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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 2年度保育设施等利用指南 
是关于从令和 2 年 4 月 1 日至令和 3 年 3 月 16 日利用开始的申请通知。 

请认真确认内容之后申请。(成为令和 2 年度利用待机时，希望继续利用申请者， 

需要重新办理令和 3 年度的利用申请。) 

 
 

【办理申请手续等的问询处】 

・仙台市青叶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保育系（有关宫城综合支所管辖内的保育设施等除外） 

〒980-8701 青叶区上杉一丁目 5番 1号    ℡(总机)225－7211(内线 6763) 

宫城综合支所   保健福祉课儿童家庭系（有关宫城综合支所管辖内的保育设施等） 

〒989-3125 青叶区下爱子字观音堂５番地   ℡(总机)392－2111（内线 5432） 

・仙台市宫城野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儿童家庭系 

〒983-8601 宫城野区五轮二丁目 12番 35号  ℡(总机)291－2111(内线 6763) 

・仙台市若林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儿童家庭系 

〒984-8601 若林区保春院前丁 3番地 1    ℡(总机)282－1111(内线 6763) 

・仙台市太白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儿童家庭系 

〒982-8601 太白区长町南三丁目 1番 15号  ℡(总机)247－1111(内线 6763) 

・仙台市泉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儿童家庭系 

〒981-3189 泉区泉中央二丁目 1番地 1    ℡(总机)372－3111(内线 6763) 

※关于保育设施等的主管范围,请确认「令和 2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等一览」。 

１．关于申请手续  

（1）申请地点和受理期间 

在第１希望的保育设施等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青叶区的宫城综合支所政府所管辖内的所在保育

设施等情况,在宫城综合支所保健福祉课。以下称「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申请期间内随时受理。 

【从令和 2 年 4 月 1 日利用开始的申请期间】 

从令和元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至令和元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7 点 

※ 由于截止日之前非常拥挤，请用充足的时间办理申请。 
 

【从年度中途利用的申请截止日】 
・从各月１日利用开始时 （４月１日除外）・・・ 至前月的５日 

・从各月１６日利用开始时・・・・・・・・・・ 至前月的２０日 

※ 星期六星期日节日时，之前的开厅日为申请截止日。 

※ 到申请截止日有资料不足的情况，不予受理。因此,请用充足的时间办理申请。 

※ 希望保育设施等的再增加及变更时，请在申请截止日之前向申请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联系

（可以打电话再增加・变更）。 

※ 在提交申请书时，为了做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及利用调整的参考，要听取家庭的状况等，请家

长务必前来。 

 

 

 

http://www.city.sendai.jp/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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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必要条件 

达到以下①及②的必要条件时，可以申请。 

①儿童与家长在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开始日届时在仙台市居住（以在仙台市拥有住民票为原则）。 

 

②儿童的家长符合保育必要性的事由（※参照第３页）。 

※ 可接收月龄・年龄根据保育设施等有所不同，请在确认「令和 2 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

等一览」的基础上，办理申请。 

（3）申请内容有变化时 

申请书和附加资料的内容(住址，就业状况，家庭状况等)有了变化时，请向提出申请的区政府家

庭健康课等联系。利用调整后，了解到申请内容和实际的家庭状况及保育与需要状况等有差异时，

有取消内定的情况。 

另外，有撤回申请利用希望设施等设施等时及改变希望时，都必需联系。 

 

※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开始后如有住址，就业状况，家庭状况等发生变化时，请立即向保育设施等或区政

府家庭健康课等提交「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变更申请书 兼 家庭状况等的变化申报」和必需资料。 

 

２．成为申请对象的保育设施等 

在此利用指南的保育设施等，是指保育所，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家庭式的保育事业(保育

妈妈)，小规模保育事及事业所内保育事业（地区范围）的设施。希望利用各设施等时，请在充分确

认此利用指南内容的基础上，办理申请。 

另外，对于希望保育设施等，事先进行参观，请认真确认是否可以入园，有关在各保育设施等的

生活・保育方针以及伙食方面对过敏症的对应，有关发生保育费以外的费用等情况（如果接受利用

推荐而辞退希望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在对象年度内的利用调整上会降低利用的优先程度）。 

※回娘家分娩等，希望利用其他市町村的保育设施者，有可能成为大范围利用的对象，请向您所

居住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咨询。 

【各保育设施等的详细情况】 

·有关各保育设施等的详细情况，请阅览「令和 2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等一览」。 

·可以在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窗口，阅览记载仙台市内各保育设施等的详细信息(保育设施等的状

况·保育作息时间·可入所月龄·位置图等)的一览簿。 

·在仙台市网页上，也可以参照各保育设施等的生活信息「育儿」＞「保育所・幼稚园等」信息。 

·有关保育设施等的参观事宜，请直接向各设施等咨询。另外，关于保育妈妈，请向所在区的区政府

家庭健康课等问询。 

【其他的保育设施等信息(参考)】 

除保育设施外，还有其它非认可的保育设施。另外，在市内所有的私立幼稚园实行委托保育,还有提供

与保育设施等相同程度保育时间的保育园。详细情况，请阅览仙台市网页  生活信息「育儿」＞「保育

所・幼稚园等」。 

 

 

  Ｑ. 在市外居住的情况,也可以申请吗？ 

Ａ. 至利用开始日搬迁到市内的情况可以。 

也有迁入后需要新同居家庭成员的确认资料的情况。另外，工作证明书等能够确认迁入后状况的资料有

效。 

Ｑ. 与居住区不同的保育设施也可以申请吗？ 

Ａ. 如果是市内的保育设施等就可以。 

在１张申请书上，可以填写包括与居住区不同区的保育设施等复数的希望保育设施等。但是，请注意，

申请书的提交处是第１希望的保育设施等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 

Ａ. 利用開始日までに市内に転入される場合は可能です。 

転入後に新しく同居される世帯員の確認資料も必要とな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また、勤務証明書等は転入

後の状況の確認がとれるものが有効となります。 

Ｑ. 居住している区とは異なる区の保育施設等も申込は可能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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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教育・保育支给认定（２号认定或３号认定） 

（1）关于教育・保育支给认定 

利用保育设施等，需要接受教育・保育支给认定。教育・保育支给认定是根据儿童的年龄及有无

保育的必要性，划分为 3个区分，利用保育设施等需要接受２号认定或３号认定。 

 

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区分 
 

实施年龄 保育的必要性 可利用的主要设施等 

１号认定 

＜教育标准时间＞ 
※直接向各设施申请。 

３～５岁 不问 
・新制度幼稚园 

・认定儿童园（幼稚园部分） 

２号认定 

＜保育标准时间／保育短时间＞ 
３～５岁 有 

・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 

 

３号认定 

＜保育标准时间／保育短时间＞ 
 

※达到满３岁时，向仙台市２号认定变

更，家长不需要重新申请。 

０～２岁 有 

・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 

・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 

・小规模保育事业 ※ 

・事業所内保育事业（地区范围）※ 

※至到达满３岁年的年度末可以利用 

 

（2）关于保育必要性的事由 

接受２号认定或３号认定，是保育必要性的必要条件。家长符合以下事由时，由于保育的必要性

得到承认，就可以办理保育设施等的申请手续。 

 

 

※ 教育・保育支给认定期满时及不符合上述记载的事由时，就不能利用保育设施等。要继续利用保育设施等

时，需要新的符合上述记载事由，接受２号认定或３号认定。 

 

  

１．１个月超过 64 小时工作的情况。（包括个体经营，夜间工作，从事家庭副业等） 

※ 育儿休假中的情况，仅以在保育设施等利用开始日的２个月后之内复职的情况为对象。（没有复

职预定时，不能申请。）。 

※ 无收入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情况不能成为对象。（例如 志愿活动，为自家消费的农业，町内会的

干部等） 

２．妊娠中或者分娩后不久，照顾哥姐有困难的情况。 

※从预产日的 8周前的日期开始，到从分娩日算起经过 8周时间日期的次日所属月份的末日， 

为认定期间。但是,多胎儿的情况,可以从分娩预产日的 14周前的日期开始认定。符合情况请申报。 

３．生病、或者是受伤了，以及在精神上或身体有残疾，在自家保育有困难的情况。 

４．家里的亲人需要经常护理·照顾的情况（１个月 64小时以上）。 

５．遭受地震灾害、风水灾害、火灾及其他灾害，处于修复的情况。 

６．正在找工作的情况。 

※ 从认定开始日 90 天或３个月之内到经过短期月份的末日为认定期间。另外，根据提交工作证明

书等证明资料，而变更认定期间。 

７．１个月超过 64 小时上学的情况。（学生，职业训练等其中要上学的情况）。 

８．其它，根据上述记载相似的理由，无论如何都无法照顾儿童的情况。 

 

Ｑ. 如果没工作就不能申请吗？ 

Ａ. 以找工作或疾病等为理由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以分娩・找工作・上学为理由接受保育认定时，是有认定期间限制的。关于认定期间，请阅览利用

指南的第 3 页。请注意，认定期间结束后还希望继续利用保育时，请提交证明在认定期间内需要继续保育的

资料(工作证明书等)。如果没提交,就要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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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育的需要量（需要保育的时间） 

接受２号认定或３号认定时，要接受保育的需要量（需要保育的时间）的认定。保育的需要量有

「保育标准时间认定」和「保育短时间认定」两种，考虑在各自家庭需要保育的时间数，由仙台市

决定。 

在保育设施等设定有保育标准时间的时间带（最长为１１小时）和保育短时间的时间带（最长为

８小时），在这些时间带里以工作状况等为利用基本。有关各保育设施等的保育利用可能时间带，可

在「令和 2 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等一览」上确认。 

 

【利用时间的观点】※记载时间是公立托儿所的凡例。设定时间因各设施而异。 

(例) 7:15           8:30                                16:30    18:15     19:15 

                   

延长保育 保育短时间利用（最长８小时） 延长保育 

  
  

保育短时间的可利用时间带 

 
   

 
   

                 

保育标准时间利用（最长１１小时） 延长保育 

 

 
 

保育标准时间的可利用时间带 
   

 
   

     
开所时间 

 

※在各设施等设定的保育标准时间或保育短时间的利用时间带以外利用时，为利用延长保育，要负担延

长保育费。不是从到园时至８小时或１１小时无追加费可利用。 

※在保育短时间认定者至保育标准时间的时间带利用时的延长保育费（Ａ）和超过保育标准时间的时间

带利用时的延长保育费（Ｂ），费用有所不同。有关各自的延长保育费的金额，请向各保育设施等问询。 

※ 幼儿教育・保育的无偿化，根据利用者负担额减轻制度（参照在附页的教育・保育支给认定的利用者

负担额（月额）背面）,即使是通常保育费被减额,但延长保育费不能减轻,请注意。 

 

 

 

 

 

 

 

 

 

 

 

 

 

 

 

 

 

 

 
 

 

  

Ｑ. 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保育标准时间认定呢？ 

Ａ. 监护人每个月工作 120 小时以上的情况及保育必要性的事由符合妊娠・分娩,灾害修复等情况可以

接受。 

工作时间即使一个月未满 120 小时但包括通勤等移动时间需要保育标准时间的利用时,在保育标准时间的

认定是可能的。另外,即使是上学等工作以外的事由,但在保育标准时间的保育利用被承认有必要时,保育标

准时间的认定是可能的。 

Ｑ. 是以保育短（标准）时间认定在利用（申请）,向保育标准（短）时间认定转换可能吗？ 

Ａ. 通过办理向您利用中的保育设施或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申请是可能的。 

请通过在保育设施或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备有的「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变更申请书 兼 家庭状况等变更申

报」办理申请。保育需要量的转换，需要在前月 20 日（星期六星期日节日时之前的开厅日）之前申请。另

外,有需要提交工作证明书等情况。 

（例）想从 5月 1日更改保育需要量时，需要在 4月 20日之前申请。 

Ｑ. 申请如果办理１次,直到开始利用保育设施等都有效吗？ 

Ａ. 在对象年度内（令和 3年 3 月 16 日至入所利用调整）有效。 

对象年度内即使成为利用开始希望日的利用调整待机，也继续作为下次以后的利用调整（毎月 1日,16日）

对象。但是，请注意，以待机的状态希望次年度的４月１日以后也继续利用调整时，需要另外申请。 

 

保育短时间

认定的情况 

保育标准时间

认定的情况 

（Ａ） （Ａ） （Ｂ）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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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 

在利用保育设施等时所支付的费用，是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和每所保育设施等个别发生的

费用。有关每所保育设施等个别发生的费用，请向各保育设施等直接问询。另外，关于令和元年 10

月 1日开始的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请查阅附件资料。 

（１）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的决定方法 

利用保育设施等时的保育费，为附件的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利用者负担金额(月额)表上所制定的

金额。此保育费，原则上是根据儿童父母的市町村民税所得比率额的合计决定的。 

※ 在此利用指南记载「父母」之处,父母以外者是监护人时,换用另一措词「保护者」对待。 

※ 父母是非课税，并且，同居的祖父母等把儿童作为税法上扶养扣除的对象时，合算同居的祖父

母等的市町村民税所得比率额。两代家庭住宅等，分别生活时，有可能受到与分居同样的认定，

请向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咨询。 

※ 令和 2 年 4～8 月的保育费是根据平成 31 年度（平成 30 年 1～12 月收入）的市町村民税，令

和 2年 9月～令和 3年 3月的保育费是根据令和 2年度（平成 31年 1月～令和元年 12月收入）

的市町村民税决定的。 

另外，决定保险费时的市町村民税金额，为接受分配扣除・住宅借款等特别税额扣除・捐款税

额扣除・外国税额扣除・分配额扣除・股份等转让所得分配额扣除等的适用前的金额。 

※ 根据平成 30 年度市町村民税政令指定城市的所得平均税率虽然从 6％变更为 8％,但在算定保

育费时,继续使用 6％相当的税额。 

※ 由于税的未申报及必须资料的未提交等而不能确认市町村民税的征税状况时，保育费将被决定

为最高阶层的金额。 

※ 遭受灾害，失业的情况（因自己的理由退职的情况除外），没有接受税法上的寡妇(夫)扣除的

未婚单亲家庭的情况，由于其他特别的理由而被认为特别需要的情况，有可能受到保育费的减

免。 

（２）关于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的交纳 

【保育所】 
每月的保育费原则上是以户头转帐形式交纳（保育所入所决定后,邮寄户头转帐登录用纸）。保育

费的交纳期限（户头转帐日），为各月的月末（星期六星期日节日时为金融机关的次日营业日）。 

【认定儿童园,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及事业所内保育事业的情况】 

请向各保育设施等直接支付保育费。 

※ 保育费，用于保育士等的劳务费，儿童的伙食费，设施的管理费等。为了确保这些费用，维持服

务水平，还请在交纳期限内务必交纳保育费。如果在期限内不交纳时，会有对工资・存款・房

地产等财产进行调查，实施查封等处分。 

 
 

Ｑ. 如果从 3号认定向 2号认定转换从下月起保育费也变更吗？ 

Ａ. 不变更。 

从３号认定向２号认定转换是在满３岁届时（3 岁生日的前日）进行，但是保育费是根据令和 2 年 4

月的班级年龄（令和 2年 3月 31日届时的满年龄）来决定的，从３号认定向２号认定转换没有保育费变

更。但是，如果进行认定儿童园的从１号认定向２号认定・从２号认定向１号认定的教育利用和保育利

用的变更及保育需要量（保育标准时间・保育短时间）的变更，会有保育费发生变更的情况。另外，９

月份在保育费算定上进行市町村民税的年度转换，那时也有保育费变更的情况。 

 

Ｑ. 各保育设施等个别发生的费用,具体的是什么费用呢？ 

Ａ. 有食材料费（仅限 3岁以上儿童）、被褥租赁费、制服费、尿布处理费等。 

关于这些费用，是各保育设施等设定的费用。会有什么费用发生，请向希望的保育设施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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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利用保育设施等的调整（利用调整）上的优先标准  

对于各保育设施等申请超出可接收人数时，将需要保育程度及家庭状况等根据以下的标准指数化，

从指数高的儿童调整决定优先利用保育设施。 

（１）有关保育利用的优先顺序标准指数 

是将父母的需要保育状况，按照其频度及时间等指数化的。标准指数对于儿童的父母分别将 10 分为 

上限而计算。 

监  护  人  状  况 标准指数 

被雇用者 

 

 

※一个月工作 64小时

以上为必要条件。 

一周工作 5天以上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20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10 

６小时以上 ９ 

５小时以上 ８ 

４小时以上 ７ 

４小时不足 ６ 

一周工作 4天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6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８ 

６小时以上 ７ 

５小时以上 ６ 

４小时以上 ５ 

一周工作 3天以下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5天以下）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６ 

６小时以上 ５ 

一个月工作 64小时以上，但是 1天的工作时间不足上述记载 ４ 

个体经营 

 

 

※一个月工

作 64小时

以上为必要

条件。 

事业主 

一周工作 5天以上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20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９ 

６小时以上 ８ 

５小时以上 ７ 

４小时以上 ６ 

４小时不足 ５ 

一周工作 4天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6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７ 

６小时以上 ６ 

５小时以上 ５ 

一周工作 3天以下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5天以下）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５ 

一个月工作 64小时以上，但是 1天的工作时间不足上述记载 ４ 

专职者 
 
(注１) 

一周工作 5天以上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20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８ 

６小时以上 ７ 

５小时以上 ６ 

４小时以上 ５ 

一周工作 4天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6天以上） 

1天的 

工作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６ 

６小时以上 ５ 

一个月工作 64小时以上，但是工作日数或者 1天的工作时间不足上

述记载态 

 

４ 

 
加 分 
 
(注２) 

 

平时使用危险物（大型机械・剧药・烟火・刃具等）等， 

在工作形态上，工作时间内不能保育的情况 
２ 

事业所不在与住宅同一的用地内或者不在邻接地的情况 

（也包括外勤等） 
１ 

(家庭)副业 （平均月收入超过 5万日元时，适用个体经营的专职者项目） 

※一个月从事 64小时以上为必要条件。 
４ 

分   娩  （从分娩预定日的 8 周前（多胎妊娠时，14 周前）的当天开始，从分娩日（分娩

前申请时，分娩预定日）开始算起，经过 8周日期的次日到所属月份末日的期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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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护  人  状  况 标准指数 

疾病等 

住院 
1个月以上 10 

超过 2周，不足 1个月 ８ 

就诊 每周 4天以上 ６ 

在家疗养 

平时伏卧，感染症等 10 

上述记载以外的在日常生活上有明显的障碍，需要他人护理的情况 ８ 

一般疗养（运动，外出等有限制，但是身边的事能够自理的情况） ６ 

障碍 

需要护理（大概在１、２级或判定为Ａ的程度） 10 

在保育上有障碍（大概在 3级或判定为Ｂ的程度） ７ 

上述记载以外认为有必要的（４级以下） ４ 

在家看护・护理， 

就诊，去设施，住院护理 

 

※一个月从事 64小时以上为必要

条件。 

一周 5天以上 
１天的所需要时间７小时以上 10 

１天的所需要时间４小时以上 ７ 

一周 4天以下 
１天的所需要时间７小时以上 ８ 

１天的所需要时间４小时以上 ５ 

一个月从事 64 小时以上的看护・护理，但是 1 天的从事

时间不足上述记载 
４ 

灾害等（因火灾等房屋的损伤，由于其他灾害的修复而不能保育的情况） 10 

找工作中 ３ 

学校,职业训练 

去学校等上学 

 

 

※一个月上学 64小时

以上为必要条件。 

一周上学 5天以上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20天以上） 

1天的 

上学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９ 

６小时以上 ８ 

５小时以上 ７ 

４小时以上 ６ 

４小时不足 ５ 

一周上学 4天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6天以上） 

1天的 

上学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７ 

６小时以上 ６ 

５小时以上 ５ 

一周上学 3天以下 

（不规则的情况每月为 15天以下） 

1天的 

上学时间 
７小时以上 ５ 

一个月上学 64小时以上，但是 1天的上学时间不足上述记载 ４ 

父母不在（死亡，离婚，单身赴任，去向不明，拘留等） 10 

其他（被认为是与上述记载的各项目类似的状况时） ３～10 

注１：父母是同一个体经营的情况，１人被视为专职者。 

注２：根据个体经营者的工作形态等加分。但是，加分后的指数，以对被雇用者的工作日数以及 

工作时间的标准指数为限度。 

※ 工作时间等不规则的情况，以其平均为标准。 

 

 

 

 

 

 

 

 

 

 
 

Ｑ. 如果不去参观,在利用调整上就不利吗？ 

Ａ. 在优先程度上没有影响。 

参观的有无，在利用的优先程度上没有影响。但是，参观是为充分理解是否可以通园，在保育设施

等的生活・保育方针，提供伙食对过敏症的应对（根据过敏症的内容有不能接收的情况）等保育设施

的特色而实施的。建议您在事先参观的基础上，办理申请。【关于参观方法，请阅览第 11页】。 

Ｑ. 希望保育设施等的多少及申请日期的早晚,去年度的申请有无对利用调整的优先程度有影响

吗？ 

 

Ａ. 对优先程度没有影响。 

优先程度是根据 6～8页「利用保育设施等的调整（利用调整）上的优先标准」来决定。 

 

 

 

ＱＡ④ 

 



- 8 - 

（２）有关儿童家庭状况等的调整指数 

按照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及保育支援状况等，为在标准指数上加算・减算的指数。 

儿 童 的 家 庭 状 况 等  调整指数 

低收入家庭 
(1) 领取生活保护家庭或市町村民税非征税家庭 ２ 

(2) 被认为是在经济上特别贫困的家庭(注３) ４ 

（３）与需要保育的儿童同居的未满 65岁的祖父母有协助保育可能的情况 －１ 

（４）单亲（母子家庭，父子家庭，或者是与其类似的情况） ３ 

（５）在利用希望日届时，有兄弟姐妹在利用仙台市内的保育设施等（注４）或事业所内保育

事业的职工范围的情况，或者有同时申请利用的情况 
３ 

（６）因取得育儿休业而退出仙台市内保育施設的儿童的再申请 ４ 

（７）主要生计维持者的监护人（注 5），由于破产，下岗失业・离婚・死別等事由正在每天

找工作的情况 （从事由发生日起６个月以内） 
２ 

（８） 新申请儿童的家长在利用开始日届时，在仙台市内的保育设施等作为保育士（包括设

备・运营标准上，作为保育士被承认的保健师・护理师・准护理师）或者是作为保育教

师工作的家庭（需要提交保育师证等资料。）（注６） 

３ 

（９）没有未满３岁儿童专用保育所，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或事业

所内保育事业（地区型）的毕业儿童，从到达３岁年度的下个４月１日希望继续利用保

育的情况(注７) 

10 

（10）有虐待倾向等，由于特别的事由被认为有加算调整必要的情况 １～20 

注３：指（１）及（７）都符合的情况。 

注４：仙台市内的保育设施等，是指在「令和 2 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等一览」登载的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及事业所内保育事业

（地区范围）的设施（在其他项目也同样）。不包括幼稚园、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临时托

儿、认可外保育设施(也包含企业主导型保育事业)。 

注５：单亲家庭的监护人或者单方的监护人是被扶养者（控除对象配偶者等）家庭他方的监护人。 

注６：转园申请不符合。即使是父母都达到要求的情况,但调整指数上限为 3点。 

注７: 仅限在「令和 2年度仙台市保育利用对象设施等一览」记载的未满３岁儿童专用保育所等。 

※不能重复适用（１）和（２）。另外, 不能重复适用（５）和（６）。 

※不能确认市町村民税的征税状况时，不适用低收入家庭。 

 

（３）指数同分时的利用调整顺序  

在标准指数与调整指数的合计同分时，为判定优先顺序的标准。 

１ 标准指数的合计高时 

２ 在调整指数上向「低收入家庭」的加算适用时（加算 4分的家庭更优先） 

３ 双亲或者其中一方因单身赴任等而不在的家庭（在调整指数上，适用「单亲」的加算家庭除外） 

４ 
在申请截止日，需要提交申请儿童「仙台市内的保育设施等」以外向（注６），有偿托儿时（在园・

通所证明书或者利用契约书等证明资料。另外，包括申请截止日有１个月以上的利用期间为条件） 

５ 
在同一年度内的利用调整上，接受了利用的介绍而没有辞退希望设施等的利用时（由于家庭状况的变

化等不得已的事由而辞退的情况除外） 

６ 家庭的合计收入金额低的情况（注 9） 

注 8：所谓「仙台市内的保育设施等」以外,是指仅限幼稚园、认定儿童园（幼稚园部分）、事业所内保

育事业（员工范围）、临时托儿仅限（「连续性利用保育」的情况为对象。此种情况,利用费免费

的生活保护家庭及市町村民税非征税家庭也做为对象）、认可外保育设施（也包含企业主导型保

育事业）、仙台市之外的保育设施等。另外,将儿童托儿在亲属或工作单位的情况,排除对象之外。 

注 9：家庭的合计收入金额不能确认时，在此项目的调整顺序为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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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符合以下登载项目时，特别进行利用调整。 
・成为障碍儿童等保育对象的儿童的利用调整 

・向新的认可保育设施等过渡的认可外保育设施的在园儿童，向认定儿童园过渡的幼稚园在园儿

童，希望继续利用在园中的保育设施等(认定儿童园为保育所部分)时 

・在认定儿童园从１号向２号的变更 

・未满３岁儿童专用保育所、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或事业所内保

育事业（地区范围）的幼稚园毕业儿童希望在联合设施设立的优先利用范围时(仅限期

为 4月 1日的利用调整) 

 

６．关于在保育设施等的生活 

◎关于保育设施等的利用时间 
・在利用保育设施等时，原则是根据家长的工作(包括通勤和加班时间。)及疾病等的事态，在需要保

育的时间带保育儿童。 

・各家庭的送迎时间，在利用保育设施等开始之前，根据工作时间及通勤时间等，与利用保育设施等

商谈。 

◎到习惯正常保育 

保育设施等是集体生活的场所。对于进入集体生活的孩子们来说，生活环境的变化，会给肉体上、

精神上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从利用第一天开始，一整天的保育会出现困难。所以，要根据儿童

的状况,逐渐的延长保育时间。(由于有个人差异，到能全天保育也是因儿童的状况而不同。) 

◎分班 
分班是由各保育设施来决定的。也有不按年龄区分的混合班。 

 

７．关于保育设施等的退所  

即使是在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开始后，有符合下述记载的情况等时，也不能利用保育设施等了。请

注意。 

（不能利用时的凡例） 

○在仙台市外居住时 

在仙台市内居住，是为利用保育设施等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在向仙台市外搬迁时，就不能利用保

育设施等了。 

○不能得到需要保育的认定时 

如「以工作为理由利用保育设施等，但是退职了（一个月没有工作 64 小时以上）」,「以疾病为理由利

用保育设施等，但是已经痊愈了」这样的没了需要保育的事由时，就不能利用保育设施等了。需要保育

的事由有变更时，请与「教育・保育支给认定变更申请书 兼 家庭状况等变更申报」一起，把能够确认

变更内容的资料，迅速的提交到利用中的保育设施等或利用中的保育设施等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

等（关于需要保育的事由，请阅览第３页的「（２）关于保育必要性的事由」）。 

○教育・保育支给认定期满时 

以正在找工作，分娩，上学等为理由利用保育设施等时，限制认定期间。需要继续保育时,请提交证明

至认定期满需要保育的资料（工作证明书等）。 

○超过２个月的长期缺席时 

在利用保育所期间有超过２个月的长期缺席的情况，原则为退所。此外，正在利用认定儿童园，家庭式

的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及事业所内保育事业的超过２个月的长期缺席的情况，也要求退

所。（另外,缺席期间也要支付保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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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关于希望保育设施等 ◆◆◆ 

 

 

 

 

 
 
 
 
 
 
 
 
 
 
 
◆◆◆关于利用调整 ◆◆◆ 
 

 

 
 

 

 

 

 

 

 

 

 

 

 

◆◆◆关于提交资料 ◆◆◆ 
 

 

 

 

 

 

 

  

Ｑ. 儿童已经迎来生日了,在利用调整上的年龄改变吗？ 

Ａ. 令和 2 年度利用调整是以令和 2年 3月 31日届时的满年龄来决定的。 

在确认空位及待机儿童数时请注意。另外，保育费也是以令和 2 年３月 31 日届时的满年龄来决定的。另

外,平成 31年 4月 1日出生儿童的令和 2年度利用调整为 1岁儿童班,平成 31年 4月２日以后出生儿童为０

岁儿童班。 

 

Ｑ. 与祖父母同居的情况,在利用调整上会不利吗？ 

Ａ. 有降低优先程度的情况。 

同居的未满 65 岁（在各利用开始希望日届时）的祖父母在保育上能够协助的情况（没有提交证明需要保

育的资料(找工作活动状况申报书除外)时）调整指数为－１。另外，在家庭合计收入的决定上，是不问年龄

的合算（各年的 1月 1日在仙台市外的市町村有住民登录时，需要提交市县民税（非）课税证明书等）。【有

关与祖父母同居时的保育费的算定方法，请阅览第 5页。】 

Ｑ. 需要提交单身赴任中的家长的资料吗？ 

Ａ. 即使是分居中的情况也需要。 

对利用的优先程度有影响，在工作证明书，家庭状况等申报书上，请明确填写是在单身赴任中。另外，各

年的 1月 1日在仙台市外的市町村有住民登录的情况，需要提交市县民税（非）课税证明书等。 

 

Ｑ. 预定要离婚,需要提交丈夫（妻子）的工作证明书等资料吗？ 

Ａ. 有需要的情况。 

在离婚调停中，如果已经是分居完毕的话，提交由法院等的调停证明资料等，在保育费算定的一部分及利

用调整上，有和单亲同等处理的情况。届时就不需要提交丈夫（妻子）的工作证明书等证明资料。详细情况，

请向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咨询。 

 

Ｑ. 在申请后同居人及职业有了改变,怎么办呢？ 

Ａ. 请迅速向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联系之后，提交证明资料。 

同居人及工作状况等的改变，会对利用的优先程度和保育费有影响。请注意，如果没有联系日后被发现时，

内定等决定会有被取消和保育费追溯变更的情况。 

 

Ｑ. 希望保育设施能填写几所呢？ 

Ａ. 填写几所都可以。 

但是，接受利用介绍而辞退了希望保育设施等的利用时，在对象年度内的利用调整上利用的优先程度会

降低，请只希望确实利用可能的保育设施。 

 

Ｑ. 保育所、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事业所内保

育事业（地区范围）的区别是什么？ 

Ａ. 保育所、认定儿童园（保育所部分）至上小学之前（未满 3 岁儿童专用保育所除外）,家庭式保育

事业（保育妈妈）、小规模保育事业、事业所内保育事业（地区范围）至到达３岁年的年度末可以利

用。 

在每个保育设施等有其特色，保育内容也有所不同。月额的保育费是一律的，但是按照服务的内容等有

追加费用的情况。要确认详细内容时，请到各保育设施等去参观・问询。 

 



- 11 - 

 
 

 
 

 
 

 
 

 
 

 

◆◆◆关于兄弟姐妹的申请 ◆◆◆ 
 

 

 

 

 

 

 

 

 

 

 

 

 

 
 
 
 
 
 
◆◆◆其它 ◆◆◆ 
 
 
 
 
 

Ｑ. 兄弟姐妹办理申请,只有上一个孩子能够利用保育设施等的情况,在下一个孩子入托设施决定前不

开始工作也可以吗？ 

Ａ. 只有上一个孩子能够利用保育设施等,下一个孩子的入托设施即使是没有决定的情况,如果是在育

儿休假中的话,要在利用开始日的２个月以内复职、如果是在找工作中的话,要在３个月以内开始工

作。 

请注意，根据保育的必要性的事由，认定期间有被限制的情况（因提交新的证明需要保育的资料，认定

期间有变更的情况）。 

 

Ｑ. 现在有设施利用中的儿童,准备分娩下一个孩子。取得下一个孩子的育儿休假时,上一个孩子要退所

吗？ 

Ａ. 根据申请有利用可能的情况。 

申请需要提交「保育设施等利用继续申请书（育儿歇业）」和「工作证明书（清楚记载育儿歇业期间的

资料）」。审查的结果，继续利用得到承认时，原则上是可以利用到属于下一个孩子１岁生日的前一天月份

的末日。另外，在下一个孩子到达１岁生日届时成为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待机时，根据申请有承认最大延长

６个月（即使是在１岁６个月生日届时,待机的情况,可最大再延长 6个月）的情况。 

而且，根据审查即使是上一个孩子的继续利用得到承认的情况，在继续利用期间内下一个孩子在保育设

施等被内定时，要在期满日之前复职（要在下一个孩子的利用开始日的２个月以内复职）。 

 

Ｑ. 工作有内定了,提交什么资料合适呢？ 

Ａ. 请提交工作证明书。 

在保育设施等的利用开始届时，１个月工作 64小时以上，从工作证明书能够确认时，是可以受到与工作

同样的认定的（在利用调整上为与工作同样的标准指数）。 

 

Ｑ. 可以用邮寄申请吗？ 

Ａ. 原则上不受理。 

在市外居住等，前来办理有困难时，请到第１希望的保育设施等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咨询。 

Ｑ.参观随时都可能吗？ 

Ａ. 每所保育设施的参观可能日（时间带）有所不同。 

根据保育内容及活动等，有难于安排您参观的日期（时间带）。希望参观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以

外的保育设施等时，请直接向各保育设施等确认参观可能日期（时间带）。希望参观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

妈妈）时，请从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妈）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确认家庭式保育事业（保育妈

妈）的联系处，进行参观可能日期（时间带）的确认。 

  根据日程安排，有与其他参观者同时进行参观的情况。 

 

Ｑ. 在与保育设施等面试时,会提问到什么事项呢？ 

Ａ. 向您询问您孩子的发育・健康状况及在家里时的情况。 

另外，根据您孩子的状态（发育方面・过敏症等），利用保育设施等对于您孩子做出不适合的判断时，会

由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向您推荐到各机关去咨询。 

 

Ｑ. 想利用幼稚园、非认可保育设施、临时托儿,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 

Ａ. 需要直接向各设施问询。 

有需要事先申请及登录的情况。因此，请在利用日之前有充分的时间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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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事 项 确 认 票 ≫ 
 

教育・保育支给认定申请书兼保育设施等利用申请书,要在此页记载的事项同意之上提交,请充分确认内

容。另外,还有关系到申请后及保育设施等利用开始后的事项,请将此份保育设施等利用指南妥善保管,根据

需要确认内容（在仙台市网页上也可以确认）。 

 

 

１教育・保育支给认定申请书兼保育设施等利用申请书,请认真阅读保育设施等利用指南及填写凡例,家长

无遗漏的填写后提交。另外,兄弟姐妹同时申请时,需要儿童每人提交一份申请书（附加资料一组就可

以）。 

２ 必需资料,请在所定的日期内务必提交。没有提交及过期后提交的情况,不能反映在决定等上。 

３ 在「希望保育设施等」栏目,请按希望高的顺序填写保育设施等的名称。另外,关于希望保育设施等事先

进行参观,有关能否通园,在保育设施等的生活・保育方针及在伙食上对于过敏症的对应,请确认后申请。 

４ 没有提交必需资料的情况及希望者有数名的情况,有可能不能利用希望的保育设施等请事先给予谅解。 

５ 为了确认保育认定事由的现状等,利用开始后也要每年２次左右,要求提交证明需要保育的资料。 

６ 关于工作证明书等的内容有向工作单位等确认的情况,请事先给予谅解。另外,请在提交前确认是否有填

写遗漏及内容是否有误。 

７ 以育儿停止工作后复职为理由申请时,要在从利用开始日的２个月以内复职。请提交复职后清楚记载复

职年月日的工作证明书。没有提交时按退所处理。另外,在申请届时从利用开始日的２个月以内,了解到

没有复职时不能申请。 

８ 撤回利用申请时,请迅速向第１希望的保育设施等所在区的区政府家庭健康课等联系。接受利用推荐而

辞退希望设施等的利用时,从辞退后的利用调整至令和 3年３月 16日利用开始的利用调整会降低优先程

度,请注意。 

９ 提交资料的内容有虚假的情况,申告内容发生变更而没有联系等情况,有可能取消「教育・保育支给认

定」、「利用内定」、「入所承诺」、「利用者负担额(保育费)」的决定。 

10 为决定利用的优先标准及利用者负担额,要阅览·确认包括同一家庭成员的仙台市市民税课税状况及住

民基本台帐。另外，根据需要，请允许调查儿童的家长及家庭成员的在其他市町村有关市民税课税状况。 

11 决定的利用者负担额(保育费)及申请书的内容（包括证明家庭状況等申告书及需要保育的资料）,根据

需要向利用（预定）保育设施等做通知。 

12 以找工作和分娩等为认定事由利用保育的情况,限制认定期间（可以利用保育设施等的期间）。在认定期

间内没有提交必需资料时,到认定期间期满日就要退出保育设施等。另外,在不符合保育必要性的事由

时,也要退出保育设施等。需要继续保育时,要在期满的１个月前左右提交能够确认期满后还需要保育的

资料。 

13 在保育设施等利用中住址,工作状况,家庭状况等有变更时,请即刻向保育设施等(或区政府家庭健康课)

提交「教育・保育支给认定申请书 兼 家庭状况等变更报告」及必需资料。 

14 决定的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请在期限内缴纳。 

15 利用者负担金额（保育费）原则上是以户头转帐形式交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