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RO CLUB NEWS・来自广岛市政府的信息 

 

来自广岛市政府的信息 
“来自广岛市政府的信息”是从广岛市的宣传报「广岛市民和市政」中部分摘取，通过国际交流科发布的信息。登录广岛市的官方网站

http://www.city.hiroshima.lg.jp/点击「宣传（宣传报，电视，广播宣传节目等）」可以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广岛市的官方网站主

页中还有英文，中文简体，中文繁体，韩文的翻译网页，请浏览使用。 

 

 

COVID-19: 广岛市网页中登载了广岛市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英文信息， 

包括了感染人数和社会福利等。(详情点击右方二维码) 

 2021・11

 

新冠疫苗第二剂无法接种人员的专用名额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ワクチン 2回目の接種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ない人専用の予約枠 (市民と市政 10月 1

日号 P3) 

为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接种第一针疫苗 3周后无法打第二针疫苗人员，设置了第二剂接种专用名

额。 

※只限于已打完第一剂辉瑞疫苗的人员。  

会场 纸屋町地下街（ Shareo） 

地址 中区大手町 1丁目地下街 307 号 

接种时间 
周一～周五: 17:00 – 20:00 

周六・周日: 10:00 – 17:00  

名额 每日 6-12 名 

        预约受理期限 提前 2 天 

✏申请方法 

电话预约： 

广岛市新冠疫苗接种预约热线        050-3644-7513 

• 每日 9:00-17:00 

图标解释 话题 

 

◼ 新冠疫苗第二剂无法接种人员的专用名额 

◼ 2022 年度的幼儿园招生 

◼ 保育园和幼儿园使用费的退款申请 

◼ 入学小学可以转校  

◼ 广岛县最低时给工资 

◼ 扩大了儿童医疗费补助 

       
谁可以使用
这项服务? 

        地点 

      金额 ✏ 如何申请 

         日期          时间 

❔ 咨询   

       电话              传真 
   

 
 

http://www.city.hiroshima.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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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语种服务：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泰语和越南语 

不可以网上预约 

请注意: ◼ 预约时，请说明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尚未打第二针。  

◼ 电话中会确认是否已经打了第一针。 

    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尚未打第二针的例子： 

◼ 接种当天由于身体不佳，没能前往疫苗会场。 

◼ 医生的预诊结果为推迟接种日期。 

◼ 第一剂接种是别人取消的名额，但第二剂接种没有预约上。 

❔ 有关详情，请查看广岛市网站。 

广岛县新冠病疫苗接种热线 

•多语种服务：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菲律宾语和越南语 

       513-2847   每日服务 

 

请从各幼儿园或广岛市网站获取申请指南和申请表：
https://www.city.hiroshima.lg.jp/www/koho/shimintoshiseir031001/shimintoshisei/topics/top07.html 

▶ 市立幼儿园  

       年龄，名额  

3岁 4岁 5岁 

各 20名 

(基町、落和、船越幼儿园) 
请查看广岛市网站 请直接咨询幼儿园 

招生区域 

请查看各幼稚园的招生简介。 

✏ 申请方法 

在 10 月 8日（周五）至 10月 14日（周四）15:00 期间，向幼儿园提交入园申请表。如果申请超
员，将采取抽签。 
 
❔ 咨询: 教育委员会一指导第一课          504-2784                504-2142 

 

▶ 阿户认定儿童园 

       年龄，名额 

3岁 4岁 5岁 

5名 大约 5名 大约 5名 

2022 年度的幼儿园招生 

令和 4年度の入園児を募集します (市民と市政 10月 1日号 P3) 

https://www.city.hiroshima.lg.jp/www/koho/shimintoshiseir031001/shimintoshisei/topics/top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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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条件 

居住在阿户小学区的儿童。 
注意：如果有多出名额，学区外也可以申请。  

✏ 申请方法 

在 10 月 8日（周五）至 10月 14日（周四）17:00 期间，向阿户幼儿园提交入园申请表。如果申
请人数超员，将采取抽签。 

❔咨询: 安芸区福祉课        821-2813              821-2832  

保育企划课        504-2153              504-2255 

 

保育园和幼儿园的使用费退款申请 

幼児教育・保育の無償化による利用費の請求を受け付けます（市民と市政 10月 1日号 P5） 

基于幼儿教育及保育免费化，符合条件的家长和监护人可以申请退款。退款金额有上限 

      资格： 

使用以下设施，并持有“设施等利用支给认定（2号或 3号）”【施設等利用給付認定（2・3

号）】   

• 认可外保育园  ※ （不包括企业主导型保育） 

• 临时保育 

• 病童保育 

• 家庭援助中心 

• 幼儿园・认定儿童 

✏ 申请方法 

直接向幼儿园・保育园或市保育企划课申请。  

需要的材料： 

① 表格。可以从幼儿园・保育园领取或广岛市网站中下载。 

② 幼儿园・保育园的使用费发票 

③ 存折的复印件 

         申请期 

10月 15日（周五）前申请 

❔咨询: 各幼儿园・保育园或市保育企划课 

       504-2153              504-2255 
 

 

 

即将入学的指定小学的学生太多时，可以转到附近另一所小学。 

      资格  

2022 年 4月 1日预定入学下面小学的一年级儿童 

✏申请方法 

2022 年 1月末带上市政府邮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去市教育委员会学事课或入学小学提交材料直
接申请。 

入学小学可以转校  

入学する小学校を変更できます(市民と市政 10月 1日号 P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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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期 

2022 年 1月末收到入学通知书起，至 2022 年 3月 31日（请尽快申请，最好在 2月下旬前）。 

※请注意，如果班级名额满员，可能会停止受理。 

 

[入学小学] 

地区 指定小学 可转小学 

东区 牛田小学校 ⬧早稻田小学校  ⬧牛田新町小学校 

⬧尾巴长小学校   ⬧白岛小学校 

南区 宇品小学校 ⬧宇品東小学校 ⬧翠町小学校  

⬧元宇品小学校 

西区 

 
井口小学校 

⬧铃峰小学校   ⬧井口明神小学校 

⬧井口台小学校 ⬧五日市东小学校 

⬧五日市南小学校 

安佐南区 
川内小学校 

⬧绿井小学校   ⬧中筋小学校 

⬧古市小学校   ⬧梅林小学校 

⬧口田东小学校 ⬧口田小学校 

伴小学校 
⬧安北小学校 ⬧安西小学校  

⬧伴东小学校 ⬧大塚小学校 

⬧伴南小学校 ⬧久地南小学校 

• 祇园小学校 

• 山本小学校 

• 春日野小学校 

 

⬧古市小学校 ⬧大町小学校  

⬧长束小学校 ⬧原小学校  

⬧原南小学校 ⬧长束西小学校 

❔咨询: 教育委员会学事课  

       504-2469                504-2328 
 

 

 

 

广岛县的最低时给工资于每年 10月 1日更新。 

今年，广岛县的最低时给工资为 899日元。 

最低工资适用对象为在广岛县工作的所有人员，不分年龄、性别、雇用形态等。 

❔ 咨询: 广岛劳动局賃金室 

       221-9244                221-9252 

 

 

广岛县最低时给工资 
最低賃金が変わります(市民と市政 10月 1日号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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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政府扩大了儿童医疗费补助。 

新制度 

2022年 1月开始 

・“门诊”（通院）补助对象的年龄范围从三年级扩大到六年级。 

・对于学龄前儿童，只需初诊时支付 1000 日元。无需支付其他

医疗费。 

儿童医疗费补助制度： 儿童在医疗机构就诊时，只需付一部分费用，医院处方药免费。（有关补

助金额的详情，请咨询相关部门。） 

条件： 对象为居住广岛市内，并加入了健康保险的人员。（请注意，有收入的限制。接受政府援

助的生活保护、重度心身残疾医院费补助・单亲家庭等医疗费补贴人员除外）。 

医院就诊时： 提交儿童医疗费受给证和健康保险证。 

※在广岛县以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支付的医疗费，日后退还。 

✏申请方法 

请向居住区的福祉课或出张所申请。须带证件：写有你孩子名字的健康保险证。 

※最近搬到广岛市的人员，需带“个人号码”的证件（个人号码卡或记载了个人号码的住民票）和

个人证件（驾照或护照）。 

❔ 咨询:  

保险年金课 

       504-2158                504-2135 

 

 

没有特别说明时，上述服务及网页只限日文。 

带引号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仅为理解文章内容，可能不是正式的中文名称。 

广岛市民市政每月出版两次。可在我们的网站（h-ircd.jp/）上阅读，也可在国际交流大厅和各公

共设施阅读。 

扩大儿童医疗费补助 

こども医療費補助制度を拡充します（9月 15日号 P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