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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托管孩子的设施主要分为幼稚园＊１与保育园＊２两种。 

＊１ 作为学校教育设施而被认可的幼稚园、以及认定儿童园的幼稚园部分 

＊２ 认可保育所、认定儿童园的保育所部分、以及区域型保育事业（小规模保育、家庭式保育、事业所保育） 

幼稚园（⇒P６，１（３））以是教育为目的，教育时间段大致从 9点至 14 点，主要接受 3岁以上的

孩子。根据幼稚园的不同，有些幼稚园在教学时间段以外也接受寄托，方便全职父母的利用。 

申请时直接向各个幼稚园报名，入园之前需支付入园金。 

有关「保育费」＊３补助金申请的详情，请直接咨询各幼稚园。 

＊３指每月利用的基本费用。如伙食费、教材费、托管费等。根据幼稚园的不同，还可能发生一些其

他的费用。 

保育所为因父母白天上班而无人照顾的孩子提供托管的儿童福利设施。（详见「保育所等」（⇒P

３，１（１））各保育所托管的孩子年龄不同，托管时间根据托管的必要性而定。 

需向所在的区役所或地区的健康福利站申请。由区役所等＊４根据入所规定而决定。

＊４川崎区役所、大师地区健康福利站、田岛健康福利站（P.８请向所在地区确认） 

「保育费」：3岁以上的班级免费；未满３岁的班级根据家庭课税金额而定。 

在川崎区，因申请者多，每年会出现一部分孩子进不了托儿所的情况。同时，申请时所需的提交

的材料也很多，材料不全就无法通过申请。 因此，请尽早向区役所等咨询，以便尽早获得详细信

息。

认定儿童园＊５是在同一设施进行教育与保育的一项新制度。其申请与利用方法、费用等虽与幼稚

园（⇒P６，１（３））以及保育所有所不同，但 3岁以上的可与在保育所部分以及幼稚园部分的孩子一样

接受幼稚园的教育。 

＊５具有将幼稚园与保育所特长融为一体的「幼保提携型」以及幼稚园为需保育的孩子提供保育的

「幼稚园型」两种形式。 

此外，还有一些可以不经由区役所等而可直接申请的保育设施，其中，以保育为主的认可外保育

设施＊６（⇒P５，１（２））与以教育为主的幼儿园（幼稚园的类似设施）为主。 

如何找到托管孩子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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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比保育所高，但有些设施可在「保育费」上得到补助（川崎认定保育所）。 

＊６川崎认定保育园、小伙伴保育室、企业主导型保育事业、地区保育园 

此外，因一周工作数次而需定期寄托，或是因生病或有要事而需暂时寄托的，则可利用临时保育

制度。（⇒P７，２）

针对寄托目的、时间、费用等不同，家长可有多种选择。请基于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根据所利用的服务以及保育园的不同而费用不同。 

★在申请之前，请尽量带着孩子参观并了解情况。 

★如考虑申请，请尽早去区役所等相关部门听取说明。 

0～５岁儿童３～５岁儿童０～２岁儿童

基于年龄、寄托次数等的各类设施以及服务 

希望平日每天寄托孩子  希望能临时寄托孩子

＜受理：区役所・支所＞ 

◎小规模保育

◎家庭型保育 

◎事业所内的保育 

＜各园直接受理＞ 

◎幼稚园 

◎认定儿童园 
（幼稚园部分） 

＜受理：区役所・支所＞

◎认可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

（保育所部分） 

＜各园直接受理＞

◎小伙伴保育室
※向保育所等申请，，如入

所为保留状态可申请。

＜各园直接受理＞

◎川崎认定保育园

※每月5千～2万的保育费补助 (需符合一定要求) 

＜各园直接受理＞

◎认可保育所的临

时保育 

＜各园直接受理＞

◎川崎认定保育园的

REFRESH保育

◎企业主导型保育事业  ◎幼儿园（类似幼稚园的设施）

◎地区保育园

认可外保育设施 认可外保育设施

其他的认可外的保育设施

教育设施 保育所等 保育所等 保育所等

＜各园直接受理＞

保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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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希望平日寄托  

（１） 保育所等 

【确认保育的必要性】 

父母双方都需要一月的工作时间超过 64 小时以上，只有具备「保育的必要性」的才能申请。 

此外，即使一时还没找到工作，以「求职中」的形式也可进行申请。在这种情况下，需在孩子

入托后的 2个月内开始每月 64 小时以上的工作。 

保育的必要性 期间

1  每月工作时间在 64 小时以上 在上小学前需保育的期间

2  怀孕・生孩子 产前及产后各 2个月

3  父母生病、受伤或患身心方面的疾病 在上小学前需保育的期间

4  需照顾和护理共同生活或长期住院的亲属 在上小学前需保育的期间

5  灾情后的恢复工作 灾情恢复预期完成的期间

6  求职活动或为创业做准备 2个月之内

7  毕业后，为就职而上职业培训学校或大学 在就读职业培训学校或大学的期间

8  可能会遭受虐待或 DV 在上小学前需保育的期间

9  
明显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而从儿童福祉
的观点需要实施保育的，其状况类似于上
述的①～⑧项，但需经市长批准

在上小学前需保育的期间

◎保育所寄托日・寄托时间 

周一～周六（周日・公共假日・12 月 29 日～1月 3日休息）

7:00 或 7:30～19:00 或 20:00 

* 各保育所的可寄托的时间不同，请予以确认。 

* 如需延长 18:00 或 18:30 以后，每月将收取额外寄托费用。 

* 并非所有的寄托时间内都可以寄托，寄托的天数・时间将取决于家长的工作等的要求。「求职

中」期间每天最多可利用 8个小时。 

◎保育费（月费） 

０～２岁为 0至 82,800 日元，具体取决于其家庭所需缴的市民税，3岁以上免费。 

◎手续流程 

在日本，学校以及公司等以 4月为新年度开始的月份。 

４月１日入托（具体日程请向区役所等确认） 

在 11 月左右之前申请（一次申请）→ 利用调整（入所审批） 

1 月底发出利用调整结果的通知 

2 月初开始进行二次申请（由区役所等跟进） 

↓ 如结果为「内定」 

即在２～３月接受健康检查与设施的面试后，正式决定入园 

（如不能接受健康检查与面试将无法入托。因此， 2～3 月需将孩子留在日本。） 

５月１日以后的入托 

在利用月份的前一个月的 10 号之前申请 

*如果 10 号是周六，周日或公共假日，则是以这天之前的区役所办公的那天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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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接受申请，但是如果没有名额，还是无法入托。 

*如果不能在希望的月份入托，则将被「保留」。 当希望入托的保育所有孩子退所时，将在那

月再度进行调整。除非自己撤回，否则该申请有效期至 3月。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①】 

有关申请

在川崎市，因申请的人很多，有很多孩子一时进不了保育所。 所以在申请时，在确

保家‐保育所‐职场往返可行的前提下，数目填得越多越好。 

尽管全年都接受申请，但是一般在 4月名额就满，因此在一年的其他时间能入所的

机会并不多。 

以 4月入所为目标，请确认一次申请的日程。申请需要提交各种材料，因此请务必

在 10 月前到区役所等处听取说明，尽早地准备好所需材料。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②】 

在决定保育所之前

确认希望入托的保育所能入托的孩子的年龄以及可托管的时间。 

因不能使用私家车接送，在考虑雨天接送方式以及接送所需时间之后，再次考虑希

望入托的保育所是否合适。 

申请之前，请根据实际接送方法・路线带上孩子参观。 通过参观保育所实际体验保

育所的气氛，并听取说明，可以解答不少疑问并减少焦虑，以帮助孩子在入托后尽早

习惯。 

参观之前，请务必提前联系。 9 月至 10 月有很多人参观，可能预约不到。 请尽早

安排参观的时间。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③】 

对于不能进入保育所予以事先考虑

事先考虑如果孩子进不了保育所该怎么办。 

建议可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家长的工作形式，考虑使用认可外的保育设施与幼稚园

等。 

因申请方法、时期和收费系统与保育所有所不同，请向各设施直接查询。有些设施

可通过提早申请预约入园，但支付的预约金可能不被退回。因此需予以充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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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认可外保育设施・幼儿园 

◎保育期间・保育时间 

◎保育费用 

◎申请日程 

因根据设施而不同，请予以分别确认 

由各设施自定，有些设施可能会放暑假之类的长假。 

视各设施而定，有些设施提早申请可能会比较有利（有些设施不退预约金）。

◎特点・其他 

即使不具备「保育的必要性」也可申请。。 

在具备「保育的必要性」的情况下，３岁以上可获最多 37,000 的补助金。０～２岁的无

需缴纳市民税的家庭可获得补助。 

也有些设施注重教育与体育。 

有些设施则可提供接送服务（收费）。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④】 

川崎认定保育园

川崎认证保育园为其设备以及人员必须符合川崎市的相关规定的认可外的保育设

施，受到市的部分补助。由市相关人员进行每年至少一次的检查，并在必要时提供指

导。 

具备「保育的必要性」的家庭，可获得补助（最多每月 2万）。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⑤】 

选择良好保育设施的 10个要点

认可外的保育设施在设备、人员确保和保育质量方面各不相同，因此请参考政府

（厚生劳动省）所制定的 10 个确认要点。 

【选择良好保育设施的 10 个要点】（基于厚生劳动省网）

厚生劳动省就选择保育设施制定了 10 个确认要点。 

①收集信息 

②事先参观 

③不凭外观而定 

④进入室内参观

⑤观察孩子们的情况 

⑥观察保育人员的情况 

⑦观察园内情况 

⑧听取保育方针 

⑨在入托开始之后也继续确认 

⑩有不满或疑问时坦率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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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幼稚园・认定儿童园（幼稚园部分） 

◎保育期间・保育时间 

教育时间为周一～周五、大致 9点～14 点 

除了暑假、寒假、春假，还有各园自定的休园日。 

* 保育时间各不相同，请事先予以确认 

* 有些设施在教育时间的前后，暑假期间也提供托儿服务。 

◎保育费用（月 ） 

取决于各幼稚园。可获得最高补贴为 25,700 日元。 

除了在入园时需缴付入园金、制服费等外，还需每月缴付教材费、伙食费、保育费等。 

◎申请日程 

夏季开始接受参观以及召开入园说明会 

10 月中旬左右开始发放入园申请书 

11 月１日之后  接受入园申请书～入园手续 

* 有关详细日程，请询问各幼稚园。 

* 在决定入园后，需马上缴付入园金 

◎特点・其他 

每个幼稚园都有独自的教育理念，并制定各具特色的教育方针。 

*有些幼稚园的经营方为宗教团体 

多数幼稚园配置接送巴士。 

有些供应午餐（每周 1至 5次），有些则需自带便当。 

许多幼稚园都需要制服和相同的书包。 

大多数幼稚园都有家长会活动。 

在工作日也可能会有需要父母参加的活动。 

【对于希望４月入所家长的建议⑥】 

选择符合各家庭需求的入托设施

如果一定非要进保育所不可，则可以选择暂时先将孩子寄托于认可外的保育设施等

待（直到可以进入认可保育所）。 尽管并非一定能入托于希望的保育所，但由于利用

调整的这段时间将孩子寄托在认可外保育设施而去工作的部分可以加分，有利于之后

进入认可保育所。 

对于那些如果在孩子的婴儿期自己看管，孩子稍大时再做一份全职工作的家长来

说，可以选择从 3岁开始进入幼稚园。 如果使用托管服务，一天的工作时间则可至 5

到 6个小时。 

请根据各自的工作形式和教育方针，选择合适自己的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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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希望暂时寄托   

◎ 临时保育 

认可保育所的临时保育是由于父母一周数次工作或因上学、生病或出席葬礼・婚礼等而不能在家照

顾孩子，需要暂时寄托的制度。 

保育时间 

周一～周五 8:30 至 17:00（各设施的时间有所不同，请予以确认） 

利用费用（1天的费用） 

１岁以下 2,900 日币、１岁以上至３岁以下 2,500 日币、 

３岁以上 1,500 日币 

* 午餐费、点心费等请向设施确认。 

申请方法 

事前登录制（直接向设施申请） 

* 每个孩子只能登录一处设施 

* 名额满的时候不能利用。 

基于截止令和 2年●月的制度而制定 

【对于希望定期利用临时保育的家长的建议⑥】 

名额可能会在 4月份就满，因此请尽早与设施沟通确认。 

川崎有些认定保育园提供按月收费，每周可利用一到三天的保育。 

根据幼儿园的不同，有些可为在园孩子提供长时间的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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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区役所管 内（川崎区役所）

旭町 池田 砂子 站前本町 榎町 大  大 上町 小川町 小田 1 塚 京町

境町 下並木 新川通 鈴木町 堤根 中  日 町 田町 富士  堀之内町

本町 港町 南町 前町 本町 元木 渡田 渡田山王町 渡田新町

渡田 町 渡田向町

大 支所管 内（大師支所）

池上新町 伊勢町 浮 町 江川 川中 音 小 町 浜 昭和 田町

大 站前 大 河原 大 公  大 町 大 本町 台町 千 町 出来野

殿町 中 扇 前 日之出 篠崎 水江町 夜光 四谷上町

四谷下町

田 支所管 内（田島支所）

浅田 浅野町 池上町 追分町 扇町 大川町 扇  小田 2-7 小田 管通

本 白石町 田 町 田 新田 浜町 南渡田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