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在船桥市有住所，因经济上的原因，支付学校所需各类费用有困难的家长，给于部
分补贴的制度。

（就学援助制度每年度都需要申请。已经提交了令和4（2022）年度申请书的话，不需
要重新申请。）

※原则上、只要有申请书・存折复印件就可以申请。

（详情在下一页有记载）

※即使获得了就学援助认定，学校征收的费用也不能免除。需要缴纳。

免除学校
伙食费

补助学习
用品费等

补助校外
活动费等

令和4(2022)年度 就学援助制度通知

无论入学前的小学入学准备金有无申请或认定，若希望领取令和4（2022）年度就学援助制度补贴
的话，需要提出申请。关于补贴金额，请查阅第4页【援助费用项目·全年补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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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援助费的补贴例 （中学2年级、4月起被认定为准要保护家庭）

♢ 学习用品费22730日元 通学用品费2270日元 消耗品费5910日元 ＝ 年金额 30910日元

※除上述外、免除学校伙食费，其他的校外活动费・修学旅行费等实际费用也属于补贴对象。

★小学１年级的各位家长★

・有关就学援助制度的申請・内容
船桥市教育委员会 学务课 就学助成组 电话：０４７－４３６－２８５２

・有关医疗费
船桥市教育委员会 保健体育课 保健组 电话：０４７－４３６－２８７４

・有关学校伙食费
船桥市教育委员会 保健体育课 伙食費组 电话：０４７－４３６－２４１８

・有关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共济保险费
船桥市教育委员会 保健体育课 儿童・学生防犯安全対策室 电话：０４７－４３６－２８７６

■询问处

●最初提交期限(申请书等):  令和4(2022)年 5月10日(星期二)
※最初提交期限以后提出申请的话，无法领取全额补贴。请尽早申请。

●资料提交处：「所在籍的学校」



１ 援助对象

【要保护】

①领取生活保障(低保)者

【准要保护】

②领取儿童抚养津贴者（船桥市的单亲家庭津贴）
※儿童抚养津贴申请中的人士，依照③的家庭情况进行収入审查。

③其他人士（上述以外、类似以上困难程度的人士。参照下表。）
※按照令和3（2021）年的收入（全年收入）进行审查。关于审查对象请参考下表。

【参 考】収入金额的大致标准 《「収入」是指扣除前的金额 》

家庭人数
家庭结构（例）

※同居的全体成員作为同一家庭进行审查（审查对象参照如下）
全年总収入的大致认定标
准
（原则上全体成员的总额）

２人 母（35岁）子（8岁） 约326万日元以下

３人 父（36岁）母（34岁）子（10岁） 约405万日元以下

４人 父（42岁）母（37岁）子（13岁、9岁） 约473万日元以下

５人 父（44岁）母（40岁）子（13岁、10岁、5岁） 约501万日元以下

６人 父（45岁）母（39岁）子（13岁、9岁）祖父（72岁）祖母（69岁） 约568万日元以下

♢ 根据家庭年龄结构的不同，认定的金额会有不同。上表为收入的大致标准，在标准以下没有被认定，
或者在标准以上却被认定的情况都有可能。
对于是否属于对象感到困惑时，请尽量申请。※原则上、按照前一年的收入进行审查。

＜作为家庭成员的审查对象范围＞

♢ 原则上、不管是否同一家庭，按照与儿童同居的父母、祖父母、
以及儿童的兄弟姐妹全体成员的収入进行审查。
※1 不包含学生等打零工的収入。

※2 包含单身赴任的分居者、没有在本市居民登记但是同居的人士。

♢ 在同一地址有居民登记，即使实际没有居住也属于审查対象。

♢ 住民票上的户口虽然分开，但在同一地址居住的人士属于审查对象。
但是、如果市政府可以判明结构上是经济完全分开的话（二户式住宅等※），
可作为分开居住予以审查，请向学务课询问。
※ 需要设计图、２户家庭分别的公共事业费（水电费）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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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状况突变等有特殊情况的人士★

因失业·疾病等情况导致收入显著减少，不希望按照前一年的收入，而是按照目前的收
入状况进行审查的人士，请向学务课咨询。在听取情况的基础上，如果可以判明目前的
收入状况符合审查的话，将根据各人情况，对于退职证明或公司的收入证明等所需提交
资料与以说明。



认定审查是根据令和4(2022)年度课税总账(令和3(2021)年的収入)进行的。
同居家属（审查对象）如果是还未申报人士，将无法进行审查。
此外、如果没有收入(被抚养者除外)也需要进行无收入申报。若您还未申报，请到市役所２
楼市民税课申报。(在企業等工作的人士，通常由企業申报，原则上不需要自己申报)

♢ 有关申报询问 市民税课 ０４７－４３６－２２１４

２ 申请资料

■【请准备好以下的申请资料、向所在籍的学校提交。】

【全员】

(１) 就学援助申请书 (请参照样本填写)

(２) 存折复印件（申请书上申请人的名义）

※ 申请书在各学校、学务课、船桥车站前综合窗口中心有分发。
另外、也可以从市政府官网上下载表格。

【仅限相关者】

(３)令和4(2022)年度市县民税课税证明书（令和3(2021)年的収入）※

※【资料（３）、仅限以下符合１或者２的人士需要提交】
１．令和4(2022)年１月２日以后搬入船桥市的人士
２．没有在船桥市居民登记的人士(单身赴任等)

注) 需要记载有总収入・工资収入・共计所得・各类所得・抚养人数・各种扣除金额等。
不可用其他文件资料代替。

♢ 请到令和4(2022)年１月１日为止居民登记所在地的市区町村索取。
※  各市区町村多少有差异，大致在６月上旬起可以索取，请向相应的市区町村确认。

●若未提交将无法进行审查，请务必在期限内提交。

重要 请务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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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内申请并取得认定的人士、原则上从４月算起。
（５月以后搬入的人士除外）

♢ 最初申请的审查结果通知、原则上将在６月下旬以后。
♢ 年度内、随时可以申请（3月1日是年度的最终受理日）。但、最初提交期限以后

的申请，从申请日（向所在籍学校提交的提交日）的月份算起，请注意。

３ 申请处・期限 ※毎年度都需要申请

●资料提交处：「所在籍的学校」

●最初提交期限（申请书等）：令和4(2022)年 5月10日(星期二)

●【仅限相关者】必要资料(3) 提交期限：令和4(2022)年 6月21日(星期二)※

※ 必要资料(３)【令和4(2022)年度市县民税课税证明书】需要提交的人士
最初申请期限 5月10日(星期二)之前、请提交申请书等，6月21日(星期二)之前、请向「所在籍的学校」
追加提交必要资料(3)。



４ 援助费用项目・全年补贴金额
所补贴的就学援助费，记载有「支付日・费用项目・金额等」的支给通知书将由学校转交。（按年级、认定分类的不同，费用项目・金额
也会有不同） 学校征収金不能免除、请注意。

费用项目
对象者

对象 支付期(大致)
补贴金额(单位：日元)

要保护 准要保护 小学 中学

新入学学习用品费 － 〇 1年级 4月的认定者 7月 ※1 54,060 60,000

学习用品费 － 〇 全年级（有按月支付） 7月、12月、3月
※2

（全年补贴分3
次支付）

11,630 22,730

通学用品费 － 〇 2年级以上（有按月支付） 2,270 2,270

消耗品费 〇 〇 学习用品等（有按月支付） 3,650 5,910

校外活动费 〇 〇 家长平均负担的经费 活动后 ※3 实际费用

伴有住宿的
校外活动费

〇 〇
家长平均负担的经费
（每年1次）

活动后 ※3 实际费用

修学旅行费 〇 〇
家长平均负担的经费
（小学、中学各１次）

活动后 ※3 实际费用

通学(交通)费 － 〇
小学→单程4km 以上
中学→单程6km 以上

3月
实际费用

（按最经济的交通方法计算交通费）

中学入学
准备费

－ 〇 小学6年级 3月 60,000

俱乐部活动费 － 〇

参加中学的俱乐部活动，家长平
均负担的用品经费。 12月、3月

实际费用
（限额：30,150）

毕业影集费 － 〇 毕业影集费 3月
实际费用

（限额：11,000）
实际费用

（限额：8,800）

学校伙食费 － 〇 从认定日起免除 「关于免除学校伙食费」参照如下

医疗费
※4

〇 〇

■对应的病名
沙眼・结膜炎・白癣・疥癣・脓
疱病・中耳炎・慢性副鼻腔炎・
腺样体肥大・龋齿(蛀牙)・寄生
虫病

健康保险适用范围内

【★重要】因在支付补贴时会用到，请保管好所有令和4(2022)年4月以后
购买的俱乐部活动用品的收据。
如果被认定的话，详情将另行通知。

※1 若您已经领取了小学入学前的小学入学准备金、小学6年级时中学入学前的中学入学准备金，新入学学习
用品费将属于对象外。如果入学准备金少于新生入学学习用品金额的话，将支付差额。

※2 全年的补贴分3期支付。4月份～7月份在7月、8月份～11月份在12月、12月份～3月份在3月支付。全年补贴平均
分为12个月的金额为月额。

※3 校外活动费・修学旅行费、是在学校实际所要经费確定之后支付的，因此到支付需要一段时间。
※４ 医疗费所对应的疾病在治疗前，请务必事先经学校获取「船桥市教育委员会发行的医疗券」，并拿去医院。

（没有自己负担费用。但是，若診断结果不是上述病名的话，将不能使用。）此外、「母子家庭・父子家庭等医疗
费受给者证」・「生活支援课发行的医疗券」不能使用。

关于免除学校伙食费（保健体育课）
船桥市对申请了就学援助制度、并取得准要保护认定的家庭予以「免除」学校伙食费。
※领取生活保障(低保)者、学校伙食费包含在生活低保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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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共济保险费监护人负担费用的免除
船桥市、对申请了就学援助、并取得认定的监护人予以「免除」负担费用。

※如果取得了就学援助认定，就不需要申请。
※免除的条件、是到 5月1日为止取得认定。

１ 免除对象、免除适用期

♢就学援助制度申请时，领取「②儿童抚养津贴者（船橋市的单亲家庭等津贴）」或者申请并被认定「③其他」的人士
※就学援助申请书提交后，按照已经申请免除学校伙食费处理。

♢免除学校伙食费的适用期、从就学援助制度的认定日算起。

２ 免除通知

♢除了就学援助认定通知书之外，还将邮寄「船桥市学校伙食费减免可否决定通知书」。
※缴纳了学校伙食费后，如果就学援助认定期被往前追溯的话，已缴纳的学校伙食费将会在「伙食费减免通知书」

寄到后的次月末予以退还。
※有关伙食费的通知书、由教育委员会 保健体育课寄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