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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长与区至平成27年10月1日为止，有145名外国籍的居民。
就人口本身而言这10年并无太大变化，而有由短期居住向长
期居住发展的趋势。
居民中有不少是初次在日本生活，更别说第一次经历分
娩、育儿等。
该指南手册是为迁入长与区的外国籍居民及在长与经历分
娩、育儿的外国籍居民服务，有关迁入、迁出手续的办理和关
于分娩、育儿的各种制度以及咨询窗口、区内所实施的以育儿
中的亲子为对象的许多业务的介绍及区内医疗机构名单。
希望长与区会成为外国籍居民的宜居小区。迁入此地的
人员可以安心地生活，此外正处在怀孕、育儿中的妈妈及其
家人，在小区能够轻松育儿等诸多事宜上，愿该手册能尽微
薄之力。

～阅览手册之前～
该指南手册是据平成27年9月当前的内容所编译而成。由于制度的修订等理由内容有
可能变更，请咨询各主管部门，进行确认。
「该业务是通过基金会自治体国际理事会的赞助企业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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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入住登记
长与欢迎您。

迁出办理期间：

从外地搬迁到长与区时，需在迁入 14 天以内办理「搬迁入住
登记」。（搬迁前不可以办理登记）

从预定搬迁2周前到搬迁当日。
迁出办理地点：长与区政府住民科。
符合办理条件的人员：迁出此地的本人或户主（委托代理人办
理手续时需携带有本人亲笔写的并盖章的委托书）
办理迁出所需资料：
① 办理人（到窗口来办理的人）需提供能确认本人的资料（驾
驶证或护照等）
② 办理人的印章
③ 居民基本台账卡
※ 已经搬走需通过邮局邮送迁出证明时
① 迁出证明书发送申请表
② 能确认迁出本人资料的复印件（驾驶证或护照等）
③ 回复用信封需写上通知人的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
手续费：免费办理。迁出证明书均为免费。
其他：
迁出时如另需办理其他手续，详情请咨询各担当部门（水道
局、教育委员会、税务科等）出具的迁出证明书在办理迁入
手续时也会需要，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当搬迁计划有所改变，不能实施时，持迁出证明书到住民科
办理取消迁出的手续。如不办理会因没有家庭住址而给今后
办理其他手续造成诸多不便。

※ 登记办理地点：长与区政府住民科
※ 符合办理条件的人员：迁入此地的本人或户主（委托代理
人办理手续时需携带有本人亲笔写的并盖章的委托书）
办理迁入登记所需资料：
① 迁 入证明书或居民基本台帐卡（有记载至今为止在全部居
住地的政府机关办理迁出手续的证明）
② 从国外迁入时需提供所有人员的护照。
※ 从国外迁入且是初次在长与区入住的人，为了确认姓名和
最终居住地，有可能要求提供户口本和副本。
③ 办理人（到窗口来办理的人）需提供能确认本人的资料（驾
驶证或护照等）
④ 办理人的印章
※ 办理手续费：办理手续为免费。（如需开具新住址的居民
证明等业务时，每份300日元）
其他：需办理迁入的其他手续时，在居民登记后各担当科室会
介绍的。办理手续的详情请咨询各担当科室。

迁出的办理
从长与区搬出时，需办理「迁出登记」。
迁出登记发出后会发行迁出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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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人居民地址变更的种类和手续
有关外国人居民的迁入、迁出、搬家等的方法有变更。
※办理地点：长与区政府住民科

登记的种类
迁出
（向长与区外搬家时）

登记期间

从搬迁预定日 14 天前到迁出后 14 天以内需办理 ●能确认本人的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驾
登记。在这期间即使有不能办理登记的情况也必
驶证等。…
须及时办理。
会交付「迁出证明书」

迁入
自搬入之日起 14 天以内
（从其他的市、区、镇、村搬来长与区时）
搬迁（在长与区内搬家时）
从国外迁入时
（新入国且决定在长与区居住时）
从短期居住者变成中、长期居住者时

办理登记所需资料

●旧居住地发行的「迁出证明书」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搬入后 14 天以内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国民健康保险证等（加入者需提示）

自搬入之日起 14 天以内

●在留卡（还没有收到的人需提示有「在留卡后
日发行」记载的护照）

自变成中、长期居住者之日起 14 天以内

●在留卡
●护照

外国人居民在日本国内住址变更时有义务履行「住基方法登记」和「入管法或入管特例法上的登记」。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
证明书是必要的，办理时请同时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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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人登录手续的变更
自平成24年7月9日起外国人居民的住民基本台帐制度有所变更。
随着住民基本台帐法等的修正，外国人居民也和日本人一样有居民票。另外，外国人登录制度被废除，实行新的在留管理
制度。
有关主要的更改内容：
1. 由日本人和外国人组成的家庭也可以发行有记载全家庭成员的居民票的复印件。（外国人也可以成为户主）
2. 随着入管法的修正，至今为止在留期间的更新以及在留资格的变更手续，需向入国管理局和市区村双方提交的通知，修正
后只需向入国管理局提交即可。
3. 现使用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被发行的「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所代替。
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在修正后的一段时间也有效，但需按下列顺序更换。
更换过程
特别永住者

永住者

除上述以外的人员

现所持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在有效期内有效
更换时可换成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修正后3年内需到入国管理局进行在留卡的更换
手续
修正后需在进行在留期间的更新手续时更换成
在留卡

办理场所
长与区政府住民科

入国管理局

入国管理局

4. 迁出时需办理迁出登记
修正后和日本人一样，外国人居民也需在迁出地的市区村办理迁出登记，在迁入地的市区
村需携带迁出证明书办理迁入手续。出国时，即使有再入国许可，原则上需要提交国外迁出通知。（住址变更时、需持在留
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办理）
可作为创建住民票对象的外国人居民有：
超出合法期限3个月且在日本国内有住所，符合下面①～④的任何一项均可（短期居民除外）的外国人。
①中长期居民（在留卡的发行对象）
②特别永住者（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发行对象）
③临时避难许可者或临时居民许可人员
④因出生造成的经过居民或因丧失国籍造成的经过居民

--- 注意事项 --◇现在，即使已作了外国人登录的人员，在留资格为短期居民的人员或在新的在留管理制度开始时没有在留资格的人员，
因不能办理住民票，会造成已发行的住民票接收不到，印章的登录也不能正常进行。另外，已经作了印章登录的人员
会失效，请慎重。
◇修正后、从国外迁入时需持入国时在机场等发行的在留卡等，14 日以内到市区村的各部门办理迁入手续、请注意。（迁
入时户主是外国人居民时，则需可以证明本人和户主关系的文书和翻译文）

详情请阅览以下网站
总务省

外国人住民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http://www.soumu.go.jp/main-sosiki/jichi_gyousei/c-gyousei/zairyu/index.html
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1/index.html

法务省
特别永住者
http://www.immi-moj.go.jp/newimmiact_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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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怀孕期）
① 医療機関の受診（医疗机构的就诊）
如果月经在周期内推迟2周以上仍未来，可能是怀孕了。怀孕初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应尽快到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② 妊娠の届出と健診•講座などのご案内
（怀孕登记•检查•讲座等指南）
在医院确诊怀孕后提交妊娠证明书，可得到母子健康手册（母子健康手帳）。接受定期
检查，做好生产准备。

妊娠の届出•母子健康手帳の交付（怀孕登记•取得母子健康手册）
确认怀孕后到行政机关（役場）进行登记，领取母子健康手册，此手册是用来详细记录怀孕•生产
时的情况，以及孩子出生后的发育过程等。
●对象：确认已怀孕的人
●手续：持在医疗机构取得的孕检报告进行申请（没有孕检报告也可申请）。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マタニティ広場（孕妇广场）
关于孕妇体操•怀孕•分娩•育儿等知识进行普及和交流。
●对象：孕妇
●会场：健康中心（健康センター）
●手续：不需预约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マタニティクッキング（孕妇食谱）
关于在怀孕期间必需的营养和食量，进行烹饪学习。
●对象：孕妇
●会场：健康中心（ふれあいセンター）
●手续：需预约
●费用：材料费400日元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妊婦健康診査（孕妇健康检查）
为了了解孕妇的健康状况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发育状况，请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领取母子健康手册时，可同时领到（14回）怀孕期间的免费体检票。※检查时期和检查项目是指定的。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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パーキングパーミット（特殊停车场制度）
出示利用证（县内共通）就可在标有残障者专用停车场停车的制度。
●对象：产前3个月～产后3个月的孕产妇或持有身体残障手册和儿童残障手册、且行走不便的人等。
●手续：持母子健康手册、残障手册、儿童残障手册进行申请。
●咨询处：福祉課•障害者福祉係 TEL:095-801-5827

パパママ学級（准爸爸准妈妈学习班）
学习如何给新生儿洗澡、体验抱孩子等育儿知识班。
●对象：准爸爸准妈妈
●地点：健康中心（健康センター）
●手续：需预约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妊婦電話相談•訪問（孕妇电话咨询•访问）
对怀孕•分娩•育儿等提供咨询•指导。必要时保健师•助产师•营养师等会进行家访。
●对象：有孕妇的家庭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特定不妊治療の助成•相談（特定不孕治疗费的补助•咨询）
对不孕治疗所发生的费用提供部分补助制度。（※有最高限额和所得收入限制。）
另外、对不孕治疗提供信息和不孕所造成的困扰提供咨询。
●咨询处：西彼保健所•保健福祉班 TEL:095-856-5159 (不妊相談支援中心)

③出産費用でお困りのときは…（为接生费用而为难的时候…）
助産施設（接生站）
是否因保健需要、因经济等原因不能住院生产的孕产妇，提供入所、协助生产。
●对象：低保家庭的成员、免税家庭的成员、单亲家庭的成员等等
●咨询处：西彼福祉事務所   TEL:095-846-8955  

母子保健推進員訪問事業（母子保健推广员访问项目）
受政府机关（长与町）委托的母子保健推广员到孕妇的家里进行家访，提供有关怀孕、育儿等信息和咨询。
●对象：有孕妇的家庭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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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産期（分娩期）
婴儿出生后请在期限内报户口、申请儿童补助金和医疗费等各种手续。

① 出生届（申报户口）
出生届（申报户口）
婴儿出生后必须在14日内到婴儿的出生地、申报人的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政府机关(役場)申报户口。
※有申请人签名、盖章的报表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请。
●申报人：新生儿的父亲或母亲
●所需证件：出生证明书、妇幼保健手册、印章
●咨询处：住民課•住民係 TEL:095-801-5825

出生連絡票の提出（出生联系票的提交）
婴儿出生后请提交母子保健手册（分册）里的「出生联系票」
（出生連絡票）。保健师•助产师等会对有需要的
人进行家访•咨询。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② 医療費や手当について（关于医疗费和补助金）
乳幼児福祉医療（婴幼儿医疗福利）
持保险证到医疗机构就诊时，对支付的医疗费给予一部分的补助。
●对象：学龄前儿童
●手续：申报户口后或迁入本町（长与町）时、持监护人的印章、银行存折及孩子的健康保险证申请「婴幼儿福利医疗费领取证」（「乳幼
児福祉医療費受給者証」）（申请时孩子的保险证未办理时可过后补交。）
　　　 补助方法有2种、现物給付或垫付后返还。
●現物給付（限定额支付）
县内的医疗机构等（※1）为对象。出示「婴幼儿福利医疗领取证」时，保险内的医疗费自己承担额为（每个月、1个医疗机构1天为800日元
每个月上限（2天以上）1600日元）处方药免费。
（※1）即使在县内、也有未实施限定额支付的医疗机构、请咨询就诊医疗机构的门诊。
●償還払い（垫付后返还）
在县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或就诊时未能出示「婴幼儿福利医疗费领取证」时、必须到行政机关的福利课（役場福祉課）进行申请。持印章和
收据到区政府福祉科的窗口办理手续。（申请返还用的申请表也可在区政府的网页上下载。）
※不论是限定额支付还是垫付、根据加入的健康保险、作为附加给付金和高额疗养费、接受退还的部分不作为补助对象。特殊情况时需
监护人办理健康保险附加给付金和高额疗养费的申请手续。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課　 TEL:095-80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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児童手当（儿童补助金）
为了孩子能够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茁壮成长，支付补助金给初中毕业前（未满15岁）儿童的家庭。
※公务员需在工作单位办理手续。
※根据领取人的收入和抚养人数、儿童年龄、补助额会有变动。
●手续：请在出生日或迁入日开始15日以内办理手续。
         ※每年的6月份必须提交「现状报告」（「現况届」）。
         ※住址、抚养情况有变动时也需办理手续。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課 TEL:095-801-5826

出産育児一時金（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
加入健康保险的人分娩时会得到「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出産育児一時金」）。在怀孕12周（85天）以上，发生死胎、流产时也会
得到补助。如果是双胞胎会同时得到2人份一次性补助金。
分娩育儿一次性补助金、原则上是加入保险的人直接从医疗机构申请支付（直接支付制度）。如果未使用直接支付制度时，分娩费用未达到
一次性补助金的额度时，必须申请。详细请咨询。
●咨询处：
加入长与町国保的人：健康保険課•保険係TEL:095-801-5821
加入社会保险的人：请咨询工作单位。

未熟児養育医療（早产儿养育医疗）
身体尚未发育完全而出生的婴儿、有必要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时补助治疗费。
※根据家庭收入额有关监护人会承担一定费用。
※治疗与早产无关的治疗除外。
●对象：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住院且不满1周岁的幼儿（出生时体重2000g以内或医生建议住院疗养的早产儿）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③新生児の検査について（关于新生儿的检查）
先天性代謝異常検査（先天性代谢异常检查）
对有无影响孩子成长的病（先天性代谢异常），在出生后5～7天进行血液检查。
●对象：出生后5～7天左右的婴儿
●费用：检查费免费、採血费需支付。
●咨询处：長崎県こども家庭課　　 TEL:095-895-2445

新生児聴覚検査（新生儿听力检查）
为了早期发现听觉障碍，采取适当的治疗和训练、促进语言的发育、让新生儿接受听力（きこえ）的检查。
●对象：新生儿
●费用：补助一部分检查费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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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幼児期（婴幼儿期）
①乳幼児の健康について（关于婴幼儿的健康）
为了掌握孩子的发育和健康状况、定期接受免费的检查。另外，在长与町健康中心（長与町健康セン
ター）根据孩子的月龄、进行测量、咨询、交流育儿经验及结交朋友等各项活动。
（每年，发给各个家庭前期和后期的实施计划表。）

健康センター事業（健康中心推广项目）

●乳幼児健康診査（婴幼儿健康检查）
集体检查在长与町健康中心（長与町健康センター），个别检查在医疗机构。另外，集体检查时会个别通知。

☆3～4个月婴儿健康检查（集体检查）
内容：健康状况的确认和有关育儿的咨询

☆9～10个月婴儿健康检查（个别检查）
内容：健康状况的确认和有关育儿的咨询
场所：医疗机构

☆1岁9个月幼儿健康检查（集体检查）
内容：健康状况的确认（内科•牙科）和有关育儿的咨询

☆3岁幼儿健康检查（集体检查）
内容：健康状况的确认（内科•牙科）和有关育儿的咨询

●乳幼児健康相談事業（婴幼儿健康咨询项目）
☆1～2个月婴儿咨询

☆フッ素塗布事業（预防龋齿推广项目）

内容：测量•咨询、交换育儿经验
对象：出生后1～2个月的婴儿和家长
手续：不需预约

☆離乳食教室（辅食学习班）

内容：由牙医问诊•咨询•指导氟化物（防蛀牙）的应用
对象：1岁3个月的幼儿、2岁3个月的幼儿、2岁9个月的幼儿和家长
指南：对象者个别通知

☆おやこ相談（亲子咨询）

内容：学习做初期的辅食（家长的午餐也学习做）
对象：5个月的婴儿和家长
手续：需预约
费用：参加费400日元（材料费）

☆モグモグ教室（中期辅食学习班）
内容：添加辅食中期的讲座•品尝
对象：8个月的婴儿和家长
指南：对象者个别通知

☆お誕生相談（一周岁咨询）

内容：测量•咨询、检查妈妈的健康
对象：3个月的婴儿～学龄前的儿童和家长
手续：不需预约

☆こども相談（幼儿咨询）
内容：对身体•心理•语言•行为及与孩子的沟通方式、有困惑的家长由…
临床心理医生（保健师）等提供咨询
对象：婴幼儿～小中学生和家长
手续：需预约

☆すくすくキッズ（宝宝游戏教室）

内容：测量、咨询、交换育儿经验
对象：即将满1岁的婴儿和家长
指南：对象者个别通知

内容：举办少人数的游戏教室，通过游戏增强与孩子沟通的能力。

☆電話相談•訪問（电话咨询•访问）
关于育儿•辅食等方面提供咨询•指导。必要时，会有保健师•助产师•营
养师•口腔卫生师等提供家访服务。

☆幼児学級（幼儿学习班）
内容：讲话（发育•成长、营养、牙齿等内容）亲子游戏、
交换信息、个别咨询等
对象：1岁7个月的幼儿和家长
指南：对象者个别通知

●咨询处 ：健康保険課 • 健康増進係 TEL ：095-8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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ひばり学級（问题儿童学习班）
对发育方面有问题的儿童及对育儿感到困惑时，为了孩子能更好的成长、给予支援、提供咨询。

•
•
•
•

说话晚…语言发育慢
有多动症、家长看着担心！经常和小朋友打架
内向。不擅长和小朋友玩
理解能力差。不合群

☆相談（咨询）
内容：以发育专科的小儿科医生为主，专业工作人员负责咨询。「这样的情况大家也会有吧？」有类似的事情别介意请随时咨询。对
有特长的孩子找到窍门实施特别教育。

☆小集団活動（小团体活动）
内容：通过游戏，提升身体•情商•语言的表达能力。

☆情報提供（提供信息）
内容：举办各种学习班，有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

●咨询处：ひばり学級 TEL：095-855-8568 或 福祉課 • 障害者福祉係 TEL：095-801-5827

母子栄養食品支給事業（母子营养食品分配推广项目）
对营养不足的孕产妇及婴儿在指定期间内提供牛奶、奶粉
●对象：低保家庭、低收入免税家庭的孕产妇或体重不达标的婴儿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小児慢性特定疾病医療（儿童慢性疾病医疗）
为患有慢性疾病且未满18周岁的孩子提供医疗补助。根据病名和病情的不同及家庭收入的不同，有可能需部分个人承担。
●对象：患有慢性疾病且未满18周岁的孩子
●咨询处：西彼保健所保•健福祉班 TEL：095-856-5159

育成医療（特殊医疗）
残障儿童接受手术后，能够减轻残障程度、清除残障、或是控制残障恶化的情况下，对所发生的医疗费给予补助。
●对象：未满18周岁且需事前申请、并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但是、必须有接受手术部位的残障认定。）
●手续：需事前申请。
●咨询处：福祉課•障害者福祉係 TEL：095-801-5827

ブックスタート项目（读书活动）
从今年8月开始，实施一起体验快乐读书活动。（3～4个月健康检查时）
●咨询处：生涯学習課 TEL：095-801-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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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児救急電話相談「♯８０００」（幼儿急救电话咨询「#8000」）
当孩子在夜间生病或受伤时，不知如何处置（是在家观察还是去医院）而感到困惑时，可以打电话咨询，医护人员
会提供合理建议。
●电话号码：#8000
（固定电话：095-822-3308）
●咨询处：長崎県医療政策課 TEL：095-895-2461

母子保健推進員訪問事業（母子健康推广员访问项目）
受长与町委托的母子健康推广员，会对有新生儿、1周岁前、2周岁6个月的婴幼儿家庭及迁入、
搬家时进行家访、并提供有关育儿的信息及咨询服务。
●对象：有婴幼儿的家庭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婦人健康診査•がん検診（妇女健康检查•癌症诊查）
为了预防生活习惯病及疾病的早期发现，实施集体健康检查和个别健康检查。
●对象：在本町居住，没有机会参加工作单位健康检查和原爆健康检查的人、现在没有接受定期检查的人。
●健康检查种类：①妇女健康检查：20〜39岁的女性
		
②乳腺癌诊查：40岁以上女性
		
③子宫癌诊查：20岁以上女性
●手续：集体检查：在「长与广报」（「広報長与」）报名
   	
个别检查：在区内被指定的医疗机构直接预约
●费用：费用的10%需自己承担。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② 予防接種について（关于预防接种）
长与町的预防接种全部是在医疗机构个别接种。在长与町居住的人，在规定年龄内是免费接种的（只有イ
ンフルエンザ（流感疫苗）是每次1000日元需自己承担的。）超过对象年龄时全部自己承担，请于期限内
预防接种。
关于预防接种的程序表及长与町内可接种的医疗机构名单及长与町预防接种实施计划表可在长与町的网站
上确认。

★安全な予防接種のため（为了安全的预防接种）★
• 在健康状态良好时接受预防接种（情绪•食欲•便）。
• 在预防接种前充分阅读问诊票，并且正确记录。
• 为了确认接种记录，必须手持母子健康手册。
※长大以后也有需要确认预防接种记录的情况，请将母子健康手册慎重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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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防接種の時期（预防接种的时期）
虽然在长与町、时津町、长崎市内的一部分及长崎县内整个地区的一部分医疗机构可以接种。但是，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预
防接种的实施种类也会不同。请事先与医疗机构确认、再预约接种。
※只有インフルエンザ（流感疫苗）的接种在长与町、时津町、长崎市内一部分的医疗机构实施。
种

类

卡  介  苗

对象人和接种方法
出生后5～8个月之间接种1次。※请于1周岁以内接种完。
Ⅰ期

●初次接种：出生后3～12个月之间的婴儿、在间隔3～8周连续接种3次
●加强接种：初次接种（3次）以后、间隔12～18个月接种1次※最少也要间隔6个月以上
※初次•加强都需在满7岁半以前完成。

二種混合

Ⅱ期

小学6年级（11～13岁之间）接种1次

麻疹
风疹
混合疫苗（MR）

Ⅰ期

出生后12个月至24个月之间接种1次

Ⅱ期

5岁至7岁之间、上小学之前的1年内接种1次
※根据个人意愿、麻疹和風疹可单独接种

四種混合

※１

（百日咳•白喉•
破傷風•脊髓灰质炎）

水痘

日本脳炎※２

细菌性髓膜炎疫苗
小児用肺炎球菌疫苗

宫颈癌疫苗

流       感

初次接种：出生后12个月～36个月之间接种1次
加强接种：初次接种后、间隔3个月以上、出生后12个月～36个月之间接种1次
Ⅰ期

初次接种：满3周岁间隔1～4周连续接种2次
             加强接种：初次接种（2次）后、大概间隔1年接种1次
         
※初次、追加都需在满7岁半以前完成

Ⅱ期

小学4年级（9岁）时接种1次※9～13岁之间完成

对象年龄：出生后2个月～5岁之间
※根据开始接种的月龄•年龄接种的次数有所不同。
（标准）出生后2～7个月之间：4次
         出生后7个月～1岁之间：3次
         1岁以上：1次（肺炎球菌在1岁接种时是2次、2岁以上接种时是1次）
对象年龄：小学6年级～高中1年级之间的女生※一般是在初中1年级时接种
※平成25年6月14日开始鼓励积极接种。
※疫苗可以选择。
サーバリックス：初次、1个月后、6个月后共计3次
ガーダシル：初次、2个月后、6个月后共计3次
出生后6个月至上小学前的婴幼儿在间隔2～4周接种2次
※每年规定接种期间（10～2月末）。※每次需个人承担1000日元。

※1 三種混合•皮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其中任意一种接种过的人、四種混合可以代替三種混合和不活化脊髓灰质炎疫苗。
接种次数按下方记载进行。
但是、接种过脊髓灰质炎疫苗时，皮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次数有所不同。
①脊髓灰质炎疫苗（経口）接种过2次的人…不需要接种皮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疫苗。
②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过一次的人…皮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需接种3次（初次接种2次、加强接种1次）。
◎BCG是卡介苗。 四種混合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痺。二種混合是白喉、破伤风。
三種混合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しん是麻疹、風しん是风疹、
生ポリオワクチン是脊髓灰质炎疫苗、不活化ポリオワクチン是皮下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
経口生ポリオワクチン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ヒブワクチン是细菌性髓膜炎。
种

类

对象人和接种方法

三種混合
（百日咳•白喉•
破傷風）

Ⅰ期

●初次接种：出生后3～12个月之间的婴儿在间隔3～8周连续接种3次
●加强接种：初次接种（3次）后、间隔12～18个月接种1次※最少也需间隔6个月以上
   ※初次•追加都需在7岁半以前完成。
   ※三種混合疫苗于平成26年12月停止生产。
   ※三種混合疫苗的接种未全部接种的人请咨询主治医生。

二種混合

Ⅱ期

小学6年级（11～13岁）之间接种1次

Ⅰ期

●初次接种：出生后3～12个月之间的婴儿在间隔20日以上连续接种3次（如是②时接种2次）
●加强接种：初次接种（3次、如是②时接种2次）后、间隔12～18个月接种1次
※最少需间隔6个月以上
   ※初次•加强都需在满7岁半以前完成。

脊髓灰质炎

※平成7年4月2日～平成19年4月1日出生、日本脑炎的Ⅰ•Ⅱ期的接种没有完成的人、在20岁之前可以接受接种。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或直接咨询医疗机关（注 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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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走出去（游戏广场和交朋友）
在町内有很多可以带孩子一起玩的设施，给孩子之间、家长之间提供沟通的场所。请随便来玩吧！
MAP 〜

長与町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长与町育儿支援中心）
在町内有3个育儿支援中心。咨询有关育儿知识、亲子沟通、交朋友、交换信息的场所。可随意参加。
●对象人：居住在长与町的出生后2个月～学龄前儿童和家长、孕妇
●开馆日：周一～周五（周六、周日、法定假日、年末年初休息）
详细请参照各个中心。

長与町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长与町育儿支援中心）

長与保育園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长与保育园育儿支援中心）

おひさまひろば（o hi sa ma hi lao ba） さくらんぼ（sa ku la en bo）
●时 间：10点～12点、13点～16点（周四上午休息、下午开馆）
●内 容：微笑咨询、双胞胎聚会、亲子讲座、互动游戏、独立小
组支援、每周一•周四 读图画书
●咨询处：高田郷2005-2（ほほえみの家内）（hao hao ai mi no ye 内）
TEL：095-855-8551
http://www.webtown/nagayo.jp/

●时 间：10点～12点、13点～16点
●活动内容：交流、室外游戏、公园游戏、生日会、戏水、母亲讲
座、圣诞会、同龄班、自由活动支援等
●咨询处：嬉里郷675 TEL：095-883-2538

あじさい保育園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a ji sai保育园育儿支援中心）

でんでん俱乐部（dian dian ku la bu）

●时 间：10点～15点
●活动内容：周二•周四：大家一起玩季节手工、玩玩具、生日
会、讲座、游泳（夏季）等     10点开始…
周一•周三•周五：自由活动（开馆时间内可随时参
加）
●咨询处：吉無田郷1211-155
TEL：095-883-8853

各地区での自主サークル活動（各地区的独立小组活动）
※希望利用时需事前与下记的咨询处联系。

「さくらんぼ」
（sa ku la en bo）…… 嬉里中央自主防災中心
   （每个月3次）第一•第二•第三个周一

「つくしんぼ」
（ci ku xi en bo）… … サニ―タウン（sa ni ta u en）南公民館
  （每个月1次）第二个周三

「うれりっこ」
（u lai li ko）… … 嬉里谷集落中心
  （每个月2次）第二•第四个周二
「かぜっこ」
（ka zei ko）… …… 緑ヶ丘（mi do ri ga o ka）団地集会所
  （每个月1次）第二个周四

「なかよしキッズ」
（na ka yo xi ki zu）… 長与北児童館
  

  每周周五 暑假•寒假•春假休息

「ぴよぴよくらぶ」
（pi yo pi yo ku la bu）… 井手本防災中心
  （每个月1次）第一个周四（0岁幼儿为对象）

「さくらクラブ」
（sa ku la ku la bu）… 長与町公民館（２F和室）
  （每个月1次）第一个周五（0岁幼儿为对象）
●举办时间：10点～12点   原则上法定节假日休息
●咨询处：長与町子育て支援センター（长与町育儿支援中心）
おひさまひろば（o hi sa ma hi lao ba）
TEL：095-855-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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児童館（儿童馆）

働く婦人の家（劳动妇女之家）

在町内有5个儿童馆，不仅限小学生、婴幼儿
也可在上午参加游戏活动。针对幼儿的日程
表，可在每个月的「広報」和网站上确认。
●对象：未上幼儿园的幼儿和家长
●费用：免费
●咨询处：各儿童馆（参照P16）
ミカンちゃんひろば「リトミックあそび」
（节奏感游戏）在北儿童馆

☆親子教室（亲子教室）
内 容：按婴幼儿的发育阶段（根据年龄）分为5个班①～⑤、根据参加各个班
进行与孩子年龄相吻合的游戏活动（唱歌、体操、读物、季节手工、烹
饪实习等）。通过活动培养孩子融入社会的基本素质。
对 象：①2岁半～3岁 ②2岁～2岁半 ③1岁半～2岁 ④1岁～1岁半 ⑤半岁～1岁）
手 续：在「講座•教室募集案内」（讲座•教室征募指南）报名（需申请）
费 用：材料费

☆お父さん！一緒に遊びましょう
（爸爸！一起玩吧！）
内 容：父子通过游戏、学习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理解父亲的重要性。爸爸之间沟通交流的
场所。
对 象：2～4岁的幼儿和父亲及家人
手 续：在「広報ながよ」及「講座•教室募集案内」报名（需申请）
费 用：免费

●咨询处：働く婦人の家 TEL：095-883-1583
生涯学習課•社会教育班 TEL:095-801-5682

屋外お出かけスポット（室外可去的场所）
天气好时，可以去公园！在町内有很多的公园，并且有停车场、自动售货机、娱乐设施齐全，适合带着家人同行，以下作以介绍。外
出时需戴帽子、换洗衣物、毛巾及其他，随身携带塑料袋，装些垃圾或漂亮的树叶及其他东西带回来。

《中尾城公園》

MAP  

●所在地：吉無田郷61-1
●设  备：螺旋形滑梯、独轨车、滑行草
坪、冒险山谷
●其  他：安静且被树木环绕的中世纪的
山城遗址、与町民文化会馆之
陶艺馆相邻。
●咨询处：中尾城公園管理事務所
		
TEL:095-887-1144
都市整備課 TEL:095-801-5839

《潮井崎公園》

《天満宮公園アスレチック広場》
（天满宫公园运动广场）
MAP 

MAP 

●所在地：岡郷2541-1（潮井崎巴士站台旁）
●设  备：游戏设施、厨房、淋浴室…
潮井崎交流馆
●其  他：使用厨房、潮井崎交流馆时需申请。
厨房用具不出租、不出售。另外、交
流馆的休息日是星期一（星期一是法
定假日时第二天休息）。
●咨询处：ウォ―キングセンター潮井崎交流
館館
TEL:095-883-3312
都市整備課 TEL:095-801-5839

●所在地：高田郷1264-1
（JR高田车站旁）
●设  备：体育运动设施
●其  他：樱花季节时非常漂亮。
●咨询处：都市整備課
		
TEL:095-801-5839

《長与総合公園》(长与综合公园)
在长与综合公园一带有，运动公园广场、交流广场、网球广场、相扑广场、游泳池、大型游戏设施及网状运动设施和空中荡绳。

★運動公園広場（运动公园广场）

MAP



●所在地：岡郷658-13（综合公园巴士
站台旁）
●设  备：有网状运动设施、空中荡绳、
滑梯、秋千等游戏设施。
●咨询处：スポ―ツ振興課
		
TEL:095-801-5683

★ふれあい広場（交友广场）

MAP



●所在地：岡郷1474-8（满永巴士站台
旁）
●设  备：体育运动设施
●其  他：举办长与川まつり的场所。
●咨询处：スポ―ツ振興課
		
TEL:095-801-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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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泳プール（游泳池）

MAP



●所在地 ：岡郷 658-17…
（综合公园巴士站台旁）
●设  备：25米泳池8个泳道、…
幼儿泳池、滑梯
●营业日：7/15～8/31（8/31只有上午营业）
●咨询处：スポ―ツ振興課
		
TEL:095-801-5683

チャイルドシートの貸し出し（婴幼儿车用安全座椅的免费出借）

ながさき子育て支援の店（长崎支援育儿的商店）
作为育儿援助的商店提供免费的服务、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援育
儿群体。

最大期限4个月免费出借婴幼儿车用安全座椅。
●对 象：町内居住的交通安全协会会员
●手 续：需交通安全协会会员证和印章。

☆とくとくサービス
（优惠服务）

●咨询处：時津地区交通安全協会
		
TEL：095-882-8310

内 容：商品打折、积分、赠品等
对 象：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

☆すまいるサービス
（微笑服务）

図書館お話し会（图书馆故事会）

内 容：对育儿提供体贴设施（哺乳
室及配置婴儿床、并提供冲
奶粉用的热水等）

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提供讲故事和连环画的读书活动。
【0～2岁】…
第一个、第三个周三  11：00～11:20
【3岁～低学年】…
每周周六  11:00～11:20
●费用：免费
●咨询处：長与町図書館 TEL：095-883-1799

●咨询处：長崎県こども未来課 TEL：095-895-2686
cs-shop@pref.nagasaki.lg.jp

④こどもさんをお預かりします（孩子临时看护）
因面谈、演讲会、演出而外出时、或因去医院就诊及探望病人而外出时、因加班而晚归时、可以临时性
的一段时间内提供看护服务。

ファミリーサポートセンター（家庭支援中心）

シュートステイ事業（短期育儿互助项目）

ファミリーサポートセンター（家庭支援中心）
红白喜事、学校活动、音乐会及美发室等不方便带孩子外出时、
因病后还不能去幼儿园时、因加班而晚归时、提供有偿的临时性
的照顾孩子的机构。
想对育儿给予帮助的人员（协助会员）和想得到帮助的人员（利
用会员）、分别加入家庭支援中心、成为会员、在区域内互相帮
助的育儿机构。在本中心提供会员的中介服务。
●对 象：出生后3个月～小学校6年级以下孩子的家长
●咨询处：長与町社会福祉協議会 TEL: 095-883-7760

因生病、分娩等原因、在对照顾孩子感到体力不支时、以及紧急
情况下需临时性的保护时、由儿童福利设施提供规定期限的抚养
•保护项目。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一時預かり（一時保育）事業（临时看护（临时保育）项目）

病児保育事業（さくらっこルーム）
（sa ku la kao ru mu）生病幼儿的保育项目

因家长的工作、疾病、分娩前后、红白喜事、育儿疲劳等理由、
在町内的各保育所（园）有临时性的看护服务。
●对 象：1岁至小学入学前的幼儿。
●费 用：1岁～未满3岁的幼儿    2500日元／一天…
3岁以上              	
1500日元／一天
●利用日：每个月12天以内
●咨询处：各保育所•保育园

对生病的恢复期或生病时不能集体保育的婴幼儿提供临时的看护
项目。是与时津町共同实施。
●对 象：满足以下①～③条件的婴幼儿…
①居住在町内的婴幼儿、出生后3个月至学龄前儿童、
且在保育所或幼儿园在籍的婴幼儿…
②虽不需住院治疗、但不能集体保育的婴幼儿…
③因监护人工作原因而不能在家照顾的婴幼儿
●费 用：保育费2000日元、午餐费500日元
●手 续：当日早8点15分开始可以电话预约「さくらっこルーム」
(sa ku la kao ru mu)、需提供相关资料。
●咨询处：さくらっこルーム（こいで小児科）(ko yi dai小児科)
TEL:095-881-7561
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トワイライト事業（夜间特殊互助项目）
监护人因工作等原因、经常夜不能回、不能为孩子提供正常的家
庭生活环境时、可由儿童福利设施提供生活指导和饮食。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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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保育所(園)•認定こども園•幼稚園（保育所（园）•认定儿童园•幼儿园）
認定保育所（園）• 認定こども園（认定保育所（园）• 认定儿童园）

MAP ❺〜

在长与町内被认可的保育所（园）有8个、认定儿童园有1个。除入所（入园）以外、在规定日的时间段免费对外开放、为家长之间、
孩子之间提供沟通交流的场所。并举办关于育儿的咨询及亲子游戏活动、支援育儿事业。另外、因育儿疲劳等原因提供临时保育服务
等等。同时为没有入保育所（园）•认定儿童园的家庭的育儿提供支援服务。
※认定儿童园：提供教育和保育一体化的设施。

☆入所（園）の手続き（入所（园）的手续）
①保育所：父母因工作、疾病、分娩、及其他理由需要保育时为0岁至入学前的孩子提供保育。
●报名处：福祉課 ※町外的认定保育所（园）也需到长与町福祉課（福祉课）办理申请手续。  
●保育费：根据家长前一年的收入和孩子的年龄来决定。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②認定こども園（认定儿童园）
（1）希望作为保育而利用 和保育所入所手续相同。
（2）希望作为教育而利用  和保育的必要性无关、满3周岁以上的儿童为对象提供幼儿教育。
●报名处：各认定儿童园
●保育费：根据父母的住民税额和孩子的年龄来决定。
●咨询处：请直接咨询各认定儿童园。

☆临时看护（临时保育）项目

(P18 参照临时看护（临时保育）项目 )

〈町内认可保育所（园）• 认定儿童园一览〉

町
立

私

立

所在地/网址

电话号码

对象年龄

开所时间
(含延长保育)

保育所•园名

定员

园庭开放

高田保育园

90

高田郷2047-3(健康中心附近)
http:∥www.koudahoikusho.jp/index.php

095-856-2333

满3个月～

7:00～19:00

每周周三
10:00～11:30

长与保育园

150

嬉里郷675（长与役场附近）
http:∥www1.cncm.ne.jp/~nagayo42/syoukai.html

095-883-2538

满5个月～

7:00～19:00

第1•3个周六
10:00～11:00

めぐみ保育园…
mei gu mi

150

吉無田郷2030-10（长与火车站附近）
http:∥www.minorikai.jp/megumi/index.html

095-883-3466

满5个月～

7:00～19:00

第2•4个周六
10:00～11:00

のぞみ保育园
no zao mi

70

三根郷53-100（长与ニュ―タウン）ni you ta u en
http:∥www.minorikai.or.jp/nozomi/index.html

095-883-1040

满5个月～

7:00～19:00

每周周六
10:00～11:00

わかば保育园
wa ka ba

150

嬉里郷1142-1（マルキョウ附近）ma lu ki yao
http:∥www.minorikai.or.jp/wakaba/index.html

095-883-4906

满5个月～

7:00～19:00

每周周六
10:00～11:00

道の尾保育园
mi qi no o

120

高田郷83-5（道の尾车站附近）
http:∥www.minorikai.or.jp/mitinooh/index.html

095-856-0970

满5个月～

7:00～19:00

第2•4个周六
10:00～11:00

あじさい保育园
a ji sa yi

90

吉無田郷1221-155（サニ―タウン）sa ni ta u en

095-883-8853

满3个月～

7:00～19:00

第1•3个周六
10:00～11:00

ひかり保育园
hi ka li

50

岡郷3049-39（堂崎公园内）
http:∥www.geocities.jp/hikarihoikuensince2004/

095-883-8855

满3个月～

7:00～19:00

每周周三
10:00～11:30

上长与儿童园

51

吉無田郷1489-94（长与ニュ―タウン）ni you ta u en
http:∥www.kaminagayo.com

095-883-4035

满6个月～

7:00～19:00

每周一～周五
10:00～16:30

●咨询处 ：有关入所（入园）的申请（认定儿童园只限保育利用时）及保育费的事项请咨询福祉課 • 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关于临时看护（临时保育）项目、保育所（园）• 认定儿童园的特色、年内活动等事项请咨询各保育所（园）• 认定儿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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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外保育施設（认可外保育设施）

MAP 〜

未被官方认可的保育设施。对象儿童的年龄、服务内容及利用费的事项因保育设施而不同。请查阅各个园的网站。
●报名处：请直接向各个设施申请办理。
〈町内认可外保育设施〉平成27.4.1现在
设施名

フレンド Kids land

长与きらきら（kilakila）保育园

地  址

高田郷940

吉無田郷2058-10－２F

电话号码

095-883-6550

网  址

095-807-3962
http://nagayo-kirakira.net/

●咨询处：请直接咨询各个设施。

私立幼稚園預かり保育促進事業補助金（私立幼儿园看护保育促进项目补助金）
针对利用私立幼儿园实施的看护保育的儿童的家长、看护保育费的一部分给予补助。
●对 象：在町内有住所的园儿的家长。
●手 续：需通过幼儿园进行申请。申请时需提供家长不能看护理由的书面资料。
●咨询处：教育委員会•教育総務課
TEL:095-801-5680

私立幼稚園就園奨励費補助金（私立幼儿园就园奖励费补助金）
为了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根据家庭的町民税额、保育费的一部分给予补助。
●对 象：町内居住的在园儿童的家长
●手 续：家长需直接向各个幼儿园申请。
●咨询处：各个幼儿园或教育委員会•教育総務課
TEL:095-801-5680

私立幼稚園（私立幼儿园）

MAP 〜

通过体验集体生活和玩耍、学习道德规矩等、为孩子更好的融入社会打下基础。幼儿园是根据学校教育法而设立的设施、由文部科学省
管辖、教育方针、对象年龄、保育费等因园而异。每个幼儿园都举办庭园对外开放及看护、未入园儿童提供游戏场所等活动。详细请阅
览各个幼儿园的网站。
报名处：请直接向各个幼儿园申请办理。
〈町内私立幼儿园〉
设施名

あやめ（a ya mei）幼儿园

フレンド（fu lai en dao）幼儿园

地  址

嬉里郷855

高田郷940

电话号码

095-883-2647

095-883-6550

●咨询处：请直接向各个幼儿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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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期
①关于办理入学、转校手续以及有关入学前的体检和咨询
小学、中学的入学手续
在（适龄儿童）需入学的1月末、会收到办理入学所需的〈上学通知书〉。没有收到〈上学通知书〉的请咨询相关部门。
●对 象：明年预定上小学、中学的人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入学时的体检
在上小学前一年的10～11月份、实施体检和面试。
●对 象：明年预定上小学的所有学龄前儿童
●地 点：上指定学校
●手 续：给学龄前儿童的监护人发明信片
●费 用：免费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转校手续
在住民課办理转户口手续时领取转校资料、持资料到学校教育課办理。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入学咨询
关于学校和入学后的支援、受理来自监护人的咨询。必要时针对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特别支援教育信息。
●对 象：需特别支援教育的人以及对于孩子的入学存有困惑的人
●手 续：打电话至学校教育課或到学校教育課面谈
●费 用：免费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②有关小学时期的支援和补助
需特别支援的人群
根据残障的程度安排课程，接受特别教育的班级。
※对于需特别支援在校的孩子，有上学辅助金制度。
●设置校（类别数）
・长与小学（智障1级・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四肢不方便1级）
・高田小学（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
・洗切小学（智障1级）
・长与北小学（智障1级）
・长与南小学（智障1级・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
・长与中学（智障1级・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
・长与第二中学（智障1级・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
・高田中学（智障1级・自闭症/情绪不稳1级）
●对象：经入学会谈认定可升级的学生
●手续：入学商谈后决定
●咨询处： 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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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支援教育的入学奖学金及补助
针对在校中小学特别支援群体孩子的监护人，入学时所产生费用的一部分给予补助。※有收入限制
●对象：有登记中小学特别支援群体孩子的监护人
●手续：通过所在中小学校进行申请。申请时需准备能证明收入等各种证明。
●咨询处： 所在校或教育委员会・教育総務課 TEL095-801-5680

入学援助费
以上学需经济援助的人为对象，在学习用品和餐费等方面给予一部分援助。
●对象：居住在町内的以及所在校是町内的中小学生。
●手续：需通过所在中小学校进行申请。申请时需提交收入证明等资料。
●咨询处： 所在校或教育委员会・教育総務課 TEL095-801-5680

残障者支援指导教室
中小学普通班的在校学生，每周1—8节课，结合残障程度的不同，可接受特别指导的教室。
●设置学校（教室数量）
长与小学（情绪不稳Ⅰ级）
长与南小学（情绪不稳Ⅱ级）
长与第二中学（智障・多动症Ⅰ级）
如所在校无班可去其他设置校参加。
●对象：根据入学咨询被认为适合的儿童、学生
●手续：面谈后决定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长与町学校适应指导教室（いぶき）yi bu ki

MAP 

针对有入学愿望而不能实现的居住在本町的儿童和学生，除了有通级（入学）教室的帮助以外，还为监护人提供咨询服务。
●对象：居住在本町的中小学生
●手续：报名可跟所在校或长与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課进行咨询。教育咨询可直接到指导教室（いぶき）
●费用：免费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学校适应指导教室（いぶき）TEL090-3324-3131
（星期一、二、四、五 9 ：30 ～ 12 ：30）

特别教育支援员

MAP 〜

不论是特别支援班还是正常班，对于以有发育不全的孩子为主，特别对于需要特别教育的孩子，学校会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中进行
帮助。
●设置学校：町内所有中小学
●咨询处：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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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于在校期间的健康拓展训练支援
少年宫（儿童馆）
町内的5所儿童馆是孩子们可自由活动的“地域操场”。通过玩不仅可培养孩子们的自主协调性、也可增强体力。儿童馆内配备各种
玩具、可在图书室看书、和朋友聊天、孩子们可尽情释放。随季节变换、会举行各种手工制作活动。具体内容会在每月发行的各儿童
馆的「おたより」（o ta yao li）里通知。

●少年宫剧场（じどうかん劇場)

④关于放学后的支援
少年俱乐部（児童クラブ）
由各小学校区的监护人团体运营的健康成长项目，是对于在课余以及暑假期间，监护人由于工作等原因而不在的小学生家庭，可利用儿
童馆或是空闲教室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对 象：监护人由于工作等原因课余以及暑假期间家长不在的小学生。
●手 续：在各俱乐部直接申请
●费 用：请向各俱乐部咨询
●咨询处：长与小学校区：
TEL095-887-2938
まるたんぼクラブ（ma lu ta en bo ku la bu）长与儿童馆内
TEL095-883-7466
まきのきクラブ（ma ki no ki ku la bu）私人出租屋
TEL095-865-8845
みのり会ながよっ子クラブ（mi no li kai na ga yao ko ku la bu）私人出租屋
长与小学・长与南小学校区：
TEL095-883-6550
おおとり学童クラブ（o o tao li ga ku dao ku la bu）北阳台小区内
		
长与南小学校区： 長与南児童クラブ（na ga yao mi na mi ji dao ku la bu）长与南儿童馆内
TEL095-883-1640
TEL095-865-7710
児童クラブクロ―バー（ji dao ku la bu ku lao ba）南儿童馆院内
高田小学校区：
TEL050-3444-1186
高田児童クラブ（ta ka ta ji dao ku la bu）高田儿童馆内
长与北小学校区： 长与北児童クラブ（na ga yao ji dao ku la bu）长与北儿童馆内
TEL095-887-5895
		
洗切小学校区：
TEL095-883-8760
あらいきり児童クラブ（a la i ki li ji dao ku la bu）洗切小学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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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预防犯罪巡逻

蓝色旋转灯巡逻车

为了确保孩子们在上学、放学时以
及课余时间的安全、以自治会和社
区等本地居民主导的在各小学校区
的上下学时间段实行预防犯罪巡逻。

以上下学的孩子们为首且确
保整个町里的安全、提高防
范意识、防止各种犯罪、町
内有巡逻车沿途巡逻。

●咨询处：
地域政策課・交通防范係
TEL095-801-5662

●咨询处：
地域政策課・交通防范係
TEL095-801-5662

儿童110车

儿童110之家

是一项为保护整个地区孩子们安全的志愿者活动。当遭遇拐骗、
暴力、性骚扰等、或是感到恐惧不安时、需要帮助或救助、以及
在见证孩子的遭遇时起到及
时保护、及时和警察、家人
取得联系的作用。

当孩子们遇到「拐骗、暴力、性骚扰」等危险时、作为可临时避
难场所、町内有作为志愿者而登录的私人住宅和办公室。作为求
助的标志、在儿童110之家都设有醒目的黄
色「小旗」或「帖纸」。

●咨询处：
地域政策課・交通防范係
TEL095-801-5662

●手 续：通过申请办理登录110之家。
●咨询处：
生涯学習課
TEL095-801-5682

⑤关于疫苗接种
两种混合（白喉、破伤风）、日本脑炎、宫颈癌等疫苗的预防接种、在规定允许的年龄和周期内在指定医疗
机构可免费进行。到了规定允许的年龄可直接与指定医疗机关预约、并在身体健康状态良好时接受疫苗接种。

两种混合（白喉、破伤风）
作为在婴幼儿时期需分4次完成的三种混合的第二期接种、两种
混合的疫苗接种需接种1次。
●对象：小学6年级学生（11周岁～未满13周岁）

子宫颈癌疫苗

日本脑炎
作为在婴幼儿时期3次接种后的第二期疫苗接种，需接种1次。
●对象：小学4年级学生（9周岁～未满13周岁）

※在小学入学前仍未完成四种混合第1期、三种混合第1期，脊髓灰质
炎，日本脑炎第1期接种的，可在满7岁半之前进行接种。

需在法定年龄遵守间隔时间分3次进行接种。
●对象：相当于小学6年级～高中一年级的女生
※自平成25年6月14日起鼓励积极参加接种。
●咨询处：健康保险课・健康增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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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95-801-5820

⑥小学时期（孩子本人、监护人、相关人员）的咨询项目
各种咨询人员接待来自孩子自身、家人、以及和孩子相关人员的咨询。遇到问题不要一个人烦恼、鼓出勇气说出来、一起去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校内咨询室
各校设置的咨询室接受来自孩子本人及家长针对在校生活和育儿烦恼的咨询。

☆孩子和家长的咨询员（各小学）
长与小学
高田小学
洗切小学
长与北小学
长与南小学
●所管课：学校教育課

（080-1724-4113）
（090-3328-5118）
（090-3078-4141）
（090-8839-9845）
（090-8416-0025）
TEL(095)801-5681

周一～周五的10点～14点
（各校有每周休息1天）

☆心理教室咨询员（各中学）
长与中学
（090-4341-7218）
长与第二中学
（090-4348-0831）
高田中学
（090-8767-9828）
●所管课：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周一～周五的10点～14点
（各校有每周休息1天）

与教养・发育障碍相关的咨询
☆孩子的咨询
●内 容：对于身体・心理・语言・行为方面等有担心的人、有临床心理医生（保健师）等进行咨询。
●对 象：婴幼儿～中小学生及家长
●手 续：需预约
●咨询处：健康保険課・健康増進係 TEL095-801-5820

☆孩子和家庭的110
●内 容：有孩子的家庭、当遇到来自孩子自身和家庭的烦恼时、可接受专业人员的咨询、匿名咨询也可。
●时 间：年底年初・法定节假日除外的9点～20点
●咨询处：长崎儿童・女性・残疾人支援中心内孩子・家庭110 TEL095-844-1117

☆关于身体・智障的咨询
●时 间：周一～周五 9点～17点45分
●咨询处：长崎儿童・女性・残疾人支援中心・残疾人支援部・更生相谈課
TEL095-846-8905（身体残疾）
		
TEL095-844-6250（智力残疾）

☆有关孩子的咨询（包括虐待行为）
●对 象：孩子本人、家长以及相关人员
●时 间：周一～周五 9点～17点45分
		
周六、周日 9点～17点
※24小时接待虐待行为的告发（无休息日）
●咨询处：长崎儿童・女性・残疾人支援中心・孩子・女性支援部・相谈支援課

TEL095-844-6166

☆残疾人咨询支援推广项目
●内 容：与孩子发育相关的咨询
●时 间：周一～周五 8点30分～17点15分
●咨询处：时津町儿童发育支援中心（ひまわりの園）hi ma wa li no so no

☆长崎县残疾人发育支援中心（しおさい）xi o sa yi
●内 容：与孩子发育相关的咨询
●时 间：周一～周五 9点～17点
●咨询处：残疾人发育支援中心しおさい（xi o sa yi） TEL0957-2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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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95-882-4520

与逃学相关的咨询・措施
对于想去学校而不能去的少年儿童、除了有通级的支援外、也接待来自家长的咨询。

☆长与町学校适应指导教室「いぶき」
（yi bu ki）
●内

容：对本町居住的不能去学校的少年儿童有残障者支援项目。
※去特别教室时也作为出勤计算
●对 象：对学校、集体生活感到不安或有困惑的本町居住的中小学生。
●时 间：周一、二、四、五
9：30～12：30
●手 续：请与所在校或「いぶき」
（yi bu ki ）咨询。
●费 用：咨询及学习班均为免费
●咨询处：いぶき（yi bu ki ）090-3324-3131
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孩子本身及与孩子教育相关的电话咨询
是针对受欺负、逃学、犯罪等相关的咨询、为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烦恼或与孩子的相处有困惑的人提供电话咨询。

☆长与少儿热线（子どもホットライン） TEL095-883-5161
●内 容：受理来自孩子自身以及家长对于学校生活和与孩子相关的咨询。
●对 象：孩子本人和家长、相关人员
●时 间：周一、二、四、五
9:00～17:00
●所管課：学校教育課 TEL095-801-5681

☆亲子热线（親子ホットライン） TEL（0120）72-5311
●内 容：有关孩子教育方面的咨询
●对 象：幼儿、中、小学生、高中生以及家长和相关人员
●时 间：周一～周五   9:00～20:50
●所管課：长崎县教育中心

☆被欺负时的咨询热线（いじめ相談ホットライン） TEL（0570）07-8310
●内 容：与被欺负、逃学、体罚等相关的咨询
●对 象：中小学生和家长等相关人员
●时 间：全天24小时可
●所管課：长崎县教育委员会

☆青少年热线（ヤングテレホン）TEL（0120）78-6714
●内 容：与青少年犯罪和受伤害相关的咨询
●对 象：孩子本人或家长、相关人员
●时 间：周一～周五  9:00～17:45（节假日除外）
●短信咨询：young786714＠ezweb.ne.jp  （短信咨询时可能出现不能马上回复的情况）
●所管課：长崎县警察本部少年支援中心

☆孩子热线（チャイルドライン） TEL（0120）99-7777
●内 容：希望有人倾诉时、或是有事却和家里人、朋友说不出口时、可随时电话咨询。
		
※电话免费
●对 象：未满18周岁的孩子
●时 间：周一～周六  16:00～21:00
●所管課：NPO法人孩子热线支援中心
（赞助 ：内阁府・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总务省）
http//www.childline.or.jp

☆西彼保健所青春期咨询
●内 容：有关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咨询
		
心理健康・青春期的危险行为・药物依赖等
●对 象：孩子或家长、相关人员
●时 间：周一～周五  9:00～17:45
●咨询处：西彼保健所・保健福祉班 TEL095-856-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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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家庭
①单亲家庭的支援
儿童抚养费制度
为了给由于父母离异、由父亲或母亲单方面养家糊口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个相对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而设有福利专款。福利金额需
根据受益人及其抚养者的收入决定。
※自申请日的下一个月开始支付
※有收入限制
※每年8月份需办理更新手续（现况届）
●对 象：单亲家庭或父母单方面有残障的家庭及代为抚养者。
●手 续：根据抚养人的情况需提交的书面资料会有所不同。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課 TEL095-801-5826

就学补助金
对就学需经济方面援助的人、学习用品、午餐费等会提供部分补助。
●对 象：单亲、低保、低收入的中、小学生家庭
●手 续：需通过所在校进行申请。申请时需提供能证明收入的书面资料。
●咨询处：各所在校或教育委员会总务科 TEL095-801-5680

少额储蓄免税制度
有符合以下情况的均可享受少额储蓄免税制度。
・遗族年金的受益人（妻子）
・寡妇年金的受益人
・遗族基础年金的受益人（妻子）
・单亲母子家庭（孩子的母亲）等符合条件的人
●咨询处：各金融机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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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

为庆祝升入小学而发放入学礼金。
●对 象：有将要升入小学的孩子的单亲家庭・没有父母的家庭
●咨询处：长与町社会福祉协议会 TEL095-883-7760

祝

入学礼金制度

单亲家庭福利医疗
持医疗保险证到医疗机构就诊时、所支付的医疗费的一部分给予补助。
※有收入限制
※利用健康保险组合及各种共济组合的附加补助金或高额疗养费制度等，不作为补助对象。
※在医疗机构支付的医疗费、作为个人负担金额为每月、每个医疗机构1天800日元，…
每月上限为（2天以上）1600日元（处方药免费）扣除后支付。
※每年12月份需办理更新手续。
●对
●手

象：有不满20周岁的孩子的单亲母亲或父亲、以及不满18周岁的单亲家庭的孩子（高中在校生是不满20周岁的孩子）
续：需家长和孩子的健康保险证・印章・家长名义的银行存折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单亲家庭的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为了让更多单亲（母子家庭、父子家庭）、寡妇家庭能够经济独立、自立更生、以及孩子们的福利得到更好的实施，有各种资金贷款项目。
●对 象：母子家庭的母亲、父子家庭的父亲以及寡妇或孩子・孤儿
●贷款种类：创业资金、技能学习资金、修学资金、入学准备资金等
●咨询处：長崎県西彼福祉事務所 TEL095-846-8955
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电车月票折扣制度
针对单亲家庭，设有电车通勤月票30%折扣制度。
●咨询处：福祉課・児童福祉係 TEL095-801-5826

减税制度
单亲家庭可申请所得税及住民税的寡妇（夫）扣除。
●咨询处：長崎税務署 TEL095-822-4231
		
税務課・住民税係係 TEL095-801-5785

长崎儿童・女性・残障者支援中心
针对女性特有的各种问题（结婚・离婚・和异性之间的争执等）、为遭遇配偶的家庭暴力相关的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时 间：周一～周五 9：00～17：45
●咨询处：儿童・女性支援部女性支援科 TEL095-846-0560
		
配偶者暴力相谈中心 TEL095-846-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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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町内设施一览
〈长与町等行政机关〉
设施名
❶
❷
❸
❹

长与町役场
长与町健康中心
长与町交友中心
长与南交流中心

住   所
嬉里郷659-1
高田郷2005-3（３•４层）
高田郷2005-3（１•２层）
吉無田郷1163-193

电话号码
095-883-1111
095-855-8902
095-855-8128
095-883-5120

高田郷2047-3   
嬉里郷675
吉無田郷2030-10
三根郷53-100
嬉里郷1142-1
高田郷83-5
吉無田郷1221-155
岡郷3049-39
吉無田郷1489-94

095-856-2333
095-883-2538
095-883-3466
095-883-1040
095-883-4906
095-856-0970
095-883-8853
095-883-8855
095-883-4035

高田郷940
吉無田郷2058-10  

095-883-6550
095-885-7705

嬉里郷855
高田郷940

095-883-2647
095-883-6550

高田郷2005-2
嬉里郷675（长与保育园内）
吉無田郷1221-155

095-855-8551
095-883-2538
095-883-8853

嬉里郷659-2
高田郷2207
平木場郷151
斎藤郷370
高田郷1196-80

095-883-2004
095-856-1709
095-883-2025
095-883-2522
095-883-2959

嬉里郷594-2
高田郷2591-1
高田郷1006-325
斎藤郷431-16
三根郷52-30

095-883-6399
095-857-4500
095-883-3996
095-887-3319
095-887-2616

嬉里郷594-2（长与儿童馆内）
嬉里郷460-2－2F
高田郷2591-1（高田儿童馆内）
高田郷1006-325（长与南儿童馆内）
高田郷1006-325（长与南儿童馆院内）
斎藤郷431-16（长与北儿童馆内）
平木場郷151（洗切小学校内）
嬉里郷465
高田郷3969（北阳台团地内）

095-887-2938
095-883-7466
050-3444-1186
095-883-1640
095-865-7710
095-887-5895
095-883-8760
095-865-8845
095-883-6550

丸田郷194
吉無田郷322
高田郷1912-1

095-883-2009
095-883-6259
095-857-5220

高田郷1196-61
高田郷3672
長崎市泉町1125
高田郷547-21
まなび野1丁目1-1

090-3324-3131
095-883-6844
095-840-5107
095-887-5671
095-813-5500

嬉里郷431-1
嬉里郷431-1（长与町社会福祉协议会）
嬉里郷431-1（长与町社会福祉协议会）

095-883-7760
095-883-7588
095-883-7755

〈认可保育所（园）•认定儿童园〉
❺
❻
❼
❽
❾





高田保育所
长与保育园
めぐみ（mei gu mi）保育园
のぞみ（no zao mi）保育园
わかば（wa ka ba）保育园
道の尾保育园
あじさい（a ji sa yi）保育园
ひかり（hi ka li）保育园
上长与儿童园

〈认可外保育设施〉
 フレンド（fu lai en dao）儿童乐园
 长与きらきら（ki la ki la）保育园

〈幼儿园〉

 あやめ（a ya mei）幼儿园
 フレンド（fu lai en dao）幼儿园

〈育儿支援中心〉

 おひさまひろば（o hi sa ma ）广场
 さくらんぼ（sa ku la en bao）
 でんでんクラブ（diandian） 俱乐部

〈小学校〉






长与小学校
高田小学校
洗切小学校
长与北小学校
长与南小学校

〈儿童馆〉






长与儿童馆
高田儿童馆
长与南儿童馆
长与北儿童馆
上长与儿童馆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まるたんぼ（malu ta en bo）俱乐部
まきのき（ma ki no ki）俱乐部
高田儿童俱乐部
长与南儿童俱乐部
儿童俱乐部クローバー（ku lao ba）
长与北儿童俱乐部
あらいきり（ a la yi ki li）儿童俱乐部
みのり会ながよっ子（mi no li kai na  ga yao kao）俱乐部
おおとり（o o tao li）学童俱乐部

〈中学校〉

 长与中学校
 长与第二中学校
 高田中学校

〈其他近邻学校关系〉






长与町学校适应指导教室「いぶき」（yi bu ki）
长崎县立长崎北阳台高中
长崎市立长崎商业高中
长崎县立长崎高等技术专门学校
长崎县立大学シーボルト（xi bao lu tao）校

〈福祉设施关系〉

 长与町社会福祉协议会
 长与町志愿者中心
 长与町忧虑事咨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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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名
（障碍者通所设施）ほほえみの（hao hao ai mi no）家
（勤劳继续支援 B 型）ひばり（hi ba li）园
（勤劳继续支援 B 型）接触工作室
ひばり（hi ba li）学习班
（地域活动支援中心）あおぞら（a ao zao la）
（独立训练）スマイル（si ma yi lu）

住   所
高田郷2005-2
高田郷2005-2（hao
高田郷2005-2（hao
高田郷2005-2（hao
高田郷2005-2（hao
高田郷2005-2（hao

hao
hao
hao
hao
hao

ai
ai
ai
ai
ai

mi
mi
mi
mi
mi

no）家内
no）家内
no）家内
no）家内
no）家内

电话号码
095-855-8518
095-855-8522
095-855-8522
095-855-8568
095-855-8528
095-855-8564

〈文化设施•公民馆设施等〉




















嬉里郷636
高田郷2594-1
平木場郷41
岡郷95-2
丸田郷351-2
嬉里郷431-1
嬉里郷636
吉無田郷73-1
三根郷387-1
岡郷1475
岡郷2541-1
吉無田郷275
岡郷614-4
岡郷1474-8
岡郷658-13
岡郷1474-30
岡郷658-17
吉無田郷61-1
高田郷1264-1

长与町公民馆
高田地区公民馆
上长与地区公民馆
长与北部地区多目的研修集会设施
劳动妇女之家
勤劳青少年之家
长与町图书馆
长与町民文化之家
陶艺馆
长与町宿泊研修设施
潮井崎交流馆•潮井崎公园
长与车站交流大厅
长与综合公园 町民体育馆
长与综合公园 广场
长与综合公园 运动公园广场
长与综合公园 网球广场
长与综合公园 游泳池
中尾城公园
天满宫公园

〈派出所〉

 长与派出所
 まなび（ma na bi）野派出所

095-883-2854
095-856-2779
095-883-7711
095-887-0392
095-883-1583
095-883-6224
095-883-1799
095-883-8731
095-883-8731
095-883-3312
095-883-5118
095-887-2781
095-887-2781
095-887-2781
095-883-5196
开放时设置

095-887-1144

嬉里郷431-5
まなび野3-5-3

095-883-2034
095-887-0990

〈医疗机关〉























101

102

103

104


  医 疗 机 关 名
井川内科医院
大福地外科•胃肠科医院
小川医院
川崎胃肠科外科医院
おひさま（o hi sa ma）儿童医院
こが（kao ga）内科外科病院

佐藤内科医院
しもぐち（xi mao gu qi）内科
そのだ（sao no da）内科医院
なかむら（na ka mu la）整形外科
长崎けやき（kai ya ki）医院
长崎森の木脑神经外科
长沢医院
长与病院
成田内科医院
西田医院
马场耳鼻咽喉科医院
原田外科•胃肠科医院
平井内科医院
ひろた（hi lao ta）小儿科
まつなが（ma ci na ga）皮肤科
松本外科医院
都医院
宫崎耳鼻咽喉科医院
女の都（mei no tao）病院
もり（mo li）小儿科
森内科医院

  所 在 地
吉無田郷2022-7
吉無田郷2022-6
まなび郷2丁目30-6
岡郷37-11
高田郷923-1
嬉里郷378-1
嬉里郷413-4
高田郷848-19
まなび郷2丁目2-2
嬉里郷1080-1
高田郷3607-1
高田郷698-1
嬉里郷715
吉無田郷647
吉無田郷2026-6
嬉里郷459-1
嬉里郷665
高田郷849-7
嬉里郷661
高田郷47
斎藤郷45-4
嬉里郷458
高田郷47
嬉里郷148-13
高田郷849-18
嬉里郷448
嬉里郷445-101

电话号码
095-883-1661
095-883-3532
095-813-5588
095-883-0002
095-800-2187
095-883-4535
095-883-5511
095-843-7225
095-814-5101
095-813-5515
095-840-5111
095-855-3311
095-883-5622
095-883-6668
095-883-2011
095-887-0202
095-887-1235
095-844-9100
095-883-6565
095-855-1113
095-885-7711
095-887-5554
095-855-9777
095-887-2841
095-847-8383
095-887-3458
095-883-3131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医 疗 机 关 名
森川内科医院
モロキ（mo lao ki）内科
山田眼科医院
吉田整形外科医院
临终关怀之家中尾医院

  所 在 地
三根郷83-1
嬉里郷1085-1
嬉里郷703-9
吉無田郷8
高田郷2202-1
もとやま（mo tao ya ma）心的医院 高田郷47
长崎整形外科こやま（kao ya ma）医院 嬉里郷662

〈牙科〉
112 荒木牙科医院

113 浦上牙科医院

114 かずのり（ka zi no li）牙科

115 清水牙科医院

116 高木牙科医院

117 谷牙科医院

118 常行牙科

119 とくひさ（tao ku hi sa）牙科医院

120 なかむら（na ka mu la）牙科医院

121 にし（ni xi）牙科医院

122 日野牙科医院

123 村木牙科医院

124 （医）渡边牙科医院

125 ひでふみ（hi dai fu mi）牙科医院

126 おおふくじ（o o fu ku 级）牙科医院

127 よしはら（yao xi ha la）牙科医院

128 森の木牙科•口腔外科医院


电话号码
095-813-4650
095-883-1105
095-887-0263
095-860-5515
095-801-5511
095-856-3033
095-883-8889

嬉里郷709-1
嬉里郷393-20
吉無田郷2001-2
吉無田郷2013-3
嬉里郷128-6
まなび野2丁目10-1-1F
嬉里郷1173
高田郷60-1
嬉里郷538-11
まなび野郷3丁目6-1
吉無田郷2021-4
嬉里郷660-1
吉無田郷35-3
高田郷951
吉無田郷2022-6
高田郷3161-10
高田郷706-3

095-887-2321
095-883-7321
095-883-7400
095-887-0239
095-887-1700
095-813-5360
095-883-6006
095-840-6514
095-883-3090
095-883-0100
095-887-4919
095-887-0175
095-887-0720
095-814-5700
095-865-9800
095-883-7745
095-865-6100

〈儿童咨询•急救中心其他（町外）〉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长崎市夜间急诊中心
小儿急救电话咨询「#8000」
西彼保健所
西彼福祉事务所
长崎儿童•女性•残障者支援中心
さくらっこルーム（こいで小儿科）sa ku la kao（kao yi dai）

长崎市荣町2-22 长崎市医师会馆1F
长崎市滑石1-9-5
长崎市茂里町3-24
长崎市桥口町10-22
时津町西时津郷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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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820-8699
#8000
095-856-5159
095-846-8955
095-844-6166
095-881-7561

育 儿 支 援相关设施图
堂 崎ノ鼻

保 育 園

12

堂崎

幼 稚 園

二 島

小 学 校
中 学 校

塩床

大 村 湾

高等学校
67
崎 野ノ鼻

一本松
馬 込ノ鼻

馬込
下岡

橋 詰ノ鼻

川頭

70

清水島

71

長 与 港

琴ノ尾岳

66

451.4

72

諫 早 市

前田川内

岡郷

73
扇塚峠

69
浜崎

毛屋

97 100
89

128

浦上水源池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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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ウン

平木場郷

ニュータウン

11 20

8
30 16

隠川内

59

三根郷

池原

4

23 37

枯木尾

路

道ノ尾

10

本川 内 郷

102

みちのお

長 崎 市

本

洗切

道

日当野

料

77

363.5

横平

サニー

47

崎

山口

有

2 3 5

尾崎

平

42

45

13 17

14

吉無田郷

川

さくら野

高田越

18 51 52 53 54 55 56

85 95
46

86

長

105

まなび野

28 34 35

22

松尾

7

80

82 91

65

68

41

青葉台団地

74 64

長与川

43
南陽台団地

東高田

58

78 79

崎尾団地

38 32
108
下高田

25

高田郷

百合野団地

27 33 109

92 99

84

な がよ

127

稗ノ岳

嬉里郷

和楽団地

こうだ

75

百 合 野

76

39
88

緑ヶ丘

48 49 50 62

26 31

93 103 104

長与町

猪見岳

40

21

1

西高田

丸田郷

57 96

63

6 19 111

時 津 町

61

90

ほんかわち

丸田谷

長与川

田尾

87 106

15

83

44

大越

嬉里谷

上斉藤

大道附

9

101

94 107

375.6

大越

向舟津

81

98

丸田岳

長 与 ダム

60

本舟津

斉藤郷

西時津郷

134

木場

24

36 29

山田

長与町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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