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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经济支援 
◆有以下经济支援 

分类 名称 问讯处 内容 
医疗费的 
付给・补助 

母子家庭医疗费 
补助制度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对母子家庭的人依据保险诊

疗，对其住院医疗费的一部

分给予补助。有收入限制。 
分娩育儿补助金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

金事务所 
              ☎64-3474
 

加入健康保险或者国民健康

保险的被保险者分娩时，作

为分娩育儿补助金，被扶养

者分娩时，作为家庭分娩育

儿补助金，每个孩子将会被

支付 350，000 日元. 
乳幼儿医疗费 
补助制度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对未满 12周岁的乳幼儿的医

疗费的一部分给予补助。领

取补助的期间为满 7 周岁的

那天所属的月份的月末为

止。（1 号出生的孩子的领取

补助期间为到 7 周岁生日的

上个月的月末为止。） 
培养医疗供给 美马保健所    ☎52-1017 四肢不自由、内脏有毛病的，

对经过治疗有改善可能性的

人付给住院治疗和上医院治

疗的医疗费。（一部分自己负

担，要在指定的医疗机关） 
重度残疾儿医疗费

的补助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对有残疾的人在病院等接受

诊疗时，自己负担费用（保

险适用部分）和住院时饮食

疗养费自己负担部分（标准

负担额）给予补助。有收入

限制。 
养育医疗付给 美马保健所    ☎52-1017 对于出生体重为 2，000g 以

下的未成熟婴儿的住院医疗

给予支付。（一部分自己负

担，要在指定的医疗机关） 
养育医疗付给 美马保健所    ☎52-1017 对患有结核病的儿童住院时

的医疗费、学习用品等给予

补助。（一部分自己负担，要

在指定的医疗机关） 
小儿慢性特定疾病

医疗付给 
美马保健所    ☎52-1017 对恶性肿瘤（癌等）、慢性肾

病、哮喘等，患有属于特定

疾病群的疾病时给予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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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称 问讯处 内容 

没有收入

限制 
儿童津贴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支付给扶养从 0 岁到中学毕

业（满 15 周岁后 初的 3 月

31 日）前的孩子的人。 
津贴（各种

津贴都有

收入限制） 

儿童扶养津贴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支付给对由于父母离婚等不

能和父亲或者母亲同样生活

的儿童进行监护和养育的

人。 
被监护和养育的儿童到 18周

岁后的年度末为止。 
特别儿童扶养津贴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是对精神或者身体上有残疾

的儿童的养育有作用的制

度。对象是对有一定残疾不

满 20周岁的儿童进行养育的

儿童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养

育者。 
残疾儿童福祉津贴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支付给未满 20周岁的在家重

度残疾儿，日常生活中需要

时常看护的残疾的人。 
贷款 生活福祉资金 社会福祉协议会 

              ☎62-5073
以低收入家庭、高龄者、残

疾人的自立、生活安定为目

的的借贷制度。 
母子寡妇福祉资金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为了让母子家庭、寡妇的生

活安定、提高及其孩子能健

康地成长所进行的贷款。有

学习资金、掌握技能资金等

各种各样的借贷。 
分娩费资金借贷・

分娩费（融资）借

贷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

金事务所 
              ☎64-3474

加入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

险，在预计可以领到分娩补

助金的人当中，距分娩预定

日一个月以内，或者怀孕 4
个月以上，需要一时交付的

人，符合一定条件的话，可

以无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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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称 问讯处 内容 

就学的援

助 
母子寡妇福祉资金 本厅保险课    ☎62-3113

半田保险福祉课☎64-3111
一宇住民福祉课☎67-2111

针对在高等学校、高等专科

学校、大学等就学中所需学

费，进行贷款（包括就学资

金和就学准备资金）。 
幼儿园就园奖励费 剑町教育委员会 

              ☎62-2331
对因经济上的理由就园比较

困难，教育委员会认可或者

被认为有特殊事情的家庭，

可以减免除入园费及学费的

制度。 
交通遗孤奖学金 各中小学 

县交通遗孤培养会 
对父亲或者母亲因交通事故

而死亡或者处于残疾状态的

儿童・学生（中小学生）提

供奖学金。 
就学援助费 剑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

课            ☎62-2331
有对家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儿

童和学生，经济上比较困难

的监护人，在学习用品费和

饮食费等方面给予补助，对

孩子就学进行援助的制度。 
特别支援教育就学

奖励费 
剑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育

课            ☎62-2331
针对中小学特别支援班级的

儿童、学生的监护人，对应

其负担能力支付就学所需费

用，以此来减轻监护人负担

的制度。 
国家教育融资（国

民生活金融公库） 
国家教育融资客户服务中

心       ☎0570-008656 
国民生活金融公库 
         ☎088-622-7271

作为对于入学金、学费、书

费、公寓的押金、房租等入

学时和在学时需要的资金进

行融资的公共制度，有国民

生活金融公库的「国家教育

贷款」。 
融 资 额：一个人 200 万日

元之内 
融资期间：10 年以内 
利    率：年利 2.45% 

年金 遗族基础年金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

金事务所 
              ☎64-3474

符合领取条件的国民年金的

被保险者或者曾经是被保险

者死亡时，对靠其维持生计

的带有孩子的妻子和子女给

予支付。 
遗族厚生年金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

金事务所 
              ☎64-3474

加入厚生年金的人死亡等符

合一定条件的人死亡时，对

靠其维持生计的遗族给予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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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称 问讯处 内容 

 寡妇年金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

金事务所 
              ☎64-3474

加入国民年金时间为 25年以

上（包括免除期间）的丈夫

死亡的情况下，死亡时，对

靠丈夫维持生计，并且婚姻

关系持续 10年以上的妻子从

60 岁到 65 岁为止给予支付。

不过，已死亡丈夫有领取障

碍基础年金权利，领取过老

龄基础年金时，不予支付。 
 
◆关于对弱视儿童使用眼镜等医疗费支付 
  孩子的眼睛出现折射异常，斜视等情况的话，视力技能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可能变成弱

视状态。这种情况下，眼科医生就会开方让使用眼镜、隐形眼镜来治疗弱视。平成 18 年度 4
月开始，正式认可了孩子治疗用的眼镜、隐形眼镜适用于保险。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进行疗

养费的支付申请。 
  对象年龄：未满 9 周岁 
  支付额度：根据儿童福祉法规定的辅助用具的项目「弱视眼镜」、 
            「隐形眼镜」的金额为制作所需的范围之内 
  更新频度：未满 5 周岁的 1 年 1 次，5 周岁以上的 2 年 1 次 
            眼罩、贴膜三棱镜等属于对象外 
  疗养费支付申请所需资料 

① 疗养费支付申请书（从保险者处领取后填写） 
② 购入时的收据或者可以证明费用金额的资料（眼镜店等） 
③ 眼科医生出具的治疗用眼镜等的作成指示书的复印件以及患者检查结果 
 
 

☆ 上述内容根据保险者而不同，请向各个保险者或者下列问讯。 
 

问讯处    日本年金机构阿波半田年金事务所     ☎64-3127 
              本厅税务国保课        ☎62-3113 

半田支所税务国保课    ☎64-3111 
一宇支所总务税务课     ☎67-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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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福祉资金贷款制度 
  生活福祉资金是针对低收入者家庭、残疾人家庭、高龄者家庭，通过资金贷款的咨询和支

援，能够实现家庭经济的自立，能够促进在家福祉和社会参加为目的的贷款制度。 
 
  资金贷款种类与对象内容 
 
 
 
 
 
 
 
 
 
 
 
 
 
 
 
 
 
 
 
 
 
 
 
 
 
 
 
 
 
 
 
 
 
 
 
 
 
 
 
 

 
对象  低收入家庭 
对于失业等，全部日常生活抱有困难的家庭，

在继续进行咨询支援（就劳支援、家计指导

等）的同时，提供生活再建所需的必要的生

活资金。 
《借贷条件》 
●属于低收入家庭，随着收入的减少和失业

等，生活陷于穷困，维持日常生活变得困难。

●借入申请者本人可以确认。 
●现在有住所（包括申请「住房补贴」，有确

保的可能性） 
●同意继续接受支援 
●通过贷款及连续的支援，生活自立的同时，

可以偿还。 
●不能得到失业等付给、就职安定资金融资、

生活保护、年金等其他公共付给或者公共融

资，不能维持生活。 

 
对象  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庭、高龄者家庭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了有助于其自立生活，一

时所需要的资金。 
●开业或者想继续现在经营的事业。 
●为了工作想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福利机器的购买、红白事・分娩等日常生活

中一时所需要的费用。 
●想扩建、翻修和修补房子。 
●生病、受伤时的医疗费、接受看护・残疾福

祉服务时所需费用。 
●遭受火灾、水灾等损失时的修复所需要的费

用。 

 
对象 低收入家庭 
在学校教育法规定的学校就学时所需要的资

金。 
●想升入高中・高等专门学校・大专・大学。

●想升入职业专门学校 
●需要学费、上学交通费。 
●相当于入学金、制服、书包等入学时所需的

准备金不足。 
 
 

 
 
对象  高龄者家庭 
对有一定的居住用的不动产，将来还要继续居

住的高龄者（需要看护）家庭，可以用不动产

作为担保，然后贷款用于其生活费。 
《主要的贷款条件》 
●家庭成员原则上 65 岁以上。 
●贷款申请者单独（只限于和同居的配偶者要

共同接受贷款的情况下，包括共有的不动

产。）拥有居住用的不动产。 
●拥有一定金额以上资产价值的居住用不动

产。 
一    般   1，000 万日元以上的土地 
要看护者 500 万日元以上的土地及建筑物。

●没有在居住用的不动产上设定租借权等利用

权以及抵押权等担保权。 

综合支援资金 
福 祉 资 金 

教育支援资金 

不动产担保型生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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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所需的资料 
① 借入申请书 
② 住民票（记载有原籍的） 
③ 所得证明书（学生除外） 
④ 课税证明书以及纳税证明书（限于连带保证人） 
⑤ 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书 
⑥ 其他，社会福祉协会制定的资料 
 
贷款对象 
借入者（借入申请者） 
●原则上是户主（维持生计的中心者）作为借入者。 
●现在，作为生活福祉资金和离职者支援资金的连带保证人的人不能申请贷款。 
连带借入者 
●根据借入者的偿还能力、资金种类、用途目的，有必要设定连带借入人的情况。 
连带保证人 
●对借入家庭的生活安定提供援助，借入家庭偿还困难时，能够履行债务的人作为保证人。 
●和借入家庭不是一个家庭的人。 
●和借入者在同一个县居住的人。 
●交纳住民税（按照收入比例）的人（拖欠住民税的人不被认可做连带保证人） 
 
贷款的流程 
 咨询 ⇒ 申请 ⇒ 贷款调查 ⇒ 贷款审查 ⇒ 贷款确定 ⇒ 签合同⇒贷款交付 
                                       ∟⇒未确定 
 
●剑町社会福祉协议会作为申请的窗口。 
●在可能接受其他的公共贷款制度等贷款的情况下，请优先利用其他制度。（母子寡妇福祉资

金、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县立高中学费减免制度、县奖学金贷款事业等） 
●已经用于购买、订购以及支付完毕的经费不能作为贷款对象。 
●虚假申请、通过不正当手段领取贷款的情况下，或者借入的资金的用途不合情理地变更，用

于其他事情的情况下，要立刻返还资金。 
 
 
问讯处   剑町社会福祉协议会  ☎62-5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