体并支持此制度

的协和房地产店，贴有「住房援助制度协和房地产店」标签。 

请到协和房地产店找适合自己条件的住房。 

４ 利用费用和保证内容等 

(1) 契约为 2年，作为保证费一次性交付房租和公益费的 35%的费用。 

(2) 需加入为期 2年的特约火灾保险。 

(3) 原则上需要亲族等应急联系人。 

 

备考  

相关网页 关于川崎市住房援助制度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0/50zyusei/home/kyojyu/kyoju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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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管理科 住房援助担当 电话：044-244-7590   

城市创建局【まちづくり局】 住宅整备科  电话：044-200-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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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要找公共租赁住宅应该怎么做为好。 

21－（２）  

提问 想了解要找公共租赁住宅应该怎么做为好。 

回答  接下来的公营租赁住宅的入住者募集和川崎市居住支援制度（入住民间租赁住

宅时的官方保证人制度）的咨询窗口，由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国营公司）提

供。此外，这些住宅的入住者募集信息等登载在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的主页上。 

 

1 川崎市营住宅的入住者募集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公营住宅部市营住宅管理课  电话：044-244-7578 

2 川崎市特定优良租赁住宅（川崎 with）的入住者募集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事业部管理营业课  电话：044-230-1759 

3 川崎市高龄者专用优良租赁住宅的入住者募集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事业部管理营业课 电话：044-230-1759 

4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租赁住宅的入住者募集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事业部管理营业课 电话：044-244-7577 

5 川崎市居住支援制度（希望入住民间的租赁住宅但没有保证人的人）的咨询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事业部管理营业课 电话：044-244-7623 

 

关于神奈川县的县营住宅、特定优良租赁住宅、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的

住宅等的信息，请参照以下有关主页。 

 

相关网页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日语] 

公益社团法人 神奈川居住社区规划协会、县内公共租赁住宅募集信息[日语] 

独立行政法人 都市再生机构[日语] 

公共租赁住宅信息[日语] 

神奈川县县营住宅[日语] 

 

咨询处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公营住宅部市营住宅管理课 电话：044-244-7578（市营

住宅）， 

川崎市住宅供给公社 事业部管理营业课 电话：044-230-1759（特定及以高龄

者为对象的优良租赁住宅）、244-7623（居住支援）7577（公社租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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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收看有线电视，希望能介绍提供服务的公司 

21－（３）  

提问 想收看有线电视，希望能介绍提供服务的公司。 

回答  市内的有线电视台如下所示。请参照各电视台的主页(相关 URL)进行申请。 

 

１ YOU 电视【ユーテレビ】 

  (1)地址  ：横滨市鹤见区鹤见中央 3丁目 20番 9号 

  (2)对象区域：川崎区、幸区 

  (3)电话号码：0120-317-230 顾客服务中心【お客様センター】 

２ iＴＳＣＯＭ【イッツコム】 

  (1)地址：川崎市高津区久本 3 丁目 5番 7号 新沟之口ビル【新溝ノ口ビ

ル】 

  (2)对象区域：中原区、高津区、宫前区 

  (3)电话号码：0120-109-199 顾客服务中心【お客様センター】 

３ J：COM Setamachi 【ジェイコム せたまち】 

  (1)地址：川崎市麻生区万福寺 1丁目 2番 2号 新百合 21ビル６楼【新

百合 21 ビル６階】 

  (2)对象区域：多摩区、麻生区 

  (3)电话号码：0120-780-221 

相关网页 YOU电视【ユーテレビ】［日语］ 

 http://www.netyou.jp/ 

 J：COM Setamachi【ジェイコム せたまち】［日语］ 

 http://www.jcom.co.jp/jcom/setamachi.html 

 iＴＳＣＯＭ【イッツコム】［日语］ 

 http://www.itscom.net/index.html  

咨询处 ＹＯＵ电视【ユーテレビ】   电话：0120-317-230  

iＴＳＣＯＭ【イッツコム】 电话：0120-109-199 

Ｊ：ＣＯＭ Setamachi【ジェイコム せたまち】 电话：0120-7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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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道路·交通，河川，自行车对策 

（１）希望对违规停车设法做些什么。 

22－（１）  

提问 希望对违规停车设法做些什么。 

回答  对在公共道路上违规停车的车辆，神奈川县公安委员会拥有管制权，请与地区

警察署联系、咨询。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市民、儿童局地域安全推进课 电话：044-200-2266 

川崎警察署 电话：044-222-0110（代表） 

川崎临港警察署 电话：044-266-0110（代表） 

幸警察署 电话：044-548-0110（代表） 

中原警察署 电话：044-722-0110（代表） 

高津警察署 电话：044-822-0110（代表） 

宫前警察署 电话：044-853-0110（代表） 

多摩警察署 电话：044-922-0110（代表） 

麻生警察署 电话：044-951-0110（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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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站前自行车停放场的地点及停放时间。 

22－（２）  

提问 想了解站前自行车停放场的地点及停放时间。 

回答  平成 24 年 4 月 1 日起，市营停车场的管理运营由民间事业者作为指定管理者

实施。 

使用费是根据离车站的距离、有无屋檐等便利性所设定的。 

有关每个停车场的使用费，请参照停车场内所揭示的价格表或浏览相关网页。 

有关定期使用的申请，请直接向管理停车场的事务所提交申请。（申请表可在

窗口领取） 

 

咨询窗口 ：指定管理者电话咨询中心 

 （南部：川崎・幸区） 

   川崎市大厦维修业协同组合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9点～下午 5点 

    电话 044－874－0051  传真 044－874－0052 

     

 （中部：中原・高津、北部：宮前・多摩・麻生区） 

   川崎市交通安全協会・NCD共同企业体 

    受理时间：年中无休 24小时受理 

    电话 0120－3566－21  传真 03－5437－1047 

相关网页 川崎市大厦维修业协同组合[日语] 

http://www.gokou.jp/parking/ 

 川崎市交通安全協会[日语] 

http://www.ecostation21.com/kawasaki/ 

 川崎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7.html 

 幸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6.html 

 中原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5.html 

 高津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4.html 

 宮前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3.html 

 多摩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5118.html 

 麻生区自行车等停车场以及自行车等禁止停放区域[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34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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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能够在车站前的自由通道上散发传单等东西吗。 

22－（３）  

提问 能够在车站前的自由通道上散发传单等东西吗。 

回答  在川崎市所管理的自由通道、联络通道上不准散发传单等东西。 

 

１ 自由通道： 

      (1) 川崎站东西自由通道 

      (2) 沟口站【溝口駅】南北自由通道 

           (3) 登户站南北自由通道 

      

２ 联络通道： 

      (1) 武藏小杉站联络通道 

      (2) 登户站南口高架人行道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建设緑政局路政科 路政係 电话：044-20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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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如何办理护照。 

22 －

（４） 
 

提问 能够在车站前的自由通道上散发传单等东西吗。 

回答  护照申请手续需到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パスポートセンター】（川崎，横滨，

县央）办理。具体的申请方法和必要的申请书请参照以下「相关网页」栏的「神奈

川县护照办理中心」・申请手续向导。也可以咨询护照办理电话服务中心

（045-222-0022）。（可在神奈川县申请的人员只限于在神奈川县境内进行住民登陆

的人）。 

 

１ 申请窗口 

    (1)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 川崎分所 

   （川崎市幸区堀川町５８０ SOILD SQUARE【ソリッドスクエア】东馆 2

楼】 

  (2)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横滨）                           

    横浜市中区山下町２ 产业贸易中心 2楼【産業貿易センター２階】 

  (3)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 县央分所（厚木）。 

   （厚木市中町１－５－１０ AEON 厚木７楼） 

  

2 申请受理时间（护照办理中心 川崎分所） 

  请参照以下「相关网页」栏的「护照办理中心 川崎分所」 

     

３ 申请书领取场所（川崎市内）  

  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川崎分所，各区役所市政资料窗口，各分所，派出所【出

張所】，联络所，市役所市民之声担当（中心办公楼 1楼），川崎 ・小杉・沟口・

鹭沼・登戸・菅行政服务窗口，国际交流中心，生涯学习广场。 

相 关 网

页 
神奈川县护照办理中心・申请手续咨询［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osirase/02/2315/index.html 

护照办理中心 川崎分所［日语］ 

http://www.pref.kanagawa.jp/div/2317/ 

区役所，派出所等服务窗口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备注 除了申请书，还需提交其它资料。详情请参照神奈川县网页（相关网站） 

咨询 ［只对应日语咨询］ 

・护照电话咨询中心 

電話：045-222-0022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 9 点～17点 

星期二、星期三 9点～1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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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防灾·消防·急救·防犯 

（１）火灾、急救通报时应该怎么打电话? 

23－（１）  

提问 火灾、急救通报时应该怎么打电话? 

回答  通报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１ 请说清楚是火灾还是急救(例「着火了」「需要急救」) 

２ 正确传达地址(例「○○区○○町○○丁目○○番○号○楼的○号房间」) 

３ 发生了什么事情(例「○楼着火了」「在○楼前发生了汽车和自行车的撞

车事故， 

有人负伤了」) 

４ 说清通报人情况(例「我叫○名字」「联系电话是 000-0000-0000」) 

相关网页 多语种生活指南[日语]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消防局 指令科 消防电话服务【消防テレホンサービス】 电话：

044-2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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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什么时候拨打 119? 

23－（２）  

提问 什么时候拨打 119? 

回答  因火灾·急救·救助需要消防队或急救队·救助队时拨打「119」。除了这个

皆知的情况外,还有以下情况可以拨打 119。 

１ 在家里使用暖房等燃烧器具头痛时 

２ 道路因冒水开口时 

３ 因强风屋顶、看板要吹飞时 

４ 路上洒有油时 

５ 河里漂着油时 

６ 小孩锁了厕所门打不开时 

７ 楼里或外边有煤气味时 

８ 脚夹在自行车车轮里不能拔出来时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消防局 指令科 消防电话服务【消防テレホンサービス】 

邮编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南町 20-7 

电话：044-211-0119 

传真：044-223-2654 

邮箱地址：84sire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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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避难所的情况。 

23－（３）  

提问 想了解指定避难所、指定紧急避难地点的情况。 

 

回答  关于指定避难所 

“指定避难所”，是指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在遇到灾害无法继续住在家中时，

进行避难生活的指定地点。地点以市内的市立中小学等为主。 

请在川崎市防灾地图上确认您住处附近的“指定避难所”。 

 

关于指定紧急避难地点 

“指定紧急避难地点”， 是指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在遇到紧迫的灾害时可以

暂时逃离危险的指定地点。具体根据灾害的种类（洪水、山崩、泥石流以及滑

坡、风暴潮、地震、海啸、大规模火灾、内河泛滥、火山现象等）来指定不同

地点。以市内的市立中小学等、以及广域避难地点为主。 

 

备考 ※请注意，根据灾害的种类，有些设施内会限定具体避难场所。 

 

相关网页 川崎市防灾地图[日语] 

http://kawasaki.geocloud.jp/webgis/?mp=131 

准备，川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170/page/0000015861.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总务企划局 危机管理室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 番地 

电话：044-200-2795 

传真：044-200-3972 

电子邮箱：17kik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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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川崎市是否有提供液体化【液状化】灾害分布图【ハザードマップ】? 

23－

（４） 
 

提问 川崎市是否有提供液体化【液状化】灾害分布图【ハザードマップ】? 

回答  平成 20～21年度实施的川崎市地震受灾假设调查中作为调查项目进行了液体化灾害

【液状化被害】的推测,并把结果刊载在下列主页上。 

 特别是，有关因由受灾程度最大的川崎市直下型地震而造成的液体化危险度分布，

根据每町丁目，会放大来表示。 

相关网

页 

有关川崎市地震受灾的推测[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53bosai/home/lib/higai/jisin2010.htm 

 多语种生活指南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川崎市的多语种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25zinken/home/gaikoku/info/index.htm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日语] 

http://www.kian.or.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总务局危机管理室 

电话 044-200-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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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关于火灾等灾害发生的情况。 

23－（５）  

提问 想了解关于火灾等灾害发生的情况。 

 

回答  关于在市内发生灾害时的状况，每次发生，可以随时通过川崎市网站里的「消防

信息」或使用电话的「消防电话服务」进行通知。 

另外，还可以通过使用「简讯信息川崎」服务，用移动电话的电子信箱来获取各

市区出动消防车较多的灾害信息。 

 

备考  

相关网页 灾害发生状況[日语] 

https://sc.city.kawasaki.jp/saigai/index.htm 

川崎市官方网站・简讯信息川崎[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i/category/50-8-0-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消防电话服务 

电话：044-2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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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想了解防灾行政无线的警笛的相关事宜。 

23－

（６） 
 

提问 想了解防灾行政无线的警笛的相关事宜。 

回答  发生下述紧急事态时，同时警报系统防灾行政无线的屋外接收机的喇叭会发出警笛以

通知。 

警笛鸣起时，请在电视或电台、主页等媒体获取市和县、国家发出的正确情报，并沉

着冷静的行动。 

 

1  避难指示、避难劝告 

  请到避难所等安全的场所避难。 

  警笛：鸣笛 60秒 

 

2  海啸情报 

  请立即远离海和河，到海啸避难设施等安全的场所避难。 

(1)  大海啸警报 

警笛：鸣笛 3秒→间隔 2秒→鸣笛 3秒 

(2)  海啸警报 

警笛：鸣笛 5秒→间隔 6秒→鸣笛 5秒 

(3)  海啸注意警报 

警笛：鸣笛 10秒→间隔 2秒→鸣笛 10秒 

 

3  东海地震情报发表（发出警戒宣言令） 

  请留意电视或电台上的情报，沉着冷静的行动。 

  警笛：鸣笛 45秒 

 

4  国民保护（弹道导弹情报、航空攻击情报、游击/特种部队攻击情报、大规模恐怖

事件情报） 

  请在室内避难，并留意电视或电台上的情报，沉着冷静的行动。 

  警笛：鸣笛 14秒 

（与其他情况的警笛声不同。） 

备考 同时警报系统防灾行政无线的屋外接收机设置在被认定需要设置的地点，即市内的避

难所及广域避难地点、地势险峻地点、大车站的站前广场、海岸等地。 

  屋外接收机的喇叭发出的广播声，可能因为居住地的地理条件或气象条件、建筑物

的状况等影响，有时会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屋外接收机的声音时，可以通过防灾电话服务在电话里听取情况，请加以

利用。 

  此外，川崎市还通过向手机等发送邮件、川崎市的主页、神奈川电视台/有线电视

的电视转播、川崎 FM的广播、紧急速报邮件、推特（Twitter）等各种媒体，提供灾

害等的情报信息。 

 

详细情况如下，敬请阅览并加以利用。 

 

1  防灾电话服务 

    可以在电话里反复多次的听取防灾行政无线屋外接收机广播的内容。 

・请从神奈川县内的一般加入电话、公用电话等拨打：0120-910-174（免费） 

・手机、PHS等打不通上面的电话时请该打：044-245-8870（要花通话费） 

 

2  电子邮件（川崎邮件新闻“防灾、气象情报”） 

  川崎邮件新闻，是川崎市根据使用者的要求，用邮件发送各种通知的一项服务。防



 188 

灾、气象情报作为其中一项，向使用者发送川崎市的紧急情报、地震情报、气象警报

/注意报、天气预报等。 

  登录方法是给下面的邮箱发一个空邮件，然后就会有一封记载着登录网页网址的回

信邮件，请在该网址中设定您需要的情报信息。 

・使用电脑登录：mailnews@k-mail.city.kawasaki.jp 

・使用手机登录：mailnews-m@k-mail.city.kawasaki.jp 

（ 详 细 信 息 请 在 川 崎 市 的 主 页 参 阅 网 页 “ 川 崎 邮 件 新 闻 ”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i/category/50-8-0-0-0-0-0-0-0-0.html)） 

 

3  川崎市主页（防灾情报综合网站） 

  这是一个刊载防灾、灾害情报的网页，川崎市内发生灾害时可以在这里查看市内的

受灾情况和避难所的开设情况等。网址如下。 

・使用电脑访问网址  http://portal.kikikanri.city.kawasaki.jp/ 

・使用手机访问网址  http://portal.kikikanri.city.kawasaki.jp/m/ 

 

4  神奈川电视台/有线电视 

  通过神奈川电视台（3频道）或有线电视的电视转播，向市民传达防灾气象情报或

来自川崎市的通知。 

  通过单波段转播也可以看到神奈川电视台。 

 

5  川崎 FM（川崎市民广播）调频：79．1MHz 

  交流广播局平时广播与区域息息相关的生活方面的情报，遇到灾害时会播放与灾害

相关的情报。 

 

6  紧急速报邮件 

  紧急速报邮件，是在紧急时向 NTT DoCoMo、au、Softbank移动和 Y!移动的对应机

种一齐发送的邮件，并且不受灾害时通信限制等的影响。此外，不需要事先登录电话

号码或邮箱地址，接收也不花费用。 

 

7  推特（Twitter） 

  推特（Twitter）作为社交媒体之一正在不断普及，我们也用它来发布情报。用户

名和网址如下。 

・用户名 kawasaki_bousai  

・网址 http://twitter.com/kawasaki_bousai 

咨询处 总务企划局 危机管理室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857 

传真：044-200-3972 

电子邮箱：17kik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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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关于紧急警报电子邮 

23-（7）  

提问 关于紧急警报电子邮件。 

 

回答  在川崎市，从 2011/7/27开始使用紧急速报电子邮件，提供避难指示和灾害信息等

信息。 紧急警报电子邮件在受灾难以通信时，通过使用移动电话或智能手机，向受

灾区域及时迅速通知有关民事保护、 疏散和紧急信息。 此外，接收紧急警报邮件

不需事先登录，而且免费接收。  

 [让你知道的信息： 当本市属于受灾地区的时候，会以紧急警报电子邮件提供信息

情报。 

 ・有关地震和海啸的海啸预警、 东海地震预报信息 

 ・有关保护国民的信息如弹道导弹，大型的恐怖袭击，国土入侵，航空袭击 

 ・有关避难劝告、避难指示、避难准备等有关避难信息 

 除此之外认为有必要保护公民的生命、 健康、财产和其他紧迫的信息 (例如，泥

沙灾害预警信息，指定河流的洪水预测等) 

 另，市综合防灾培训、训练也会提供电子邮件。 

  [紧急警报电子邮件的称呼] 

 每个电信运营商有不同的名称。  

 ・NTT DoCoMo： 地区邮件 

 ・au及软银移动： 紧急警报电子邮件灾难和疏散避难信息 

备考 ・由于移动电话局的关系，近郊的居民有可能也会首到紧急警报信息。 

・紧急警报电子邮件是由市移动电话局同时发布信息，市政府不收集任何电话号码

或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你正在使用移动电话通话或数据包通信，又或移动电话信号不强的时候，有

可能收不到紧急警报电子邮件。 

 ・没有接收到的紧急警报电子邮件，不再重发。 

 ・有的移动手机型号，要接收紧急警报电子邮件，可能要设置或下载应用程序。 

 ・根据移动手机型号，在静默模式或公共（驱动器）模式下，接收紧急警报电子邮

件时，可以设置铃声的有无。 

相关网页  NTT docomo 对应机种（NTT DoCoMo公司网站）[日语] 

http://www.nttdocomo.co.jp/service/safety/areamail/compatible_model/ 

NTT docomo的接收与来电音声的设定（NTT DoCoMo公司网站）[日语] 

http://www.nttdocomo.co.jp/service/safety/areamail/usage/ 

软银移动的对应机种（软银移动 SoftbankMobile公司网站）[日语] 

http://mb.softbank.jp/mb/service/urgent_news/models/ 

软银移动的接收设定（软银移动 SoftbankMobile公司网站）[日语] 

http://mb.softbank.jp/mb/service/urgent_news/howto/ 

au的对应机种（au公司网站。）[日语] 

https://www.au.com/mobile/anti-disaster/kinkyu-sokuho/enabled-device/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总务企画局 危机管理室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番地 

電話：044-200-2856 

传真：044-200-3972 

电子邮箱：17kiki@city.kawasaki.jp 

 

http://www.nttdocomo.co.jp/service/safety/areamail/compatible_model/
http://www.nttdocomo.co.jp/service/safety/areamail/usage/
http://mb.softbank.jp/mb/service/urgent_news/models/
http://mb.softbank.jp/mb/service/urgent_news/howto/
https://www.au.com/mobile/anti-disaster/kinkyu-sokuho/enabled-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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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想了解发生灾害时怎样确保儿童、学生的安全 

23-(8)  

提问 想了解发生灾害时怎样确保儿童、学生的安全 

回答  临时休假 

当川崎市地区发生 5级以上地震时，第二天全市一起临时休假。但如果发生在上班

上学前，当天也临时休假。 

发生在假日或假日前一天（例：星期五）时，假日结束后的工作日临时休假。另外， 

假日结束后的工作日正好学校放假时（放暑假或补休等），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全部

停止。 

 

放学 

当儿童、学生在学校时，川崎市地区发生 5级以上地震，原则上小学、特別支援学

校的所有儿童、学生由学校交给家长直接领回。另外，中学，高中与家长事先商量

后，采取双方同意的方法放学。 

 

挂暴风警报时 

由于刮台风等，早上 6点不仅是川崎市，神奈川县内任何一个市町村挂暴风警报时，

那天就休假。临时休假时，「わくわくプラザ」也停止营业。 

 

备考 教育委员会指导课 电话：044－200－3286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教育委员会 学校教育部 指导课   

邮政编码 210-0004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6番地 

电话：044-200-3286 

传真：044-200-2853 

电子邮箱：88sidou@city.kawasaki.jp 

mailto:88sido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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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艺术·音乐·文化·体育 

（１）想了解川崎市立图书馆的地点和休馆日以及开馆时间等。 

24－（１） 图书馆・市民馆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立图书馆的地点和休馆日以及开馆时间等。 

回答  川崎市立图书馆、分馆、阅览所的开馆时间、休馆日、地点如下。 

 

１ 市立图书馆 

  (1) 开馆时间 

    a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9 点 30 分～下午 7 点(中原图书馆 上午 9 点 30

分～下午 9点) 

    b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上午 9点 30分～下午 5 点 

  (2) 休馆日 

    a 第 3个星期一(逢馆内检点日、法定假日时开馆,翌日休馆) 

    b 特别整理期间 

    c 12月 29日～1月 4日 

    d其他 

  (3) 地点 

    a 川崎图书馆：川崎区站前本町 12-1タワーリバーク 4 楼  

电话：044-200-7011 

    b 幸图书馆：幸区户手本町 1-11-2           

电话：044-541-3915 

    c 中原图书馆：中原区小杉町 3-1301            

电话：044-722-4932 

    d 高津图书馆：高津区沟口【溝口】4-16-3            

电话：044-822-2413 

    e 宫前图书馆：宫前区宫前平 2-20-4           

电话：044-888-3918 

    f 多摩图书馆：多摩区登户 1775-1            

电话：044-935-3400 

    g 麻生图书馆：麻生区万福寺 1-5-2            

电话：044-951-1305 

 

２ 市立图书馆分馆 

  (1) 开馆时间 

    a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10点～下午 6点 

    b 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 上午 10点～下午 5点 

  (2) 休馆时间 

    a 第 3个星期一(逢馆内检点日、法定假日时开馆,翌日休馆) 

    b 特别整理期间 

    c 12月 29日～1月 4日 

    d其他 

 (3) 地点 

    a 川崎图书馆大师分馆：川崎区大师站前 1-1-5川崎大師パークホームズ

2楼  

电话：044-266-3550 

    b 川崎图书馆田岛分馆：川崎区追分町 16-1 カルナーザ川崎 4楼 

电话：044-333-9120 

    c 幸图书馆日吉分馆：幸区南加濑 1-7-17(日吉合同厅舍内)  

电话：044-587-1491 

    d 高津图书馆橘 分馆：高津区久末 2012-1             

电话：044-788-1531 

    e 麻生图书馆柿生分馆：麻生区片平 3-3-1(柿生小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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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4-986-6470 

 

３ 阅览所 

   (1) 开馆时间：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 10点～下午 5点 

   (2) 休馆日 ：星期一、法定假日、馆内特别整理日、12 月 29 日～1 月

4日、    

其他                  

   (3) 地点 ：多摩图书馆菅阅览所:多摩区  3-1-1 KTプラザ 3楼  

电话：044-946-3271 

相关网页 川崎市立图书馆主页 [日语] 

 http://www.library.city.kawasaki.jp/index.html 

 川崎市立图书馆主页图书馆地图 [日语] 

 http://www.library.city.kawasaki.jp/riyou_libmap/libmap.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图书馆 电话：044-200-7011  

大师分馆 电话：044-266-3550 

田岛分馆 电话：044-333-9120 

幸 图书馆 电话：044-541-3915   

日吉分馆 电话：044-587-1491 

中原图书馆 电话：044-722-4932 

高津图书馆 电话：044-822-2413  

橘 分馆 电话：044-788-1531 

宫前图书馆 电话：044-888-3918 

多摩图书馆 电话：044-935-3400  

菅阅览所 电话：044-946-3271 

麻生图书馆 电话：044-951-1305 

柿生分馆  电话：044-986-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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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市·区内的观光场所、游览路线、住宿设施等的所在地及概要。 

24－（３）  

提问 想了解市·区内的观光场所、游览路线、住宿设施等的所在地及概要。 

回答  川崎市观光协会（电话 044－544－8229）将为您介绍观光胜地等。 

此外，在于 AZERIA 地下街（アゼリア地下街）的川崎市观光案内所（营业时

间 10：00～17：00）也在介绍市内的观光信息。 

除此之外设置在川崎车站东西自由通路的观光信息区以及川崎市观光协会网

站（相关 URL）里面也可以阅览。 

各设施的详情，请参见（相关 URL）。 

相关网页 设施介绍[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 

 川崎市观光协会连合会主页[日语] 

 http://k-kankou.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 经济劳动局产业振兴部商业观光科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车站前本町 11-2 川崎 FRONTIA大楼（川崎フロン

ティアビル）10楼 

电话：044-200-2329 

传真：044-200-3920 

电子邮件地址：28syogyo@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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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川崎临海地区可以烧烤的公园。 

24－（４）  

提问 想了解川崎临海地区可以烧烤的公园 

 

回答  川崎临海地区东扇岛的中公园和 2008 年 4月 26日开放的东公园里有烧烤设

施。这两个公园的烧烤设施，8月 1起可以从交流网络（公共设施利用预约系

统）【ふれあいネット（公共施設利用予約システム）】查看是否有空缺或参与

报名抽签，详情请参阅有关网站。 

 另东公园除了烧烤设施外，还有狗狗广场，多用途广场，草坪广场，歇息小

丘，儿童广场，海风甲板，人工沙滩等，已成为许多市民的休息场所。 

 

备考  

相关网页 东扇岛东公园与中公园的烧烤场的报名请参阅交流网络（公共设施利用预约系

统）【ふれあいネット（公共施設利用予約システム）】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80/page/0000034808.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邮政编码 210-0869 

川崎市川崎区东扇岛 58-1 

东扇岛东公园管理事务所 

電話・传真 044-288-5523 

 受理时间 

 上午 8:30-下午 21:00 

 （除 12月 29日～1月 3日、 上午 10:00-下午 15:00） 

 



 195 

 返回目次 

（６）想了解川崎市营网球场的预约状况。 

24 －

（６）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营网球场的预约状况 

 

回答  请直接向各设施询问，而设施 1～6，请查阅交流网络（公共设施利用预约系统）【ふ

れあいネット（公共施設利用予約システム）】 。  

 

1 大师网球场 【大師テニスコート】 

2 富士见网球场【富士見テニスコート】 

3 等等力网球场【等々力テニスコート】 

4 川崎市多摩体育运动中心网球场【川崎市多摩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テニスコート】 

5 鸢池网球场 【とんびいけテニスコート】 

6 川崎マリエン网球场【川崎マリエンテニスコート】 

 

各设施的详细利用方法，请参阅主页(相关 URL)。 

备考  

相关网

页 

网球场【テニスコー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25-12-0-0-0-0-0-0-0-0.html 

交流网主页【ふれあいネットホームページ】［日语］ 

https://www.fureai-net.city.kawasaki.jp/index.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交流网运用中心【ふれあいネット運用センター】    

电话：044-741-3345  

川崎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川崎区役道路公園センター】(大师、富士见网球场【大

師、富士見テニスコート】）   

电话：044-244-3206  

中原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中原区役道路公園センター】(等等力网球场【等々力テ

ニスコート】）   

电话：044-788-2311  

多摩体育运动中心【多摩スポーツセンター】(川崎市多摩体育运动中心网球场【川

崎市多摩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テニスコート】）  

电话：044-946-6030  

麻生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麻生区役道路公園センター】(鸢池网球场【とんびいけ

テニスコート】）  

电话：044-954-0505 

川崎港振兴协会(川崎マリエン网球场【川崎マリエンテニスコート】）   

电话：044-287-6000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25-12-0-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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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想了解川崎市民之歌“我爱你，川崎，爱的城市！”。 

24－（７）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民之歌“我爱你，川崎，爱的城市！”。 

回答  川崎市民之歌《我爱你，川崎，爱的城市！》是为纪念川崎实行市制 60周年

（1984年，昭和 59年）创作的歌曲，是任何一位市民都可以轻松吟唱，阳光、

快乐、充满希望的“市民之歌”。其宗旨是市民通过共同的音乐，提高家乡意

识，强化市民间相互交融的纽带关系，为构筑新的城市发挥作用。 

歌词是通过一般的公开征集（应征总数 156篇），由三田太一和其他 4人组成

的审查委员会“市民之歌选定委员会”通过审查决定，并于 1984年 11月 3日

（文化之日）发表的。 

作词肥后义子，作曲山本直纯。 

现在作为垃圾车的旋律而被周知和喜爱。 

歌曲及旋律收录在《音乐城精选—我爱川崎—》中，这是由“音乐之城—川崎”

推进协议会以川崎为主题制作的乐曲（共 17首）专辑，每张 1,500日元，如

需购买和咨询，请与该协议会联系。此外，市立图书馆目前出借此 CD。 

关于乐谱（合唱用），市民、儿童局市民文化室正在分发，有需要者请咨询。 

相关网页 “音乐之城—川崎”推进协议会主页[日语] 

http://www.ongakunomachi.jp/  

咨询处 市民文化局市民文化室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駅前本町 11-2 川崎フロンティアビル 9楼 

电话：044-200-2030 044-200-3725  

传真：044-200-3248  

邮件地址：25bunka@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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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终生学习、教育、学校(入学·转学)、图书馆·市民馆 

（１）对学校供餐有过敏症的儿童的对策。 

25－（１）  

提问 对学校供餐有过敏症的儿童的对策。 

 

回答  在川崎市，只要提交医生的诊断书学校生活管理指导表（过敏性疾病用），学

校就会采取相应对策。对于必需去除的食品，有标签标明容易过敏的 7种物质

(鸡蛋·牛奶·小麦·虾·蟹·花生·荞麦)，没有实行替代食品。另外本市中

小学的供餐不用蟹，花生，荞麦。 

对于有食物过敏的学生家庭，各学校的校长·教头·学年担任·养护教官·营

养教师·学校营养职员（学校供餐中心送餐的学校，有供餐中心的营养士）等

与家长面谈，学校供餐调理员·校医与家长携手采取对策。 

由于考虑到小学・特別支援学校的设施设备、人员，上述的 7种食品的对应方

法，由各校讨论决定。 

尽量把食物过敏的食谱集中到一起烹饪，不设定每种材料不同的食谱及烹饪方

法，必须去除的几种食物材料全部去除，只做一种料理，提供给所有食物过敏

的学生。 

学校供餐中心对去除食物的烹饪方法，在学校供餐中心内有专门给去除过敏食

物烹饪的地方，煮好的食物放进专门的食物罐里，送到学校。 

高中学校定時制的夜間供餐，没有实施去除食品的对策，有需要的话，对引起

过敏的食物的使用，提供信息。 

 

关于「川崎市立学校对患有食物过敏的儿童、学生的对策指南」请参阅下记关

联网页。 

备考  

相关网页 川崎市立学校对患有食物过敏的儿童、学生的对策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0/page/0000044727.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教育委员会 健康供餐推进室  供餐担当 

邮政编码 210-0004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6番地 

電話：044-200-3297 

传真：044-200-2853 

电子邮箱：88kyusyok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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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２）想了解关于国际交流中心的地点、业务内容的信息。 

25－

（２） 
 

提问 想了解关于国际交流中心的地点、业务内容的信息。 

回答  不仅可以利用会议室等，我们还有外国人咨询窗口、信息提供、活动举办等服务。 

 

1 设施内容：会议室、特别会议室、特别接待室、会馆、会客室、交流沙龙、娱乐室、

料理室、 

茶室、图书/资料室、信息大厅、画廊、酒店、活动广场 

2 利用时间：上午 9:00-下午 9：00 

3 休馆日：12月 29日-1月 3日，维护检查日 

4 所在地：中原区木月祇园町 2-2 

5 路线：在东横线元住吉町站下车 步行 10 分钟 

6 必要事项：申请设施时，需要进行交流网站使用者登录。关于住址、使用费等，请

参照主页（相关 URL）。 

 

相关网

页 

川崎国际交流中心[日语] 

http://www.kian.or.jp/ 

川崎市国际中心条例[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1/11871/ 

jorei.pdf 

咨询处 国际交流中心 电话：044-435-7000 

 

http://www.city.kawasaki.jp/templates/faq/cmsfiles/contents/0000011/11871/


 199 

返回目次 

（３）想了解小学·中学的学区划分。 

25－（３）  

提问 想了解小学·中学的学区划分。 

回答  关于川崎市立小学•中学的学区划分，请参阅主页(相关 URL)。能够确认各区

町丁名的五十音顺序、各区学校名的五十音顺序和学校一览表。 

在入学·转学的分类里有与「转学手续【学校変更の手続き】」「搬迁时的转

学手续【引越しに伴う転校の手続き】」相关的 FAQ，请参阅。 

相关网页 小中学的上学区域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8/88kikaku/home/gakku/gakku.htm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教育委员会  企画科 电话：044-200-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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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环境·公害·公园、垃圾·再利用 

（１）想了解大件垃圾的丢弃方法。 

26－

（１） 
 

提问 想了解大件垃圾的丢弃方法。 

回答  大件垃圾的收集是收费的。 

含有金属的物件 30cm以上，不含金属的物件 50cm以上为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的丢弃方法如下： 

1提出收集申请 

2购买大件垃圾处理券 

3在收集日贴附大件垃圾处理标签并把垃圾放至指定收集地点 

 

1 提出收集申请 

 

对所要丢弃的大件垃圾的最长部位进行测量后再提出申请。 

申请时工作人员会向您介绍处理手续费、收集日、受理编号等。此外还要确认收集

场所。 

 

请对应所居住的各社区，在收集日的 3 天前（12月 31日-1月 3日、周六、周日除

外）提出申请。申请者多的情况下，可能被安排至下一个收集日，请尽早提出申请。 

  

申请窗口 

川崎市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44-930-5300 

周一-周六 上午 8:00-下午 16:45（12月 31日-1月 3日、周日除外） 

网上【大件垃圾的收集申请】（电子申请服务“网络窗口川崎”） 

全年无休/24 小时受理 

http://www.city.kawasaki.jp/e-guide/ 

传真 

听觉障碍者专用 

传真：044-930-5310  

 

（请参照下述咨询处和相关主页。） 

 

2 购买大件垃圾处理券 

 

大件垃圾处理手续费按照垃圾的长度等分为 2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 3种。 

请按申请时确认的金额数购买“川崎市大件垃圾处理券”。 

关于“大件垃圾处理手续费减免申请（美化活动、生活保护家庭等）”，请直接向生

活环境事业所咨询。 

（关于实施管辖的生活环境事业所，请参照下述相关主页。） 

 

购买地点 

市内便利店、市内邮局（邮储银行）  

 

可购买的便利店： 

社区店、OK 便利店、Sunkus便利店、Three-F便利店、7-11便利店、每日山崎、

山崎每日店、全家便利商店、POPLAR店铺、MINISTOP便利店、罗森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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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收集日贴附大件垃圾处理标签并把垃圾送至垃圾箱等处。 

 

请在“大件垃圾处理标签”上填写“姓名”或“受理编号”，以及收集日期，贴在

大件垃圾上容易看到的地方。 

请在申请时确认的收集日的早上 8点之前将垃圾送到确认好的收集地点。 

备考 关于未满 30cm的金属制品（包括“伞、钢丝衣架”），请作为“小型金属”，在与大

件垃圾相同的收集日将其丢弃到空罐、塑料瓶的收集场。不用申请、免费收集。 

 

还可使用区分垃圾的软件 

此软件可搜索资源与垃圾的区分，设置收集日的提醒，里面还有小知识，3R 智力

游戏等。 

相关网

页 

网上（网络窗口川崎）申请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e-guide/ 

大件垃圾的收集申请[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23059.html 

关于收集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12719.html 

生活环境事业所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05226.html 

区分垃圾的软件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75059.html 

咨询处 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44-930-5300 

环境局生活环境部收集计划课 电话：044-200-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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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电脑的处理方法（处理、再利用）。 

26－（２）  

提问 想了解电脑的处理方法（处理、再利用）。 

回答  家庭用电脑开始再利用，由电脑厂家进行回收，因此从平成 15 年 10月 1日起

市里不再进行电脑回收。 

电脑的回收请向厂家咨询。 

没有电脑再利用标志【ＰＣリサイクルマーク】时，电脑的回收·再利用需要

付费。根据电脑形状、厂家其价格有所不同。 

具体情况请向下列联系处进行咨询。 

相关网页 有限责任中间法人电脑 3R推进中心[日语・英语] 

 http://www.pc3r.jp/ 

咨询处 １ 有限责任中间法人电脑 3R推进中心 电话:03-5282-7685 

２ 各电脑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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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知道旧自行车销售店的情况。 

26－（３）  

提问 想知道旧自行车销售店的情况。 

回答  在川崎市内有旧自行车的销售商店。 

关于各区的旧自行车销售店，建设緑政局自行车对策室进行询问。 

备考 因旧自行车不能直接向市民转让，所以请直接向各店进行询问。 

相关网页 旧自行车[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8-5-7-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建设緑政局 自行车对策室     电话：044-20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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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生田绿地等富有特色的公园的概要。 

26 －

（４） 
 

提问 想了解生田绿地等富有特色的公园的概要。 

回答  川崎市内的主要公园、绿地如下。关于各设施的详细信息及其他公园、绿地，请参

照主页（相关 URL）。 

相关网

页 

大师公园（川崎区大师公园 1）[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3-0-0-0-0-0-0-0-0.html 

梦见崎动物公园（幸区南加濑 1-2-1）[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26-0-0-0-0-0-0-0-0.html 

中原平和公园（中原区木月住吉町 33-1）[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14-0-0-0-0-0-0-0-0.html 

王禅寺故乡公园（麻生区王禅寺 528-1）[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4-0-0-0-0-0-0-0-0.html 

等等力绿地（中原区等等力 1）[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11-0-0-0-0-0-0-0-0.html 

生田绿地（多摩区枡形 6、7丁目及其他）[日语] 

http://www.ikutaryokuti.jp/ 

多摩川绿地（川崎区殿町 1丁目至多摩区菅野户吕间的河岸开阔地）[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20-0-0-0-0-0-0-0-0.html 

咨询处 

 

 

建设绿政局 绿政部 绿之企划管理课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町 12-1 川崎站前 Tower Rebark 17 楼 电话：

044-200-2394 传真：044-200-3973 邮件地址：53mikika@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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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了解家庭产生的废纸类（报纸、杂志、纸箱等）、废布类（旧衣服、旧布等）、生料

瓶（可回收瓶）等垃圾的丢弃方法。 

26 －

（５） 
 

提问 想了解家庭产生的废纸类（报纸、杂志、纸箱等）、废布类（旧衣服、旧布等）、

生料瓶（可回收瓶）等垃圾的丢弃方法 

回答  有关详细信息，请居住地的生活环境事业所咨询。咨询时请告知详细住址（〇〇区

△△〇丁目〇番〇号，集体住宅的话要详细到名称）。为了防止第三者把资源垃圾

带走，报纸/杂志/纸箱等废纸类、旧衣服等布类、啤酒瓶等瓶类的回收日及回收地

点，不在网上公布。请给与理解，协助。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 044-266-5747 

邮件地址 30nanse@city.kawasaki.jp 

（负责地区）川崎区内的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的负责地区以外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 044-541-2043 

邮件地址 30kawase@city.kawasaki.jp 

（负责地区）川崎区旭町、池田、砂子、駅前本町、榎町、小川町、貝塚、京町 1・

2丁目、境町、下並木、新川通、鈴木町、堤根、日進町、東田町、富士見、堀之

内町、本町、港町、南町、宮本町、宮前町、元木 

幸区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 044-411-9220 

邮件地址 30nakase@city.kawasaki.jp 

（负责地区）中原区 

 

【宮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 044-866-9131 

邮件地址 30miyase@city.kawasaki.jp 

（负责地区）高津区・宮前区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 044-933-4111 

邮件地址 30tamase@city.kawasaki.jp 

（负责地区）多摩区・麻生区 

 

相关网

页 

关于资源集团回收事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6-6-0-0-0.html 

咨询处 环境局 生活环境部 减量推进课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579 传真：044-200-3923 邮件地址：30genryo@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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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想了解垃圾的分类方法。 

26 －

（６） 
 

提问 想了解垃圾的分类方法。 

回答  川崎市现按一下分类回收垃圾 

・ 普通垃圾 

・ 资源垃圾(空罐、塑料瓶、空瓶、使用完毕的干电池) 

・ 粗大垃圾 

・ 小件金属 

・ 杂纸 

・ 塑料容器包装（2013年 9月起在全市进行实施） 

 

报纸，杂志，纸箱等市里不予回收。请交给地域资源集团回收。 

 

有关详细分类请参照以下链接“垃圾和资源物的分类方法・丢弃方法” 

 

还可使用区分垃圾的软件 

此软件可搜索资源与垃圾的区分，设置收集日的提醒，里面还有小知识，3R 智力

游戏等。 

相关网

页 

有关资源集团回收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6-6-0-0-0.html 

垃圾和资源物的分类方法·丢弃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0-0-0-0-0.html 

区分垃圾的软件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75059.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上午 8点～下午 4点 45分 

休息日：星期日·年末年初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266-5747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541-2043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411-9220 

宫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866-9131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93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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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想知道家庭垃圾中金属制品的投放方法。 

26 －

（７） 
 

提问 想知道家庭垃圾中金属制品的投放方法。 

回答  １以最长边的长度分辨金属制品或是粗大垃圾 

 分类： 

30厘米未満 → 金属制品 

30厘米以上 → 粗大垃圾 

（烹饪器具测量，不包括手柄） 

（伞无论大小都属于金属小件） 

 

丢弃金属小件的方法 

不需要申请 

不花任何费用 

一个月有两回收集日 

请在 8点之前把空罐以及塑料瓶丢弃在收集站 

折弯，切断后，若未满 30厘米，也可作为「金属小件」进行丢弃 

注意 

刀具等的危险物品，请用厚纸包好，并写上「危险」字样 

请取下干电池、电灯泡等附属部件后进行丢弃 

 

丢弃粗大垃圾的方法 

需要申请 

一个月有两回收集日 

根据大小不同会有手续费的发生（200 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 

 

申请 

购买相当于手续费的处理券 

收集日当天早上 8点之前贴上处理券丢弃 

 

申请处： 

粗大垃圾受理中心 

044-930-5300 上午 8点 00分～下午 4点 45分／星期日、12/31～1/3除外） 

网页窗口川崎 

（24小时年中無休） 

关于手续费，请参考以下网页 

 

还可使用区分垃圾的软件 

此软件可搜索资源与垃圾的区分，设置收集日的提醒，里面还有小知识，3R 智力

游戏等。 

相关网

页 

金属制品[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7-0-0-0-0.html 

粗大垃圾[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12773.html 

区分垃圾的软件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75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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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266-5747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541-2043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411-9220 

宫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866-9131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933-4111 

粗大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44-930-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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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想知道一般垃圾和可回收资源垃圾的收集日 

26－（10）  

提问 想知道一般垃圾和可回收资源垃圾的收集日 

回答  一般垃圾・可回收资源垃圾的收集日等如下。 

但是，年末年初的收集日另外公开。 

每个区域的收集日请参阅以下有关网页。 

 

普通垃圾 

每周两天。星期一・四，星期二・五或星期三・六。假期也会收集。 

空罐子、塑料瓶和空瓶・已使用过的干电池 

混合纸 

塑料制容器包装 

分别在周一～周六中每周一次。节日也会收集。 

小型金属品 

每月两次。假期也会收集。 

 

大型垃圾 

每月 2次。节日也收集。 

关于收集日，请在申请时确认。 

大型垃圾受理中心的接待 

周一～周六（12月 31日～1月 3日，周日除外） 

 

还可使用区分垃圾的软件 

此软件可搜索资源与垃圾的区分，设置收集日的提醒，里面还有小知识，3R

智力游戏等。 

相关网页 可回收和垃圾的分类方法・处理方法[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4-1-23-1-1-0-0-0-0-0.

html 

关于收集日[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12719.html 

 

区分垃圾的软件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75059.html 

咨询处 

 

 

 

 

受理时间：周一～周六  上午 8点～下午 4点 45分 

假日：周日、年末年初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266-5747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541-2043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411-9220 

宫前的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866-9131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93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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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可以在多摩川河岸进行烧烤吗？ 

26－（11）  

提问 可以在多摩川河岸进行烧烤吗？ 

回答  川崎市于 2011年 4月 1日，在二子桥周边的多摩川河岸（川崎市高津区瀬田

地内）开设有烧烤广场。在多摩川河岸举行烧烤时，请利用多摩川绿地烧烤广

场。 

【多摩川绿地烧烤广场】 

地点    二子桥周边多摩川河岸（川崎市高津区瀬田地内） 

东急田园都市线、大井町线二子新地站徒步约 5分钟 

使用费用    每人 500日元（中学生以上） 

利用时间  4月-9月 9:00-18:00（入场到 15:00为止） 

10月-3 月 9:00-16:00（入场到 13:00 为止） 

咨询方式  0120－256－889（太平洋总业服务株式会社） 

※ 不予受理设施预约（出租器具除外），请当天在现场受理后入场。 

※ 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页。 

※ 临近的停车场（瀬田河岸停车场）只有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开放。 

此外，停车场并不是烧烤广场专用的，请予以了解。 

 

另外，关于烧烤广场之外的川崎市管理的多摩川绿地，川崎市都市公园条例规

定不能使用火具，因此不能进行烧烤。（川崎市都市公园条例规定，除指定场

所以外，川崎市内的公园绿地禁止使用火具。） 

 

此外，除多摩川河岸外，在川崎区的东扇岛东公园、东扇岛中公园里也有可以

举行烧烤的地点。 

 

除了由川崎市管理的多摩川绿地以外，其他地点主要是国土交通省的管理地。

关于使用方法请咨询国土交通省田园调布办事处（多摩川的比东名高速公路更

下游的部分属其管理）和国土交通省多摩办事处（从东名高速公路至浅川合流

点的部分属其管理）。 

相关网页 

 

多摩川绿地烧烤广场的指南请参阅这里[日语] 

http://www.tamagawa-bbq-area.com/ 

请在“交流网络”申请在东扇岛东公园以及中公园的烧烤[日语] 

https://www.fureai-net.city.kawasaki.jp/index.html 

关于多摩川河岸停车场请参阅这里。[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530/page/0000020718.html 

国土交通省京滨河川事务所主页[日语] 

http://www.ktr.mlit.go.jp/keihin/ 

https://www.fureai-net.city.kawasaki.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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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解梦见崎动物公园有哪些动物。 

26－（12）  

提问 想了解梦见崎动物公园有哪些动物。 

回答  梦见崎动物公园位于幸区西部，被街区环绕的一座高 31.5m的覆盖着自然林的

小山丘上。一年四季有各个季节的植物、野鸟和昆虫在这里享受自然，园内饲

育、展示着 62类、约 380种动物。以下记载一些主要的展示动物。关于其他

动物请参照主页（相关网页）。 

 

1  哈特曼山斑马 

2  环尾狐猴 

3  小熊猫 

4  洪堡企鹅 

5  捻角山羊 

相关网页 

 

梦见崎动物公园主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30-26-0-0-0-0-0-0-0-0

.html 

咨询处 

 

 

 

建设绿政局 绿政部 梦见崎动物公园  

212-0055 川崎市幸区南加瀬 1-2-1 

电话：044-588-4030 

传真：044-588-4043  

邮件地址：53yumemi@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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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想知道可以在公园放烟花吗。 

26-(13)  

提问 想知道可以在公园放烟花吗。 

回答  市面上卖的手拿着放的烟花，在不影响周围的情况下，可以燃放。但有可能危害他

人像火箭烟花等飞上天的烟花，鞭炮，禁止燃放。另外，燃放手拿着放的烟花时，

一定要准备装着水的小桶。请不要一边放烟花，一边喧哗，到处扔垃圾，影响附近

的居民及别的利用公园的人。此外，有的地区，也有禁止燃放烟花的公园，敬请理

解。 

备考  

相关网页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建设绿政局 绿政部 绿之企划管理课   

邮政编码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町 12-1  川崎站前 Tower Rebark 17 层  

电话：044-200-2394  

传真：044-200-3973  

邮件地址：53mikika@city.kawasaki.jp 

mailto:53mikika@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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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自来水【水道】·下水道、电·煤气 

（１）想请人修理自来水管道。 

27－（１）  

提问 想请人修理自来水管道。 

回答  关于自来水管道的修理，修理位置和内容不同，实施修理的业者也会不同。 

 

1道路上漏水由上下水道局修理，请与上下水道客户中心联系。 

2住宅用地发生漏水时，以下范围内由上下水道局负责修理，请与上下水道客户

中心联系。 

(1)住宅用地内到住宅周围 2米以内的水表间的范围 

(2)住宅用地内在住宅周围 2米以内没有水表的情况下，按住宅周围（离住宅）

2米以内的范围计算 

但是，水表口径小于 40毫米，且可以移设至住宅周围 2米范围内的情况下，按

到水表的范围计算 

(3)公寓等住宅用地内有多个水表的情况下，按住宅周围 1米以内的第 1个止水

栓的范围计算 

(4)公寓等住宅用地内有多个水表且第 1个止水栓不在住宅周围 1米以内的情况

下，按照住宅周围 1米以内的范围计算 

(注)（注）需委托上下水道局实施的漏水修理，请务必向上下水道客户中心申

请。此外，客户直接向指定供水设备施工业者申请修理时，日后即使向上下水

道局申请相关费用，上下水道局也不会予以支付。 

 

3上下水道局实施修理的范围（“1、2”）以外的漏水修理，请客户直接向指定

供水设备施工业者申请（这种情况下的修理收费）。 

（注）（注）关于指定供水设备施工业者，上下水道客户中心将予以介绍。此

外还可参阅上下水道局主页加以确认。 

 

4关于下述修理，上下水道客户中心不予受理。 

(1)关于水龙头、抽水马桶、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等的修理，请向指定供水设

备施工业者、设备经销店等咨询。 

(2)关于公寓楼或大厦的储水槽前面的供水设备的修理，请联系管理人或建筑物

所有人。 

此外，停电等情况发生时，请向电力公司咨询。 

 

5关于漏水范围及其他等有不明之处时，请与上下水道客户中心联系。此外关于

自来水管道的修理还可以参阅上下水道局主页加以确认。 

 

备考  

相关网页 自来水管道发生故障时［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ategory/225-10-6-0-0-0-0-0-0-0.html 

指定供水设备施工业者［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ategory/225-10-8-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上下水道客户中心 电话:0120-014-734 

           FAX ：044-200-0041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ategory/225-10-6-0-0-0-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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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想了解水费的支付方法。 

27 －

（２） 
 

提问 想了解水费的支付方法。 

回答 1  通过“银行账户转帐”支付 

(1) 从办理该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中自动转帐支付水费。 

(2) 转帐日是水表测值月的下个月 11 日(金融机构休息时是下一个营业日) 

(3) 在下次水表测值时交付“水费等已转帐完毕的通知”。 

(4) 申请方法： 

请在金融机构的窗口申请，或用“使用开始时的通知”中的回寄信封，将帐号转帐申 

请用邮寄送至上下水道局。 

(5) 申请时的必要资料： 

a 自来水号码（在“使用水量的通知书”或“水费等的收据”上有记载。) 

b 银行存折等能够明确帐户号码的资料 

c 在金融机构开户时使用的印章 

 

2  使用“缴纳通知书”付费 

在指定期限之内到办理该业务的金融机构、指定的 24小时便利店或上下水道局营业中 

心窗口支付。此外，也可通过网络用信用卡支付。 

如果事先与上下水道客服中心联系的话，水道局可以把缴纳通知书寄到自来水使用地址 

之外的地址。 

 

3 使用信用卡支付 

(1) 自动通过信用卡支付每次水费的系统。 

(2) 结算日是水表测值月的下个月的月初。 

(3) 有关信用卡支付的注意事项请阅览相关网址。 

(4) 申请方法： 

请通过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在网上申请。申请网站请阅览相关网址。 

(5) 申请所需资料： 

a “使用水量通知书”中所记载的“缴纳号码”和“确认号码” 

b 信用卡 

备考 银行账户转帐的申请表格在各金融机构的市内分所均有常备，此外只要联络上下水道客 

服中心，便会给您寄出表格。 

在申请之后短期内由于手续尚未完成时，可能还会给您寄出缴纳通知书。 

相关网

页 

信用卡支付的注意事项[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page/0000083922.html 

雅虎公共费用支付[日语] 

http://koukin.yahoo.co.jp/ 

咨询处 上下水道客服中心 

电话：044-200-3548 

传真：044-200-0041 

电子邮箱：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时间：年中无休 上午 8:30-晚上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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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次 

（３）用信用卡可以支付水费吗？ 

27－（３） 

提问 用信用卡可以支付水费吗？ 

回答  川崎市水道局从平成 24年 5月开始受理用卡支付水费。关于信用卡支付的相关

内容请参照网页 

相关网页 关于信用卡支付[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msfiles/contents/0000035/35839/info 

/kurezitto.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水道局服务推荐科 

电话：044-200-3123  传真：044-200-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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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入江崎温水游泳池(利用入江崎余热的游泳池)的情况。 

27－（４）  

提问 想了解入江崎温水游泳池(利用入江崎余热的游泳池)的情况。 

回答  入江崎温水游泳池（利用入江崎余热的游泳池）  

（1）设施内容：有效利用焚烧处理下水道污泥时所产生的热能， 

是注意环境保护的温水游泳池。 

（2）地点  ：川崎区塩浜 3-24-12 

（3）交通路线：从 JR「川崎站」东口的市营巴士 14号巴士站 

        乘坐川 10系统 前往塩浜（经由川崎南部斋苑【かわさき南

部斎苑】）的巴士， 到「入江崎温水游泳池前【入江崎温水プール前】」下

车 

（4）利用时间：上午 10点～下午 8点 

        （7，8月 上午 9点～下午 8点） 

（5）休馆日 ：12月 29日～1月 5日 

        ※因设施的修补·检查等，有临时休馆的情况。 

（6）费用  ：2小时  大人 510日元，儿童(3岁～初中生)200日元 

        ※每周星期六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为免费 

       （但是在 7月份的第 3星期六至 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之间

需收费） 

备考  

相关网页 入江崎温水游泳池【入江崎温水プール】［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page/0000083825.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入江崎余热利用游泳池【入江崎余熱利用プール】 电话：044-266-2156 

                                               FAX ：044-2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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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想换一个缴纳费用的转账账户，请告诉我手续该怎么办。 

27 －

（５） 
 

提问 想换一个缴纳费用的转账账户，请告诉我手续该怎么办。 

回答  市内的各金融机构的窗口均常备有申请表格，请在指定的金融机构重新申请。如希望 

给您邮寄表格，请与上下水道客服中心联系。在申请之后短期内如果由于手续尚未完 

成，可能会在之前的账户进行转账，或者可能会给您寄出缴纳通知书。 

 

申请时的必要之物： 

a 自来水号码（在“使用水量的通知书”或“水费等的收据”上有记载。) 

b 银行存折等能够明确帐户号码的资料 

c 在金融机构开户时使用的印章 

相关网

页 

关于费用[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800/category/225-1-0-0-0-0-0-0-0-0.html 

 

咨询处 上下水道客服中心 

电话：044-200-3548 

传真：044-200-0041 

电子邮箱：kawasaki@jougesui.jp 

受理时间：年中无休 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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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动物(狗·猫·乌鸦·蜂等) 

（１）深受乌鸦的困扰。川崎市采取什么对策呢？ 

28－（１）  

提问 希望驱除鸽子和乌鸦的干扰。 

回答  有关野生鸟类乌鸦，根据“鸟兽保护及狩猎正当化法律”原则上不可捕获。可

是如果给生活环境等带来危害时则可在获得许可的基础上进行捕获。发生危害

时，基本由发生场所（建巢）·设施管理者来负责应对。市有关机构不实施捕

获活动。主要场合的对应者请参照一下一览。捕获许可请向动物爱护中心申请。

被许可的许可例 

 

·对人·家畜产生危害时 

·亲鸟对人进行威吓或攻击时 

·对农作物产生危害时 

不被许可例 

·叫声太吵 

·看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成为集团看着很害怕 

  

此外，不明确管理者时可由动物爱护中心查询，敬请咨询。Thank-you Call

川崎【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也会介绍相应部署，敬请使用。 

备考 被害发生场所（建巢场所）其他对应一览 

１ 农作物被害 

 对应：农业振兴中心 電話：０４４－８６０－２４６２ 

２ 垃圾收集处被害 

 对应：各生活环境事务所（有关丢弃垃圾方法的指导谈话） 

 ※ 请参照一下询问处。 

３ 公园内，县道、市道的街道树 

对应：各道路公园中心 

 ※请参照询问处。  

４ 国道树木 

对应：横滨国道事务所 保土谷区派出所（２４6号）电话：045-951-2230 

   神奈川派出所（１、１５号線） 電話：０４５－４０１－４５６６

  

５ 东京电力所管理的电线杆。 

 对应：东京电力客服中心【东京電力カスタマーセンター】  

 電話：０１２０－９９－５７７２ 

６ 其他国家，县设施，县地基内，工厂等 

对应：设施管理者  

７ 其它民用地 

对应：土地管理者 

由于幼鸟从窝里掉出来而亲鸟乌鸦发出恐吓威胁时，动物爱护中心将捕捉幼

鸟。不仅限于公园基地内，路边公园中心也可对应。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动物爱护中心 电话：０４４－７６６－２２３７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12点 00分  下午 12点 45分～

下午 5点 

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年末年初 

川崎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２４４－３２０６ 

幸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５４４－５５００ 

中原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７８８－２３１１ 



 219 

高津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８３３－１２１１ 

宫前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８７７－１６６１ 

多摩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９４６－００４４ 

麻生区役所道路公园中心 电话：０４４－９５４－０５０５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12点 00分  下午 12点 45分～

下午 5点 

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年末年初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０４４－２６６－５７４７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０４４－５４１－２０４３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０４４－４１１－９２２０ 

宫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０４４－８６６－９１３１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０４４－９３３－４１１１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六 上午 8点～下午 4点 30分 

休息日：星期日 

 

川崎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２０１－３２２３ 

幸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５５６－６６８２ 

中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７４４－３２８０ 

高津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８６１－３３２１ 

宫前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８５６－３２７０ 

多摩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９３５－３３１０ 

麻生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课 电话：０４４－９６５－５１６３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12点 00分 下午 12点 45分～

下午 5点 

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年末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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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希望处理狗猫等的尸体。 

28－（２）  

提问 希望处理狗猫等的尸体。 

回答  家犬、猫等动物死亡时，或在路上发现其尸体时，请与生活环境事业所联系。 

若希望保留遗骨时，请与民间宠物殡仪馆联系。 

 

1 联络处：各地区的生活环境事业所（管辖的事业所，请参照以下相关网页） 

 

2 手续费：家犬、猫等为 3,000日元/一只 

备考 请除了项圈等的金属。 用专用焚烧炉火葬。 

不能还回遗骨。敬请理解。 

相关网页 生活环境事业所一览［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300/page/0000005226.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南部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266-5747   

川崎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541-2043 

中原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411-9220 

宫前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866-9131  

多摩生活环境事业所 电话：044-93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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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希望采取驱除野猫的对策。 

28 －

（３） 
 

提问 希望采取驱除野猫的对策。 

回答  有关野猫对策，川崎市现在向给野猫喂食者进行教育并就驱除野猫的方法进行指

导。请向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进行询问。 

 

1 咨询窗口：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卫生科【各区役所保健福祉センター衛生課】 

2 受理方法：请打电话或直接到窗口 

3 受理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下午１点～下午 5点 

4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相关网

页 
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地址［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hisetsu/category/56-1-0-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卫生科 电话：044-201-3223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卫生科 电话：044-556-6681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卫生科 电话：044-744-327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卫生科 电话：044-861-3322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35-3306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 电话：044-965-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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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咨询怎样驱除蜂巢。 

28－（４）  

提问 想咨询怎样驱除蜂巢。 

回答  如在您住房周围有蜂巢并使您感到不便时，请向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保健福

祉センター 】卫生科咨询。向您说明在内的驱除方法及杀虫剂、防护服的使用方

法。(各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不进行驱除。） 

 

＊另请参照相关网页「峰子的识别方法・驱除方法」。 

  

1 受理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中午 12点 

中午 12点 45分～下午 5点 

2 休息日   ：星期六、星期天、法定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3 防护服的出借：使用一周前请协商预约。 

4 补充信息  ：若个人无法进行驱除时，请向害虫 110(社团法人 神奈川县最

佳控制协会【神奈川県ペストコントロール協会】＜电话：0120-064643＞)窗口

进行咨询。 

相关网页 区役所保健福祉中心地址【各区役所保健福祉センター住所 】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guide/public/si01.htm#89_22 

 峰子的识别方法・驱除方法（幸保健福祉中心卫生科的网页）［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63/63eisei/home/01_gaicyu_05/hachitop.html 

神奈川县最佳控制协会【神奈川県ペストコントロール協会】 ［日语］  

 http://www.kanagawa-pco.com/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健康福祉局 疾病对策科  电话：044-200-2441   

川崎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201-3223 

幸 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556-6681 

中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744-3271 

高津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861-3321 

宫前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856-3270 

多摩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935-3306 

麻生区役所 保健福祉中心  卫生科【保健福祉センター 衛生課】  

电话：044-96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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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市民参与·志愿者、地方分权 

（１）在哪里可以得到面向外国人市民的生活情报? 

29－（１）  

提问 在哪里可以得到面向外国人市民的生活情报? 

回答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的主页上上载着方便外国人市民在川崎市生活的医疗机关、

咨询窗口、日语教室、体育设施、公共设施等的有关信息。 

生活指南作为「交流手册」在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川崎市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各区役所颁发。 

相关网页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 

 http://www.kian.or.jp/ 

 外国人市民措施担当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36-0-0-0-0-0-0-0-0-0.html 

多语种生活指南 [日语・英语・中文・其他语言]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川崎市国际交流中心 电话：044- 435-7000 

市民•儿童局【市民・こども局】 人权·男女共同参划室  外国人市民措施担当  

电话：044-20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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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市的概要和结构、市的计划事业、广报·广听 情报化 

（２）想了解川崎市综合联络中心【川崎市総合コンタクトセンター】「Thank-you call川崎      

【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 

33－（２）  

提问 想了解川崎市联络中心【川崎市コンタクトセンター】 

「Thank-you call川崎【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 

回答  川崎市联络中心【川崎市コンタクトセンター】「Thank-you call川崎   【サ

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受理关于川崎市市政的咨询及意见等。 

１ 咨询处 

        电话：044-200-3939【Thank-you Thank-you】 

        FAX ：044-200-3900 

        URL ：http://www.contact.city.kawasaki.jp/ 

        书信: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Thank-you call川崎【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 

２ 运营时间：上午 8点到下午 9点(全年无休） 

相关网页 川崎市联络中心【川崎市総合コンタクトセンター】 

「Thank-you call 川崎【サンキューコールかわさき】」 [日语・英语・中文]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16-6-1-0-0-0-0-0-0-0.html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总务企画局  都市政策部 企画调整课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宮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291 

传真：044-200-0401 

电子邮箱：17kityo@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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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想了解向市民代言人【市民オンブズマン】提意见的方法等。 

33－（３）  

提问 想了解向市民代言人【市民オンブズマン】提意见的方法等。 

回答  可以告发川崎市行政及川崎市职员的意见。 

１ 可以提出的意见 

  (1) 有关市所有机关的业务执行情况 

  (2) 执行职员的行为 

２ 业务范围之外的意见 

  (1) 根据判决、裁决等已经确定下来的权利关系 

  (2) 关于议会的意见(包括陈情·请愿) 

  (3) 关于个人情报保护委员的职务 

  (4) 向川崎市人权代言人【川崎市人権オンブズパーソン】申请过救助的

事情 

  (5) 关于市职员的个人勤务内容 

  (6) 关于市民代言人【市民オンブズマン】、或人权代言人【人権オンブ

ズパ 

ーソン】行为的意见 

３ 方法 

  (1) 格式邮件(可从主页提出意见) 

  (2) 书面(邮送·传真) 

    意见申述书放在各区役所、支所、出张所。 

    不接受匿名意见。 

  (3) 直接到事务局 

    可直接到事务局提意见 

    住址、地图请参照主页。 

    ※受理 ：星期一～星期五 上午 8点 30分～下午 5点 

    ※休息日：星期六、星期日、法定假日、年末年初 

  (4) 巡回市民代言人【巡回市民オンブズマン】 

    巡回各个区役所受理各种意见。日程·地点·时间，请参照主页的「巡

回 

市民代言人的通知【巡回市民オンブズマンのお知らせ】」。 

★坚守个人隐私。 

相关网页 川崎生活指南·市民代言人【市民オンブズマン】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guide/sisei/se_4.htm 

 川崎市市民代言人【川崎市市民オンブズマン】·川崎市人权代言人【川崎市

人権オンブズパーソン】主页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75/75sioz/home/jimu/ichiran_i60.htm 

多语种生活指南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川崎市的多语种指南 

http://www.city.kawasaki.jp/25/25zinken/home/gaikoku/info/index.htm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http://www.kian.or.jp/ 

咨询处 ［只对应日语咨询］ 

市民代言人事务局【市民オンブズマン事務局】 电话：044-200-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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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想了解区役所、分所、办事处的受理时间、各种申请窗口的地点、楼层。 

33－

（４） 
 

提问 想了解区役所、分所、办事处的受理时间、各种申请窗口的地点、楼层。 

回答  区役所、分所、办事处的受理时间如下。此外，申请手续不同窗口不同。关于各区

役所、分所、办事处的窗口，请参照相关网页（所居住区的主页）。 

 

1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8:30-17:00 

※12:00-13:00期间，可对应的职员少，需要比往常等待更长时间。此外，因手续

内容，有时可能需要等到午后 13点。请予以了解。 

 

2休息日：周六、周日、节假日、12月 29日-1月 3日 

※第 2、4个周六，各区役所的部分窗口营业（分所、办事处除外）。详细信息请参

照相关网页 

相关网

页 

川崎区役所主页：咨询窗口[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awasaki/category/118-2-0-0-0-0-0-0-0-0.html 

幸区役所主页：意见、咨询[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saiwai/category/104-1-5-0-0-0-0-0-0-0.html 

中原区役所主页：厅舍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nakahara/category/99-0-0-0-0-0-0-0-0-0.html 

高津区役所主页：区役所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akatsu/category/113-0-0-0-0-0-0-0-0-0.html 

宫前区役所主页：主要业务内容和电话号码[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miyamae/category/124-2-0-0-0-0-0-0-0-0.html 

多摩区役所主页：窗口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tama/category/105-2-0-0-0-0-0-0-0-0.html 

麻生区役所主页：业务、电话号码指南[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asao/category/121-2-0-0-0-0-0-0-0-0.html 

每月第 2、第 4个周六区役所的一部分窗口营业。[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0/page/0000034383.html 

咨询处 

 

川崎区役所 电话：044-200-2111（代表）  

川崎区役所 电话：044-201-3113（综合）  

大师分所 电话：044-271-0130（综合）  

田岛分所 电话：044-322-1960（综合）  

幸区役所 电话：044-556-6666（综合）  

日吉办事处 电话：044-599-1121  

中原区役所 电话：044-744-3113（综合）  

高津区役所 电话：044-861-3113（综合）  

宫前区役所 电话：044-856-3113（综合）  

向丘办事处 电话：044-866-6461  

多摩区役所 电话：044-935-3113（综合）  

生田办事处 电话：044-933-7111  

麻生区役所 电话：044-965-5100（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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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想了解面向外国人市民的咨询窗口。【相談窓口】 

33－（８）  

提问 想了解面向外国人市民的咨询窗口。【相談窓口】 

回答  在国际交流中心【国際交流センター】(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川崎区役所，

麻生区役所设有咨询窗口。 

咨询窗口免费为外国人市民咨询,在日常生活所困扰的问题和烦恼。（坚守个

人隐私。) 

咨询星期･时间 

１ 国际交流中心【国際交流センター】(毎周､上午 10点～中午、下午 1点

～4点) 

  英语咨询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中文咨询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韩语、朝语咨询：星期二、星期四 

  葡萄牙语咨询 ：星期二、星期五 

  西班牙语咨询 ：星期二、星期三 

  他加禄语咨询 ：星期二、星期三 

２ 川崎区役所（毎月２次） 

  英语咨询   ：第 1・3星期四 下午 2点～4点 

  中文咨询   ：第 1・3星期二 下午 2点～4点 

  他加禄语咨询 ：第 1・3星期二  上午 9点半～中午          

３ 麻生区役所（毎月２次） 

  英语咨询   ：第 1・3星期四 上午 9点半～中午 

  中文咨询   ：第 1・3星期二 上午 9点半～中午 

  他加禄语咨询 ：第 1・3星期三  下午 2点～4点半  

相关网页 多语种生活指南 [日语・英语・中文・其他语言] 

 http://www.clair.or.jp/tagengo/index.html 

 川崎市国际交流协会 

 http://www.kian.or.jp/ 

 国际交流中心【国際交流センター】 [日语] 

 http://www.kian.or.jp/kic/ 

 外国人市民措施担当 [日语・英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25zinken/home/gaikoku/index.htm 

咨询处 国际交流协会 电话：044-43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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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想了解外国人市民代表着会议。 

33－（９）  

提问 想了解外国人市民代表着会议。 

回答  外国人市民代表者会议是根据条例设置的会议，旨在推进外国人市民的市政参与，

进而创造共生的地方社会。每年召开 8次例会 1次公开会议。会议可自由旁听。 

相关网页 外国人市民施策担当 [日语・英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36-0-0-0-0-0-0-0-0-0.html  

咨询处 市民、儿童局人权、男女共同参划室 外国人市民施策担当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番地 电话：044-200-2359 传真：044-200-3914 

邮件地址：25gaikok@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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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视接收效果不佳，是否能够修理呢？ 

33－（11）  

提问 电视接收效果不佳，是否能够修理呢？ 

回答  川崎市没有电视电磁干扰的调查机构，请向“NHK接收咨询”（NHK节目）或

“关东接收环境绿色协议会”咨询。 

此外，关于该地点针对根据条例已经实施了申报的中高层建筑物是否采取了电

磁干扰对策，请向社区建设调整课咨询，我们将予以确认。 

 

咨询处 

NHK接收咨询 电话：0570-00-3434   

关东接收环境净化协议会 电话：03-6238-1945  

社区规划局 社区规划调整课 电话： 044-200-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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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解受理川崎市缴款书的金融机构。 

33－（12）  

提问 想了解受理川崎市缴款书的金融机构。 

回答  在下述金融机构的国内全部店铺以及邮储银行和邮局（1都 7 县）都可以支付。 

 

(1)银行 

横滨银行、理索纳银行、瑞惠银行、三菱东京 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 

神奈川银行、静冈中央银行、东日本银行、八千代银行、东京都民银行、 

东京之星银行、静冈银行、群马银行 

(2)信托银行 

三菱 UFJ 信托银行、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瑞惠信托银行 

(3)信用金库 

川崎信用金库、城南信用金库、世田谷信用金库、芝信用金库 

SAWAYAKA信用金库、横滨信用金库 

(4)信用组合 

神奈川县医师信用组合、横滨幸银信用组合、HANA信用组合 

(5)其他 

商工组合中央金库、SERESA川崎农业协同组合、中央劳动金库 

(6)位于神奈川县、崎玉县、千叶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线、山梨县及东

京都的邮储银行、邮局 

咨询处 会计室出纳课 出纳系 

〒210-8577 川崎市川崎区宫本町 1 番地  

电话：044-200-3334  

传真：044-200-3949  

邮件地址：76suitou@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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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想知道从哪里能够拿到市况要览【市勢要覧】 

33－（13）  

提问 想知道从哪里能够拿到市况要览【市勢要覧】 

回答  

 

市况要览是通过相片、文字、统计图表以及其他资料等，简明易懂地介绍川崎

市的形势和现状（同时有英文记载）。 

 

每年 4月份左右发行,在各区役所发放。 

 

在相关网页也能够阅读到「市况要览」。敬请参照。 

 

相关网页 市况要览【市勢要覧】 [日语]  

http://www.city.kawasaki.jp/25/25koho/home/your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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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想了解生田绿地玫瑰苑的信息。 

33－（14）  

提问 想了解生田绿地玫瑰苑的信息 

回答  

 
生田绿地玫瑰苑对应玫瑰的开花期在春、秋两季向公众开放。 

此外，玫瑰的培育和设施内的管理等得到了诸多自愿者的支持与协助。 

 

1开苑时间：5月中旬-6月上旬、10 月中旬-11月上旬 

 （根据玫瑰的生长情况会有所变更，请参照主页予以确认） 

2费用：免费（如蒙您对玫瑰苑募捐给予支持，将不胜荣幸。） 

3所在地：多摩区长尾 2-8-1及其他 

4路线： 

(1)从小田急线“向丘遊园站”步行约 20分钟 

(2)从小田急线“向丘遊园站”南口乘坐巴士 梶谷站 井田营业所方向及其他 约

5分钟 

  （在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下车即达） 

(3)从 JR 南武线“宿河原站”步行约 23分钟 

(4)从东急田园都市线“梶谷站”乘坐巴士 向丘遊园方向 约 20分钟 

  （在藤子・F・不二雄博物馆前巴士站下车即达） 

5停车场：100辆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会非常拥挤。请尽可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6注意事项： 

沿府中街道入口前往玫瑰苑的路上，有上坡路和 107级的陡峭台阶。因此，我

们为腿脚不便的来访者准备了小型服务车，巡回接送至苑内。详细信息请向现

场的工作人员咨询。此外，我们在苑内最近处为持有身体障碍者手册的来访者

准备了专用停车场，请在入口处向工作人员申请。 

此外，不可携宠物入苑（但，仅限怀抱携带情况下可以入苑）。 

相关网页 欢迎光临生田绿地玫瑰苑[日语]  

http://www.ikuta-rose.jp/ 

咨询处 

 

 

生田绿地玫瑰苑 电话：044-978-5270（仅限开苑期间使用） 

建设绿政局绿之企划管理课 电话：044-200-2394 

 

建设绿政局 绿政部 绿之企划管理课 

210-0007 川崎市川崎区站前本町 12-1  川崎站前 Tower Rebark 17层  

电话：044-200-2394  

传真：044-200-3973  

邮件地址：53mikika@city.kawasaki.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