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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市政府以每月發行的沖繩市報「広報おきなわ」(KohoOkinawa)為根據，選擇與您息息相關的市政消息翻譯並編輯成外文報，
希望能增進您對居住城市的認識，也提醒您應享的權益與應盡的義務。 
  市政新聞的翻譯僅供參考用。行政服務以日語為主。如果您需要中文的協助，請與文化藝能課聯繫。098-929-0261。最新相關市
政信息請上市政府網頁 http://www.city.okinawa.okinawa.jp 查詢。 

沖繩市人口資料   總人數:142,358人(+31)    男:69,040人 (+9)   女:73,318人 (+22)   戶數:62,852戶(+66)  (9月1日統計) 

外國籍居民   總人數:1,742人 (-1)   男:1071人 (+5)   女:671人(-6)   (合計有52國)   

中文報 
2019年10月  第19卷 ‧ 10月號 

本月焦點 

 冲绳东部节 
日期/2019年10月19日(六)、20日(日) 

时间/下午3点～9点 

地点/冲绳县综合运动公园多目的广场周边 

冲绳市东部海滨烟火节 
日期/2019年10月20日(日)20：45左右 

燃放地点/中城港湾泡濑地区填埋事业区 

举办单位/冲绳市东部节实行委员会 

※没有烟火节专用停车场，敬请谅解 

※烟火可以在东部节会场观赏 

※遇天气不好时，将延期至10月27日（将在

冲绳官网公布消息） 

【咨询热线】冲绳市东部节实行委员会   

                                    098-929-4121 

冲绳艺能节 
时间：2019年11月3日（周日）12：00～18：30 

地点：冲绳儿童王国※当天9：30开始免费入园 

 有关免费循环巴士时间 ，请浏览官方网站 

【咨询热线】冲绳市政府 

            文化艺能课 098-929-0261 

KOZA MOTOR SPORT FESTIVAL2019 
时间：11月9日（周六）12：00～17：00 

      11月10日（周日）10：00～17：00 

地点：冲绳市KOZA运动公园 

※会场无停车位，请搭乘巴士或出租车前往。 

【咨询热线】KOZA MOTOR SPORT  

         FESTIVAL 2017事务局  098-927-7670 



2019年 10月號 沖 繩 市 政 府 為 沖 繩 市 的 外 國 人 服 務 

繁 

體 

中 

文 

沖繩市政府總機   ☎ 098-939-1212 

Page 2 

所有的行政服務皆使用日文。如您需要中文協助，請電郵kokusaich@city.okinawa.okinawa.jp 或來電098-929-0261 

 殘疾 

福利 

    10月份是市縣民稅3期份、看護保險費5期
份、國民健康保險費4期份、後期高齡者醫療保
險費4期份的繳納期。繳納期限及自動轉賬日為7

月1日！請在轉賬日前確認帳戶餘額。 

兒童 
       令和2年度市立幼稚園入園及托育 
       沖繩市立幼稚園(5歲兒童)入園指南 
對象：居住在沖繩市，2014年4月2日～ 

                      2015年4月1日出生的幼童 

申請日期：11月7日（週四）‧8日(週五) 

          下午2：00～4：00 

申請地點：各指定幼稚園（以沖繩市立小學學區為標準） 

招生簡章：各幼稚園、市政府保育‧幼稚園課窗口 

＝沖繩市立幼稚園2年保育(4歲兒童)入園指南＝ 
對象：各實施園的指定通園區內居住， 

      2015年4月2日～2016年4月1日出生的幼童 

實施幼稚園：安慶田‧島袋‧諸見‧越來‧中之町‧

室川‧美里‧KOZA 

招生人數：實施幼稚園(8個園)   各25人(1個班) 

申請日期：11月7日（週四）‧8日(週五) 

           下午2：00～4：00 

申請地點：各指定幼稚園    

※招生詳細信息請瀏覽沖繩市官方網站 

＝沖繩市立幼稚園托育申請指南＝ 
對象：市立幼稚園(2014年4月2日～2015年4月1日出生)，

家長因工作等原因，下午需要托育的園兒 

實施幼稚園：全市立幼稚園 

申請日期：11月11日（週一）～29日(週五) 

           上午10：30～4：30 

          ※週六日及節假日除外 

  另,11月24日（週日）在市府2樓保育‧幼稚園課也

受理假日報名 

申請地點：各指定幼稚園(以沖繩市小學校區為標準) 

【諮詢專線】保育‧幼稚園課 幼稚園係 分機3174‧3173 

保育 

        全額公費補助   
        老年者流行性感冒預防接種通知 
對象/居住在沖繩市，希望接受流感預防接種的65歲  

以上市民。 
※會給對象者郵寄「流感預防接種通知單」（預計10

月份依次寄出） 
實施期間/2019年10月1日（週二） 
              ～2020年2月29日（週六） 
接種次數/1次    實施地點/指定醫療機構(※2) 
※2「流感預防接種通知單」有記載市內指定醫療機

構，市外及其他指定醫療機構請進行諮詢。 
【諮詢專線】兒童諮詢‧健康課  
                預防係 分機2232‧2233 

       令 和 2 年 度 保 育 所 入 所 指 南  
（在籍·新生一齊申請） 

●報名日期/10月15日（週二）～11月8日（週五） 

               （週六日及公休日除外） 

※期間，僅11月3日（週日）在市政府2樓保育·幼稚園

課受理假日報名 

●報名地點/保育·幼稚園課  保育系 

           （在籍兒童請在各園所申請） 

保育園入園基準/ 
①家長就職中       ②母親懷孕/分娩 

③家長生病/身體有殘疾 

④需要照顾長期住院的同居人或親屬 

⑤災害復興        ⑥求職中（包含創業準備） 

⑦就學中（包含職業培訓） 

⑧有受到虐待和暴力的傾向      ⑨育兒休假中 

◆關於保育所入所指南（報名表等）的分發 

開始分發/9月中旬（預定） 

分發地點/市政府保育·幼稚園課 

      （在籍兒童請在各園所領取） 

【注意事項】 

·過了申請期間，必須等待缺額 

·並非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入所，而是以保育的必要性

由高至低進行篩選。 

【諮詢專線】保育·幼稚園  保育系  分機3136·3135 

        輕度·中度失聰兒助聽器購買
費用等補助申請 

補助內容/針對輕度或是中度失聰的兒童，發給助聽器

購買費用或是修理費的部分補助。 

對象/是本市市民、患有輕度或是中度聽力障礙，且滿

足以下所有條件者 

①提交申請當日未滿18歲 

②兩耳聽力程度在30dB以上，未滿70dB，沒有成為身體

殘疾者手冊的交付對象者 

③由「身體殘疾者福祉法」規定的耳鼻咽喉科指定醫生來

判斷，安裝助聽器後有望在語言學習上有一定效果者 

●以下情況不為對象 

·補助對象者與補助對象同戶的家庭成員里有市民稅所

得比例額46萬日圓以上者 

·根據其他法令等的規定（殘疾者綜合支援法等）能接

受補助者 

※無法受理購買後的補助申請，請購買前諮詢。 

【諮詢專線】殘疾福祉課  分機3158 

從10月1日起,輕自動車稅將變更名稱 
輕自動車稅的名稱將變更為「輕自動車稅

（種別類）」和「輕自動車稅（環境性能類）」。 
    「輕自動車稅（種別類）」是之前的「輕自動車
稅」，稅率沒有變化。 
    「輕自動車稅（環境性能類）」是之前的「自動車
取得稅」 

●重新審視「輕自動車稅（種別類）」的稅率的特例
（環保化特例）。 

   根據輕自動車的燃料性能等，僅限於購買後次年度
的稅費輕減特例，將延長至2020年及2021年（初次
檢查年月為2019年4月～2021年3月的車輛） 

●「輕自動車稅（環境性能類）」臨時輕減政策 
   2019年10月1日～2020年9月30日期間，購買請自動

車輛時，將輕減1%的環境性能類稅率 
【諮詢專線】市民稅課  分機3256·3258 

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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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 

儿童 残疾 简 

体 

中 

文 

从10月1日起，轻自动车税将变更名称 

  轻自动车税的名称将变更为「轻自动车税

（种别类）」和「轻自动车税（环境性能类）」。 

  「轻自动车税（种别类）」是之前的「轻自动车

税」，税率没有变化。「轻自动车税（环境性能

类）」是之前的「自动车取得税」 

●重新审视「轻自动车税（种别类）」的税率的特例

（环保化特例）。 

  根据轻自动车的燃料性能等，仅限于购买后次年度的

税费轻减特例，将延长至2020年及2021年（初次检

查年月为2019年4月～2021年3月的车辆） 

●轻自动车税（环境性能类）临时轻减政策 

2019年10月1日～2020年9月30日期间，购买轻自动车

辆时，将轻减1%的环境性能类税率 

【咨询热线】市民税课  内线3256・3258 

税务 

          令和2年度市立幼稚园入园及托育 

        冲绳市立幼稚园(5岁儿童)入园指南 
对象：居住在冲绳市，2014年4月2日～ 

                      2015年4月1日出生的幼童 

申请日期：11月7日（周四）‧8日(周五) 

          下午2：00～4：00 

申请地点：各指定幼稚园（以冲绳市立小学学区为标准） 

招生简介：各幼稚园、市政府保育‧幼稚园课窗口 

冲绳市立幼稚园2年保育(4岁儿童)入园指南 
对象：各实施园的指定通园区内居住， 

      2015年4月2日～2016年4月1日出生的幼童 

实施幼稚园：安慶田‧島袋‧諸見‧越來‧中之町‧室川‧美

里‧KOZA 

招生人數：实施幼稚园(8个园)   各25人(1个班) 

申请日期：11月7日（周四）‧8日(周五) 

           下午2：00～4：00 

申请地点：各指定幼稚园    

※招生详细信息请浏览冲绳市官网 

＝冲绳市幼稚园托育申请指南＝ 
对象：市立幼稚园(2014年4月2日～2015年4月1日出

生)，家長因工作等原因，下午需要托育的园儿 

实施幼稚园：全市立幼稚园 

申请日期：11月11日（周一）～29日(周五) 

           上午10：30～4：30 

          ※周六日及节假日除外 

  另,11月24日（周日）在市府2楼保育‧幼稚园课也受

理假日报名 

申请地点：各指定幼稚园(以冲绳市小学校区为标准) 

【咨询热线】保育‧幼稚园课 幼稚园係 内线3174‧3173 

           令和2年度保育所入所指南    
                （在籍·新生一齐申请） 
●报名日期/10月15日（周二）～11月8日（周五） 

               （周六日及节假日除外） 

※期间，仅11月3日（周日）在市政府2楼保育·幼稚园

课受理假日报名 

●报名地点/保育·幼稚园课  保育系 

           （在籍儿童请在各园所申请） 

保育园入园基准/①家长就业中              

②母亲怀孕/分娩       ③家長生病/身体有残疾 

④需要照顾长期住院的同居人或亲属 

⑤灾害复兴                ⑥求职中（包含创业准备） 

⑦就学中（包含职业培训） 

⑧有收到虐待和暴力的倾向          ⑨育儿休假中 

◆关于保育所入所指南（报名表等）的分发 

开始分发/9月中旬（预计） 

分发地点/市政府保育·幼稚园课 

      （在籍儿童请在各园所领取） 

【注意事项】 

·过了申请期间，必须等待缺额 

·并非以报名以报名先后顺序决定入所，而是以保育的

必要性由高至低进行筛选。 

【咨询热线】保育·幼稚园  保育系     内线3136·3135 

               轻度·中度失聪儿助听器 

                  购买费用等补助申请 
补助内容/针对轻度或是中度失聪的儿童，发给助听器

购买费用或是修理费的部分补助。 

对象/是本市市民、患有轻度或是中度听力障碍，且满

足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提交申请当日未满18岁 

②两耳听力程度在30dB以上，未满70dB，没有成为身

体残疾者手册的交付对象者 

③由「神奇残疾者福利法」规定的耳鼻咽喉科指定医生来

判断，安装助听器后有望在语言学习上有一定效果者 

●以下情況不为对象 

·补助对象者与补助对象同户的家庭成员里有市民税所

得比例额46万日元以上者 

·根据其他法令等的规定（残疾者综合支援法等）能接

受补助者 

※无法受理购买后的补助申请，请购买前咨询。 

【咨询热线】残疾福祉课  内线3158 

福利 
              全额公费补助   
             老年者流行性感冒预防接种通知 
对象/居住在冲绳市，希望接受流感预防接种的65岁  

以上市民。 

※会给对象者邮寄「流感预防接种通知单」（预计10

月份依次寄出） 

实施期间 /2019年10月1日（周二）  

              ～2020年2月29日（周六）  

接种次数/1次    实施地点/指定医疗机构(※2) 

※2「流感预防接种通知单」有记载市内指定医疗机

构，市内及其他指定医疗机构请进行咨询。 

【咨询热线】儿童咨询 ‧健康课   

                预防系  内线2232 ‧2233 

    10月份是市县民税3期份、看护保险费5期

份、国民健康保险费4期份、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

费4期份的缴纳期。缴纳期限及自动转账日为7月

1日！请在转账日前确认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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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市政府 文化芸能課 
〒９０４－８５０１沖繩県沖繩市仲宗根町26番1号 

電話：098-929-0261 (中文負責人：方) 

傳真：098-923-3485 

電子郵件：kokusaich@city.okinawa.okinawa.jp 

市府中文官網http://www.city.okinawa.okinawa.jp/chinese/ 

防灾 

   图书馆例行通知                    ☎

定期的儿童书朗读会

10月12日(周六)、10月19日(周六)、10月26日(周六)  

本月休館日 

10月7日(周一)、14日(周一)、15日(周二·体育日换休)、21日(周一)、

22日(周二·即位典礼)、24日（四，館內整理日)、28日(周一) 

Book start   幼儿体检时举办 

10月6日（周日）上午9点～下午4点 

地点:市政府地下1楼 

教育 

沖繩市政府中文網頁二維碼 

  掃描二維碼，可瀏
覽更清晰的市政通
知、中文報、生活指
引手冊等。 

             令和2年度小一新生入学申请 
                  及內‧牙科体检日程 

    已检查完视/听力的儿童为对象 

‧公立幼稚园儿童的视力·听力检查在各园实施 

‧因包含入学申请手续，请在各指定学校体检 

【当日所需材料】 

‧入学申请通知卡（预计在10月中旬由学务课寄发） 

‧母子健康手册 

‧就学时健诊票 

‧保健调查票※公立幼稚园只需①和② 

※外国人入学者需要事先办理相关手续，请进行咨询 

【咨询热线】教育委员会指导课  

TEL 098-939-7976（关于体检） 

TEL 098-937-6602（关于入学申请通知卡） 

对象校区 日期 受理时间 

越來小學 10月30日(周三)  下午1:30~2:00 

泡瀨小學 下午1:00~2:00 

美里小學 10月31日(周四)  下午1:30~2:00 

室川小學 下午1:15~1:30 

中之町小學 11月13日(周三) 

   

下午1:30~2:00 

美東小學 下午1:30~2:30 

高原小學  
11月14日(周四) 

下午1:30~3:00 

諸見小學 下午1:30~2:00 

宮里小學 下午1:30~2:30 

KOZA小學 下午2:00~2:10 
11月20日（周三）  

比屋根小學 下午2:15~2:30 

島袋小學 11月21日(周四)  下午2:00~3:00 

山內小學 11月27日(周三) 下午1:50~2:40 

安慶田小學  
11月28日(周四) 

下午1:30~2:00 

北美小學 下午1:40~2:00 

美原小學 下午1:30~2:00 

              令和元年度冲绳市防灾训练 

       冲绳县内广域地震‧海啸避难训练 
  在县内全域，通过实践训练启发防灾意识，以及验

证海啸避难计划，以提升防灾体制。 

训练日期》11月5日（周二）上午10:00~11:30 

对象区域》市全域（县内全域） 

參加对象》全市民（自治会、自主防灾组织、企业、

保育设施、各家庭等） 

內容》● 上午10:00 

     设想地震发生，实施地震、海啸发生时的避难训练。

(地震防灾训练、初期灭火、紧急救护训练等) 

※冲绳市会通过防灾行政无线发出通知（地震发生时） 

      ● 上午10:03 

    设想发表了海啸警报，实施大海啸避难训练（低

海拔地区的居民请往高处避难）。 

※冲绳县发送紧急通知短信 

      ●上午11:30 

      训练结束的通知 

【咨询热线】防灾课  内线2349・2047 

同时举办的还有冲绳县国际交流·人才育成财团主办

的避难所运营体验，详情请看附件宣传单。 

随着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政策的实施   
                         有关支付方式的通知 

    202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幼儿教育·保育无偿化政

策。各设施的支付方式有异，敬请注意。 

支付方式/①零支付/无须办理手续。无须向保育园缴纳

保育费用，保育园代替家长向市政府申请。 

②自动退款/需要办理手续。先向保育园缴纳

保育费后，再向市政府申请退款。 

               ◇认可保育园等       零支付 

               ◇认定儿童园等 

                  教育/零支付 

                  托育/自动退款 

               ◇认可外保育园等请向各园进行咨询 

有关支付方式的详情，请浏览市政府官网。 

【咨询热线】保育·幼稚园课  内线3138 ·3174 

保育 

简 

体 

中 

文 

福利       住宅改建补助金申请 
 

补助对象：·无障碍工程(除去地板及浴室的段差、建造

斜坡等) 

          ·节省能源工程（涂饰遮热、隔热等） 

补助率：25%、上限为25万日元 

对象工程：总工程费用在20万日元以上，2020年2月末日

前可以完成的工程（必须在施工前申请） 

拆除水泥墻工程【新追加项目】 

※拆除上学路段区域内，高度超过1.2米连接马路的水

泥墙，补助概工程费用（上限额：20万日元） 

【咨询热线】市营住宅课  （098）894-6139（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