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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6年度 保育园和公立幼儿园的入园手续 
希望保育园和公立幼儿园的入园的对象者请按以下的程序进行申请。 

 入园基准 

保育园 ①家长在家庭内或外有工作②母亲在怀孕阶段或产后不久者③家长有

病或家庭中有病人要照看、不能照顾小孩时 

公立幼儿园 满 3岁以上的儿童 

入园手续办理期间 

日期和时间 办理地点 

11 月 5日（星期二）、6日（星期三） 

12：00至 18：00 

希望进入的保育园或公立幼儿园 

11 月 7日（星期四）、8日（星期五） 

8：30至 19：00 

保育课或丸子、真田、武石自治中心的福祉课 

※没有能在保育园和幼儿园进行申请者 

 申请方法：10月 4（星期五）日以后，填好从各保育园、公立幼儿园或市保育课、丸子、真田、武石

自治中心能拿到的入园申请表，去志愿保育园或公立幼儿园提出。注意还有要求提交其它的资料的情况，

详细请看和申请表一起发给你的保育园入园简介。 

    还有入园申请在出生前就能办理，前去办理时请带上母子健康手册。 

 保育园入园地和保育料的决定等：入园地以第一希望为优先、当希望入院的报名人数集中时、有向

第二志愿以后调整的可能性。还有，4月至 6月的保育料是暂定额，4月中旬通知。正式要待 6月份

的市民税确定后再正式算出。 

 中途入园：有特别的理由要求紧急入园时，在可能接受的范围内年度的中途也进行入园手续的办

理。 

 从申请到入园的过程：11月 5日至 8日新生入园申请的受理⇛11月至平成 26年 1月入园基准的审查、

各园之间的调整⇛2 月上旬发送入园承诺书⇛2 月下旬入园说明会⇛4 月上旬入园仪式⇛4 月中旬送发保育料

的通知书 

介绍当你碰到困难时可利用的服务 

 

关于保育园和幼儿园的问与答 
 

保育园和公立幼儿园是怎样的设施？保育园是家长有工作或有病等、不能照顾小孩时，对 0 岁开始至小学就

学前的小孩作为代替家庭对小孩进行看护的儿童福利设施。幼儿园是对满 3 周岁至小学就学前的小孩进行保

育并促进孩子成长的设施。 

保育时间？平时的保育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6：30 周六：8：30∽12：30 

其它，为配合家长的工作时间保育园有早晚有延长服务的，但要各园的时间根据各园的实际需求来定的，请

确认。还有利用时是要支付延长保育料的。 

保育料？公立、私立保育园及公立幼儿园的保育费的标准是相同的。保育料是根据各家庭的交税状况和入园

孩子的年龄（以 3月最后的一天来判断）来定等。其它市为了减轻各家庭的负担有对以下的家庭有减轻措施：

①当同家庭中有俩人以上的孩子同时入园时②同家庭中第一子在初中三以下、有第三子以后的孩子入园时。

具体请向市保育课询问。 

 

关于有残疾和障碍的儿童？公立、私立保育园及公立幼儿园虽说是集团生活的，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残疾

和障碍的儿童的招收，请有困难者前去商谈。 

 

休日保育  以在园生为对象、当家长由于工作等小孩需要休息日保育时，能利用休息日保育服务。 

临时保育 
 以没有入园的儿童为对象，家长由于工作（包括求职活动）或出生、有病、参加婚葬礼时发    

生临时的小孩无人照看，可利用临时保育。是需支付一定的保育料，具体请向实施的保育园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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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十月是儿童津贴的支付月 
    写给现儿童津贴领取期间者，6月至 9月的儿童津贴将在 10月 10日发放到你登录好

账户。如因领取资格不明白而没有申请或新出生的小孩、新迁入上田市的符合领取者还没

有申请，请你们去办理儿童津贴领取手续。还有 6月向各家庭寄送的儿童津贴支付现状提

出书，如还没有提交者，儿童津贴将被停止支付，请还没有完成手续者尽快办理。 

询问：市子育て-子育ち支援課   TEL 23－5106 

 

◆平成 25 年居住房和土地的统计调查 
    为了把握当前全国居住房屋和土地的实际使用状况，以本年度的 10 月 1 日为基准日，实施住房和土地的统

计调查。上田市在 233 个调查的单位地区中任意抽出了 4000 个家庭作为统计调查的对象，在 9 月下旬起由携带

【调查员证】和【现场检查证】证件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的家庭分发调查票。还有本次调查可以用因特网回答，

望大家理解居住房和土地统计调查的意义并给以协作。 

询问：市广报情报课    TEL 23—2235 

 

◆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证 10 月换新证 
    上田市的国民健康保险（国保）的保险证的有效期是 9 月 30 日。9 月下旬向你住处邮寄新的保险证。10 月

开始去医院就诊时必须带新的保险证。有国民健康保险税未纳的家庭，保险证的期限会比较短，有不邮送而需要

去窗口领取的可能性。 

询问：市国保年金课    TEL 23—5118 

 

◆东日本大地震慈善活动的市场 
    是为了支援受灾地区而进行慈善活动的市场。受益金的一部分作为义愿金捐献给受灾地区。 

日期：9月 15日（星期日） 10：00～15：00 

地方：丸子综合体育馆 

内容：慈善活动市场具体有手工制作品、甜点和饮料等的贩卖，舞台发表，灾区的制作品贩卖和向福岛赠送蔬

菜等等。 

询问：心连心专题（中村）   TEL 07065518141 

 

◆国际交流节 2013  IN Maruko 
日期：10月 12日（星期六） 10：00～16：00 

地方：丸子文化会馆 

内容：①国际交流团体的活动内容介绍角  ②异国文化体验角（茶道、外国服装试穿、体验做棉花糖、气球的

艺术花样等）  ③11：30～13：00 各国的饮食和茶点的试食交流会  ④13：00～15：30 日本和外国的传统舞蹈

和乐器演奏等表演。 
询问：实行委员会事务局（丸子公民馆）   TEL 42-3147 

 

◆时间制劳动者的个别商谈会（无定员而且免费，不需要事先申请） 
    召开为现在是时间制劳动者或有进行时间制劳动想法的人的个别商谈会。 

日期：10 月 22 日（周二）10：00 至 14：00 

地点：上田市公共职业介绍所 

询问：长野劳动局雇佣均等室  TEL026-227-0125 

 

 

◆多文化交流讲座-----边漫步上田城市边进行国际交流篇 
    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民众生活在同一地区，一起来愉快地加深交

流！ 

日期：10月 26日（星期六） 10：00～13：00（办理 9：45开始） 

地方：中央公民馆 

内容：分组漫步上田的同时进行情报的交流 

对象和定员：20 名，市内居住的外国人和对多文化有兴趣的日本人。 

参加费：500 日元 

询问和报名：中央公民馆 TEL 22-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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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魅力再发现连续讲座 
◎追求家乡吃的文化魅力（全部 4次） 

日期/内容：①11 月 1 日（周五）酒的历史、制造法、种类及饮酒法的讲解②11 月下旬具体日程还没定，

酿酒作坊现场参观③平成 26 年 1 月 17 日（周五）味噌的历史和种类等的讲解④1 月 24 日（周五）味噌的

酿造法及配方单的介绍讲解。 

时间和地方：13：30至 15:00 丸子公民馆等 

讲师：①②信州銘釀(株)滝澤部长先生③④大桂商店(株)小林店主先生 

定员和费用：400 日元，报名顺序前 30名 

 

◎漫步电影乡的方法（全部 2 次） 

日期/内容：①11月 6日（周三）13：30至 15:00 上田和电影的良缘关系的讲座②11月 27 日（周三）13：

00 至 16:30电影拍摄现场的观光、进行现地进修 

地方：丸子公民馆和电影拍摄现场 

讲师：原悟先生 

定员和费用：200 日元，报名顺序前 20名最少开课人数 5人 

报名和询问：10 月 8 日至 18 日用电话和传真向丸子公民馆报名，要求明确阐述名字、地址、电话号码。 
TEL 42-3147  FAX42-0303 

 

◆上田城光叶榉树林的红枫节 

11 月 2日（周六）至 10 日（周日） 
    上田城是以两次打退德川大军的战场而享有大名的城楼，边回想上田的历史边欣赏映红城墙的光叶榉

红叶，请尽情地享受红枫季节艺术照

明下光叶榉树林游步道的美景！红枫

节期间有很多的庆祝活动，请大家来

我们的红枫节走一走。 

红枫节开幕仪式  11月 2日（周

六）11：00 至 12：30  上田城迹公

园草坪广场 

真田的庆祝活动  ☆有铁炮队

演武☆穿盔甲战衣体验☆体验战国

武士气氛的乘马☆真田太古的大鼓

表演等等 

美食节目  秋季上田地区美食

大汇合 11月 2日（周六）3、4日（节、

周日）10：00 至 20：00等等 

招待活动  ☆摄像专门人士为你照相☆艺术灯光下的红枫☆武将的观光介绍☆秋季水果节等等 

 

 

◆10月1日起开始高龄者的流行性感冒的预防接种 
对象 65 岁以上的市民（能表示本人希望进行预防接种意识的人） 

※60岁以上但没有满 65岁者，有心脏、肾脏、呼吸器官、免疫不全等疾病者及有

身体障害 1 级手册者或诊断有同等程度障害的人（具体请旬

问） 

实施期间 10月 1 日至 12月 31日止 

实施单位 具体的接种医疗机关一栏表中记载 

费用 1000日元（但对生活保护者的家庭成员免费） 

携带物品 保险证、驾驶证等能确认年龄及住址的证件及体温计 

方法 ①事先向医疗机构电话预约②必须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去接种

③在医疗机关测体温并填写预诊表，预诊表各医疗机关可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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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5 年预防接种医疗机关一栏表(具体机关名及地区名用日语表示)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需要查找医疗机构的具体地址和电话等，上表为您提供上田地区的信息，敬请保存！ 

 

医疗机关名 所在地区 电话 医疗机关名 住址 电话 

小松内科循環器科医院 上田 ２７－２２００ はらだ内科クリニック 大屋 ３６－０５２０ 

上田腎臓クリニック 住吉 ２７－２７３７ かんがわクリニック 蒼久保 ３４－５１５１ 

神科中央クリニック 住吉 ２６－１１４４ 斉藤外科医院 蒼久保 ３５―０８８７ 

豊殿診療所 殿城 ２９－１２２０ 飯田整形ペインクリニッ

ク 

上田原 ２８－１２１１ 

い内科クリニック 古里 ２１－３７３７ 池田クリニック 上田原 ２２－５０４１ 

こさとクリニック 古里 ２８－４１１１ 上田原レティース₰マタ

ニティクリニック 

上田原 ２６－３５１１ 

ハートクリニック上田 踏入２ ２３－０３８６ うえだはらライフクリニ

ック 

上田原 ２２－０８７３ 

上田病院 中央１ ２２－３５８０ 小泉クリニック 小泉 ８１－００８８ 

甲田医院 中央１ ２２－０８５９ 飯島医院 筑地 ２２－５０１１ 

佐藤胃腸科内科 中央１ ２２－２３４２ ついじ内科消化器科クリ

ニック 

筑地 ２９－８６８６ 

日新堂医院 中央３ ２２－０５５８ 山田内科医院 下之郷 ２６－８１８１ 

三浦産婦人科 中央３ ２２－０３５０ リサーチパーククリニッ

ク 

下之郷 ３７－１１３３ 

クリニック岡田 中央６ ２４－２６６２ 甲田クリニック 古安曽 ３８－３０６５ 

杉山クリニック 中央北１ ２６－８２００ 川西医院 保野 ３８－２８１１ 

安藤病院 中央西１ ２２－２５８０ 五野医院 小島 ３８－０１０１ 

宮下医院 中央西１ ２２－４３２８ 塩田病院 中野 ３８－２２２１ 

柳沢病院 中央西１ ２２－０１０９ 橋本医院 舞田 ３８－２０３３ 

荒井医院 中央西２ ２２－０４７４ 山極内科医院 別所温泉 ３８－７３８８ 

緑ヶ丘病院 中央西２ ２６－８７３７ わかた内科 新町 ３８－２５４０ 

田中クリニック 常入１ ２３－５７５７ 川西生協診療所 仁古田 ３１－１４１１ 

吉田こども医院 常入１ ２４－１２２２ 以下是武石地区的医疗机关 

金井医院 国分 ２２－９７１６ 矢嶋診療所 武石沖 ８７－３２６０ 

山越医院 国分 ２６－５８００ 武石診療所 下武石 ８５－３３０８ 

上田整形外科クリニック 常田２ ７５－７５１８ 以下是丸子地区的医疗机关 

大谷外科呼吸器科医院 常田３ ２７－２２２０ 三才山病院 鹿教湯 ４４－２３２１ 

宮坂内科小児科医院 常田 2 ２２－０７５９ 鹿教湯病院 鹿教湯 ４４－２１１１ 

飯島耳鼻咽喉医院 大手１ ２２－１２７０ 滝沢病院 塩川 ３５－０３０５ 

村上医院 大手１ ２２－３７４０ つかはらクリニック 塩川 ７５－５５４４ 

ささき小児科医院 常盤城５ ２７－７７００ 岸医院 上丸子 ４２－２６７９ 

依田医院 常盤城５ ２８－１２２３ 塚原医院 上丸子 ４２－５５５８ 

渡辺皮膚科形成外科クリ

ニック 

小牧 ２９－１１１２ 丸子中央病院 中丸子 ４２－１１１１ 

諏訪形クリニック 諏訪形 ２５－５５５６ 中山医院 中丸子 ４２－６５０１ 

上田透析クリニック 御所 ２７－３００６ 沖山医院 長瀬 ４２－３４５１ 

城南病院 御所 ２２－３４８１ 山浦内科クリニック 長瀬 ７１－０１７０ 

半田循環器科内科医院 中之条 ２８－０８８８ 生田耳鼻咽喉科医院 生田 ４１－１１８７ 

堀こどもクリニック 中之条 ２３－５５６６ 大久保医院 生田 ４２－６４６５ 

三原内科医院 中之条 ２７－６５００ 以下是真田地区的医疗机关 

高野外科医院 秋和 ２２－８２６６ さなだクリニック 長 ７２－０７１１ 

上田生協診療所 上塩尻 ２３－０１９９ 本原医院 本原 ７２－２０６７ 

葦沢内科医院 芳田 ３５－３３３０ 小林医院 傍陽 ７５－３５５５ 

下形整形外科クリニック 芳田 ３５－５２５２  

其它地区的医疗机关 国保依田窪病院 長和町古町 ６８－２０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