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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重人权已成为国际性的潮流，在京都府，为了建设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

会，正着手解决平等问题等各种各样的人权问题。 

“想学习”、“想上能取得○○资格证书的学校”、“想干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们必须

保障所有人都有实现这些愿望的权利。 

所以，京都府为了避免因经济原因，而产生不能就学、进修、掌握技能或就业等情况，特

别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这些制度，就和日本宪法第 97 条「基本的人权是人类为了获得

自由而多年奋斗的成果」所写的一样，是许多前辈们所努力的结果。 

想提出申请的同学，请与家长和学校的老师商量后，积极地利用这些制度。在开拓自己的

将来的同时，为了建设相互尊重人权的社会而共同努力吧。 

 

○ 除了本手册所列的这些制度以外，京都市的市町村也有自己独立的制度，详细情况请

向所在市町村进行咨询。 

○ 各项制度内容，有局部变更。申请时请就相关详细内容与各咨询处进行确认。 

○ 各项制度的右上角的标识 ○国····国家项目 

               ○府····京都府项目 

                            ○市····市项目 

                            市町村 ····市町村项目 

 

○ 京都市为政令指定都市，其拥有独立的制度。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市各相关部门或“京

都 365天热线”进行咨询。 

（京都 365天热线 TEL 075-661-3755 全年不休 早上８点～晚上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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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援助制度担当机构一览 
 
□京都府厅 

担 当 科 电 话 担 当 科 电 话 

教育厅指导部  学校教育科 075-414-5831 商工劳动观光部 

人才确保推进室 
075-682-8918 

教育厅指导部  

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健康福祉部  医疗科 075-414-4746 

教育厅指导部  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8 
健康福祉部 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58 

文化体育部  文教科 075-414-4516 075-414-4564 

府民环境部   

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075-414-5076 

健康福祉部 

儿童・青少年综合对策室 
075-414-4581 

商工劳动观光部 

人才发展推进科 
075-414-5101 

健康福祉部 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教育厅指导部 人权教育室 075-414-5822 
 
□地方机关 

广域振兴局 保 健 所 所辖市町村 教 育 局 

山城广域振兴局 

0774-21-2101 

乙训保健所 

075-933-1151 

向日市 
乙训教育局 

075-933-5130 
长冈京市 

大山崎町 

山城北保健所 

0774-21-2191 

宇治市 ※ 

山城教育局 

0774-62-0008 

城阳市 ※ 

久御山町 ※ 

山城北保健所 缀喜分室 

0774-63-5745 

八幡市 

京田边市 

井手町 

宇治田原町 

山城南保健所 

0774-72-4300 

木津川市 

笠置町 

和束町 

精华町 

南山城村 

南丹广域振兴局 

0771-22-0422 

南丹保健所 

0771-62-4751 

龟冈市 
南丹教育局 

0771-62-0304 
南丹市 

京丹波町 

中丹广域振兴局 

0773-62-2500 

中丹西保健所 

0773-22-5744 
福知山市 

中丹教育局 

0773-42-1200 中丹东保健所 

0773-75-0805 

绫部市 

舞鹤市 

丹后广域振兴局 

0772-62-4301 

丹后保健所 

0772-62-0361 

宫津市 

丹后教育局 

0772-22-2175 

京丹后市 

与谢野町 

伊根町 

※宇治市、城阳市以及久御山町居民的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P.42～P.44、P.57～P.59)以及技能学习资金・

入所准备金（P.101）的担当保健所为山城北保健所缀喜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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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町村・市町（工会）教育委员会一览 

市町村（市役所、町・村公所） 市町（工会）教育委员会 

向日市役所 075-931-1111 向日市教育委员会 075-931-1111（市役所代表） 

长冈京市役所 075-951-2121 长冈京市教育委员会 075-951-2121（市役所代表） 

大山崎町公所 075-956-2101 大山崎町教育委员会 075-956-2101（町公所代表） 

宇治市役所 0774-22-3141 宇治市教育委员会 0774-22-3141（市役所代表） 

城阳市役所 0774-52-1111 城阳市教育委员会 0774-56-4003 

八幡市役所 075-983-1111 八幡市教育委员会 075-983-2088 

京田边市役所 0774-63-1122 京田边市教育委员会 0774-62-9550 

木津川市役所 0774-72-0501 木津川市教育委员会 0774-75-1230 

久御山町公所 075-631-6111 久御山町教育委员会 075-631-9974 

井手町公所 0774-82-2001 井手町教育委员会 0774-82-4333 

宇治田原町公所 0774-88-2250 宇治田原町教育委员会 0774-88-5850 

精华町公所 0774-94-2004 精华町教育委员会 0774-95-1906 

笠置町公所 0743-95-2301  

相乐东部广域联合教育委员会 0774-78-4335 和束町公所 0774-78-3001 

南山城村公所 0743-93-0101 

龟冈市役所 0771-22-3131 龟冈市教育委员会 0771-25-5053 

南丹市役所 0771-68-0001 南丹市教育委员会 0771-68-0056 

京丹波町公所 0771-82-0200 京丹波町教育委员会 0771-84-0028 

绫部市役所 0773-42-3280 绫部市教育委员会 0773-42-3280（市役所代表） 

福知山市役所 0773-22-6111 福知山市教育委员会 0773-24-7062 

舞鹤市役所 0773-62-2300 舞鹤市教育委员会 0773-66-1072 

宫津市役所 0772-22-2121 宫津市教育委员会 0772-22-2121（市役所代表） 

京丹后市役所 0772-69-0001 京丹后市教育委员会 0772-69-0620 

伊根町公所 0772-32-0501 伊根町教育委员会 0772-32-0718 

与谢野町公所 0772-43-9000 与谢野町教育委员会 0772-43-9025 

与谢野町宫津市中学工会教育委员会 0772-43-9025 

京都市役所 075-222-3111 京都市教育委员会 075-222-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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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事务所一览 

事务所名称 邮编 地址 电话 所辖市区町村 

京都府山城广域振兴局 

（健康福祉部乙训保健所） 

617-0006 向日市上植野町马立 8 075-933-1154 大山崎町 

京都府山城广域振兴局 

（健康福祉部山城北保健所缀喜分室） 

610-0331 京田边市田边明田 1 0774-63-5747 久御山町、井手町 

宇治田原町 

京都府山城广域振兴局 

（健康福祉部山城南保健所） 

619-0214 木津川市木津上户 18-1 0774-72-0208 笠置町、和束町 

精华町、南山城町 

京都府南丹广域振兴局 

（健康福祉部南丹保健所） 

622-0041 南丹市园部町小山东町藤之木 21 0771-62-0363 京丹波町 

京都府丹后广域振兴局 

（健康福祉部丹后保健所） 

627-8570 京丹后市峰山町丹波中岛 855 0772-62-4302 与谢野町、伊根町 

福知山市福祉事务所 620-8501 福知山市宇内记 13-1 0773-24-7012 福知山市 

舞鹤市福祉事务所 625-8555 舞鹤市字北吸 1044 0773-66-1010 舞鹤市 

舞鹤市福祉事务所 

（舞鹤市役所西分所） 

624-0853 舞鹤市宇南田边 1 0773-77-2253 

绫部市福祉事务所 623-8501 绫部市若竹町 8-1 0773-42-4257 绫部市 

宇治市福祉事务所 611-8501 宇治市宇治琵琶 33 0774-22-3141 宇治市 

宫津市福祉事务所 626-8501 宫津市本町 789（宮津市字浜町 3012） 0772-45-1623 宫津市 

龟冈市福祉事务所 621-8501 龟冈市安町野野神 8 0771-25-5030 龟冈市 

城阳市福祉事务所 610-0195 城阳市寺田东之口 16・17 0774-56-4034 城阳市 

向日市福祉事务所 617-8665 向日市寺户町中野 20 075-931-1111 向日市 

长冈京市福祉事务所 617-8501 长冈京市开田 1-1-1 075-955-9517 长冈京市 

八幡市福祉事务所 614-8093 八幡市三本橋 59-9 075-983-1457 八幡市 

京田边市福祉事务所 610-0393 京田边市田边 80 0774-64-1371 京田边市 

京丹后市福祉事务所 627-0012 京丹后市峰山町杉谷 691 0772-69-0310 京丹后市 

南丹市福祉事务所 622-8651 南丹市园部町小樱町 47 0771-68-0007 南丹市 

木津川市福祉事务所 619-0286 木津川市木津南垣外 110-9 0774-79-0307 木津川市 

北福祉事务所 603-8511 京都市北区紫野东御所田町 33-1 075-432-1181（代表） 北区 

上京福祉事务所 602-8511 京都市上京区今出川通室町西入堀出町 285 075-441-0111（代表） 上京区 

左京福祉事务所 606-8511 京都市左京区松崎堂之上町 7-2 075-702-1000（代表） 左京区 

中京福祉事务所 604-8588 京都市中京区西堀川通御池下西三坊堀川町 521 075-812-0061（代表） 中京区 

东山福祉事务所 605-0862 京都市东山区清水 5-130-8 075-561-1191（代表） 东山区 

山科福祉事务所 607-8511 京都市山科区椥辻池尻町 14-2 075-592-3050（代表） 山科区 

下京福祉事务所 600-8588 京都市下京区西洞院通盐小路上东盐小路町 608-8 075-371-7101（代表） 下京区 

南福祉事务所 601-8511 京都市南区西九条南田町 1-3 075-681-3111（代表） 南区 

右京福祉事务所 616-8511 京都市右京区太秦下刑部町 12 075-861-1101（代表） 右京区 

西京福祉事务所 615-8522 京都市西京区上桂森下町 25-1 075-381-7121（代表） 西京区 

洛西福祉事务所 610-1143 京都市西京区大原野东境谷町 2-1-2 075-332-8111（代表） 西京区 

伏见福祉事务所 612-8511 京都市伏见区鹰匠町 39-2 075-611-1101（代表） 伏见区 

深草福祉事务所 612-0861 京都市伏见区深草向畑町 93-1 075-642-3101（代表） 伏见区 

醍醐福祉事务所 601-1366 京都市伏见区醍醐大构町 28 番地 075-571-0003（代表） 伏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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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祉协议会（咨询窗口）一览 

社协名称 邮 编 地   址 电 话 

北区 603-8143 北区小山上总町 3 075-441-1900 

上京区 602-8247 上京区今出川通室町西入堀出シ町 285番地 上京区综合厅舍 2 层 075-432-9535 

左京区 606-8103 左京区高野西开町 5 左京共同福祉中心内 075-723-5666 

中京区 604-8316 中京区大宫通御池下三坊大宫町 121-2 中京区地区福祉中心内 075-822-1011 

东山区 605-0863 东山区五条通大和大路东入 5丁目梅林町 576-5 “安宁・交流馆”内 075-551-4849 

山科区 607-8344 山科区西野大手先町 2-1 山科综合福祉会馆内 075-593-1294 

下京区 600-8166 下京区花屋町通室町西入乾町 292 下京综合福祉中心内 075-361-1881 

南区 601-8321 南区吉祥院西定成町 32 南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5-671-0709 

右京区 616-8105 右京区太秦下刑部町 12 右京区综合厅舍内 075-865-1150 

西京区 615-8083 西京区桂艮町 23-4 075-394-5711 

伏见区 612-8318 伏见区纸子屋町 544 伏见社会福祉综合中心内 075-604-6541 

伏见区・醍醐分室 601-1375 伏见区醍醐高畑町 30-1 Paseo Daigoro 西馆京都市醍醐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5-575-2070 

福知山市 620-0035 福知山市字内记 10-18 福知山市综合福祉会馆内 0773-25-3211 

舞鹤市 625-0087 舞鹤市字余部下 1167 舞鹤市中综合会馆内 0773-62-7044 

绫部市 623-0012 绫部市川丝町南古屋敷 5-1 绫部市福祉大厅内 0773-43-2881 

宇治市 611-0021 宇治市宇治琵琶 45 宇治市综合福祉会馆内 0774-22-5650 

宫津市 626-0041 宫津市字鹤贺 2085 宫津市福祉中心内 0772-22-2090 

龟冈市 621-0806 龟冈市余部町樋又 61-1 Galleria 龟冈交流广场内 0771-23-6711 

城阳市 610-0121 城阳市寺田东之口 17 城阳市立福祉中心内 0774-56-0909 

向日市 617-0002 向日市寺户町西野边 1-7 向日市福祉会馆内 075-932-1961 

长冈京市 617-0833 长冈京市神足 2-3-1 长冈京市综合生活支援中心 050-7105-8508 

八幡市 614-8022 八幡市八幡东浦 5 番地 八幡市立福祉会馆内 075-983-4450 

京田边市 610-0332 京田边市兴户犬伏 5-8 京田边市社会福祉中心内 0774-62-2222 

京丹后市 627-0111 京丹后市弥荣町沟谷 3464 京丹后市弥荣厅舍内 0772-65-2100 

南丹市 629-0301 南丹市日吉町保野田垣之内 11番地 0771-72-3220 

木津川市 619-0214 木津川市木津川端 19 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74-71-9559 

大山崎町 618-0091 大山崎町字园明寺小字百百 10-2 福祉中心“和谐之乡”内 075-957-4100 

久御山町 613-0043 久御山町大字岛田小字 Misuno11 地区福祉中心“五月苑”内 075-631-0022 

井手町 610-0302 井手町大字井手小字东前田 23番地 老年人福祉中心“玉泉苑”内 0774-82-3499 

宇治田原町 610-0252 宇治田原町大字荒木小字天皇 2 老年人福祉中心“安宁庄”内 0774-88-3294 

笠置町 619-1303 笠置町大字笠置小字西通 90-1 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43-95-2750 

和束町 619-1212 和束町大字釜塚小字生水 15  社会福祉中心内 0774-78-3312 

精华町 619-0243 精华町大字南稻八妻小字砂留 22-1  地区福祉中心“樫树苑”内 0774-94-4573 

南山城町 619-1411 南山城村大字北大河原小字大稻叶 4  南山城村保健福祉中心内 0743-93-1201 

京丹波町 622-0311 京丹波町和田田中 6-1  瑞穗保健福祉中心内 0771-86-1440 

伊根町 626-0413 伊根町字泊 1  伊根町老年人福祉中心“泊泉苑”内 0772-32-0176 

与谢野町 629-2311 与谢野町字几地 908  野田川老年人休憩之家内 0772-43-0294 

福知山市 

分所 

三和分所 620-1442 福知山市三和町千束 515番地  市役所三和支所内 0773-58-3713 

夜久野分所 629-1322 福知山市夜久野町平野 1030 番地  交流之家福祉中心内 0773-38-1200 

大江分所 620-0305 福知山市大江町波美 235番地  老年人福祉中心舟越会馆内 0773-56-0224 

京丹后市 

分所 

 

峰山分所 627-0012 京丹后市峰山町杉谷 691 0772-62-4128 

大宫分所 629-2501 京丹后市大宫町口大野 140 京丹后市大宫福祉会馆内 0772-64-2037 

网野分所 629-3101 京丹后市网野町网野 385-1 京丹后市网野健康福祉中心内 0772-72-0797 

丹后分所 627-0201 京丹后市丹后町间人 545-1 京丹后市丹后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72-75-0808 

久美浜分所 629-3405 京丹后市久美浜町 814 京丹后市久美浜厅舍内 0772-82-0008 

南丹市 

事务所 

园部事务所 622-0014 南丹市园部町上本町南 2-22 南丹市园部公民馆内 0771-62-4125 

八木事务所 629-0134 南丹市八木町西田山崎 17番地 南丹市八木日常服务中心内 0771-42-5480 

日吉事务所 629-0301 南丹市日吉町保野田垣之内 6-4 0771-72-0947 

美山分所 601-0751 南丹市美山町安掛下 8 番地  南丹市美山保健福祉中心内 0771-75-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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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协名称 邮 编 地   址 电 话 

木津川市 

分所 

山城分所 619-0204 木津川市山城町椿井北代 102番地 山城保健中心内 0774-86-4151 

木津分所 619-0214 木津川市木津川端 19番地  木津老年人福祉中心内 0774-72-5532 

加茂分所 619-1127 木津川市南加茂台 6丁目 3 番地  加茂交流中心内 0774-76-4338 

京丹波町 

分所 

丹波分所 622-0213 京丹波町须知锅仓 1-1  丹波福祉中心内 0771-82-0126 

瑞穗分所 622-0311 京丹波町和田田中 6-1  京丹波町瑞穗保健福祉中心内 0771-86-1440 

和知分所 629-1121 京丹波町本庄今福 13  老年人社区活动中心内 0771-84-1833 

与谢野町 

分所 

加悦分所 629-2403 与谢野町字加悦 433番地 5 与謝野帳商工会加悦支所内 0772-42-7553 

岩泷分所 629-2262 与谢野町字岩泷 2272-1  岩泷交流中心内 0772-46-5556 

野田川分所 629-2311 与谢野町字几地 908番地 野田川老年人休憩之家内 0772-43-0294 

京都市 600-8127 下京区西木屋町通上之口上梅凑町 83-1 “京都居民・街道交流馆”内 075-354-8734 

京都府 604-0874 中京区竹屋町通乌丸东入清水町 375 京都府综合社会福祉会馆内 5 楼 075-252-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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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针对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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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婴・幼儿                                     ○府  

母子家庭奖学金【支付】 

 

内 容 为单独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提供教育或养育所需的经费。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单独抚养婴幼儿的单亲家庭的母亲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P.9）领取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11,000日元（年额） 

（对 6月 1 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并获取单亲家庭福利推进员或者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

明后，一起提交到所居住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 

※府保健所以及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皆有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或者各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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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婴・幼儿                                     ○府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 

 

内 容 为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婴幼儿提供奖学金。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婴幼儿 

※母子家庭奖学金（P.8）利用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11,000日元（年额） 

（6 月 1日以后申请者或年度中成为支付对象者时，按月额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4月～5月末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最终期限：2月末）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的①、②证明一起提交到府广域振兴局或京都府

厅府民生活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① 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有死亡证明（复印件）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复印件）

话就不需要） 

② 市町村长的证明 

※各市町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府广域振兴局皆有发放

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Tel 075-414-5076）咨

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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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婴・幼儿                                 ○府 市町村 

第３子以后保育费等无偿化项目补助金【免除（补助）】 

 

内 容 

为在保育所・幼儿园等入所・入园的第 3子以后的孩子免除(补助)保育费以及副食费。 

※非京都府对监护人直接进行补助项目。 将保育费免除额二分之一、副食费免除额四

分之一的辅助金交付给免除第 3 子以后的保育所·幼儿园等保育费以及副食费的市町

村。 

对 象 

符合下列①或②条件者 

① 抚养 3名未满 18岁的子女（其中，包含年满 18岁之后第一个年度末之前的期间）

的家庭中，第 3子以后的子女在保育所・幼儿园等入所・入园者。 

② 市町村民所得平均税在一定基准以下者 

※保育费免除需要 3 号认定（2 号认定的者，免除满三岁后第一个 3 月 31 日前的保育

费），副食费免除需要 2号认定。 

※ 以上规定，各市町村有所不同，详细内容请向各市町村咨询。 

免除额 保育费：全额  副食费：每人每月上限 4,500 日元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P.3）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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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特别支援学校（幼儿部）的幼儿                        ○国○府  

就学奖励费【支付】 

  

内 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特别支援学校学习所需的费用。 

对 象 京都府立特别支援学校幼儿部的在学幼儿 

支付额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区分  ※ Ⅰ Ⅱ Ⅲ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 

交 

通 

费 

走读费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回乡费 

39 往返费用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寄宿所需的相关 

费用 

寝具购买费 5,510 日元 2,755 日元 － 

日用品等购买费 141,560 日元 70,780 日元 － 

餐费 156,210 日元 78,105 日元 － 

修学 

旅行 

费 

校外活动等 

参加费 

本人经费 1,600 日元 80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2,390 日元 1,195 日元 － 

学心用品等购买费 8,680 日元 4,340 日元 － 

 

※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特别支援学校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Tel 075-

414-5835）咨询。 

备 注 ※金额请参照 2021年度预定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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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入学准备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生活补贴（临时补贴）”【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支付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特别支援学

校小学部。在本页中相同。）的入学准备所需要的费用。（学童（学生）校服、拎包、鞋子等的

购买费）。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明年升入小学者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区 分 内   容 支付额 

入学准备金 入学时的学童校服、书包、拎包、鞋子等 64,300日元以内 

 

【参考】除入学准备金以外，还支付下表所列作为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P.18）的各项

经费。 

区 分 内   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笔

记本、橡皮、尺、笔墨纸

砚、针线、运动鞋等的购

买费 

【其他教材费】校外活

动费、上下学穿的鞋子、

室内穿的鞋子、帽子等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2,600日元 

班费等 班费、学生会费、PTA 会费等 月额 1,080日元以内 

教材费 

校长或教育委员会指定的作为正规教材使用的书

籍（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乐器）的购

买费 

支付实际费用 

学校伙食费 监护人负担学校伙食费 支付实际费用 

校外活动参加费 住宿费、设施使用费、交通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支付实际费用 

学习支援费 课外社团活动费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16,000日元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上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21～22）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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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入学准备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资金”【无息贷款】 

※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３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购买上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

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时所需的衣服、鞋子等费用的借贷制度。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父子且独自抚养

明年升入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的子女者 

贷款额 每位子女 64,300日元以内 

申请日期 入学前 

贷款日期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申请手续 

※申请前请务必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⑦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

府保健所。 

① 就学通知书以及写有必要经费的书面材料 

②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③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④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⑤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⑥ 收入证明材料 

⑦ 指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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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 针对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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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  

母子家庭奖学金【支付】 

内 容 为单独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提供教育或养育所需的经费。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单独抚养正在上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

及含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的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P.17）领取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21,500日元（年额） 

（对 6月 1 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单亲家庭福祉推进员或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

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 

※府保健所以及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皆有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或者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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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 

内 容 
为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小学生（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特别支援学校小学

部）提供奖学金。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小学生（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特别

支援学校小学部） 

※母子家庭奖学金（P.16）领取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21，500 日元（年额） 

（对 6 月 1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4月～5月末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最终期限：2月末）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的①～③证明一起提交到府广域振兴局或京都

府厅府民生活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① 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有死亡证明（复印件）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复印

件）者不需要） 

② 校长的证明（添附在学证明书者不需要） 

③ 市町村长的证明 

※各市町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府广域振兴局皆有发放

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Tel 075-414-5076）咨

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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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生活补贴（临时补贴）”【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学习用品・上下学用品的购

买费、学校伙食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小学生（义务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以及含特别支援学校小学

部）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 

区 分 内   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

笔记本、橡皮、尺、笔

墨纸砚、针线、运动鞋

等的购买费 

【其他教材费】校外活

动费、上下学穿的鞋子、

室内穿的鞋子、帽子等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2,600日元 

班费等 班费、学生会费、PTA 会费等 月额 1,080日元以内 

教材费 

校长或教育委员会指定的作为正规教材使用的书

籍（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乐器）的购

买费 

支付实际费用 

学校伙食费 监护人负担学校伙食费 支付实际费用 

校外活动参加费 住宿费、设施使用费、交通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支付实际费用 

学习支援费 课外社团活动费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16,000日元以内）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区 分 内   容 支付额 

服装费 升四年级时的学生校服等 14,000日元以内 

修学旅行费，请通过就学支援费项目（P.19） 

修学旅行的相关准备费用，请通过修学旅行援助金项目（P.24）      申请。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上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21～22）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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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国 市町村 

就学支援费【支付】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小学生的监护人提供学习用品费的部分援助。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不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经济困难的家庭 

支付额 

※各市町村的支付项目、支付金额皆不相同。 

 １ 被监护人 

  修学旅行费、医疗费等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P.18）”以外的支付费用） 

 ２ 准被监护人 

  学习用品费、上下学用品费、校外活动费、走读交通费、修学旅行费、医疗

费、学校伙食费等 

 注：医疗费・・・仅限于为治疗学校保健安全法施行令第 8 条规定的疾病时监护人

所负担的费用 

申请日期 市町村及学年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或所居住的市

町（工会）的教育委员会。 

※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各市町村的规定皆不相同。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工会）教育委员会（P.3）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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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国 市町村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年等）【支付】 

内 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小学的特别支援学年等学习所需的费

用。 

对 象 

符合学校教育法实施条例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残疾程度的儿童或就读特别支援学年

的儿童 

※领取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P.18）或就学支援费（P.19）者，只可领取

一部分经费。 

支付额 

以下支付额为国家规定的单价（2020 年度预定），各市町村对支付项目以及支付金额

皆有不同规定。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区 分 ※ Ⅰ Ⅱ Ⅲ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的

1/2 

实际费用的

1/2 
－ 

走读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修学旅行费 10,790 日元 10,790日元 － 

不住宿的校外活动等参加费 800日元 800日元 － 

需住宿的校外活动等参加费 1,845日元 1,845日元 － 

学习用品等购买费 5,820日元 5,820日元 －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费等 25,555 日元 25,555日元 － 

体育技巧用品费（滑雪等） 13,255 日元 13,255日元 － 

扩充教材费 

以一页 42 日元

为上限计算得

出的金额的 1/2

（一册教材不

可超过 5,250日

元） 

以一页 42 日元

为上限计算得

出的金额的 1/2

（一册教材不

可超过 5,250日

元） 

－ 

在线学习通信费 6,000日元 － －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申请日期 各市町村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各市町村的规定皆不相同。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工会）教育委员会（P.3）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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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的儿童                         ○国○府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支付】 

内 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特别支援学校学习所需的费用。 

对 象 就读京都府立特别支援学校小学部的儿童 

支付额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区分 ※1 Ⅰ Ⅱ Ⅲ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 

交

通

费 

走读费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1～3 年生      实际费用 
4～6 年生 ※2  实际费用 

回乡费 

39 往返费用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寄宿生活所需的 

费用 

床上用品购买费 5,510 日元 2,755 日元 － 

日用品等购买费 141,560 日元 70,780 日元 － 

餐费 148,850 日元 74,425 日元 － 

修

学

旅

行

费 

修学旅行费 

本人经费 21,580 日元 10,79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33,730 日元

※3 

16,865 日元 

※3 
－ 

校外活动等

参加费 

本人经费 18,580 日元 9,29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1～3 年生 

27,870 日元 

4～6 年生 

※2 

27,870 日元 

1～3 年生 

13,935 日元 

4～6 年生 

※2 

13,935 日元 

－ 

学习用品等购买费 11,640 日元 5,820 日元 － 

扩充教材费 

以一页 42 日元为上限计算得出的金额 

1 册教材不可超

过 10,500 日元 
Ⅰ的 1/2 －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费等 51,110 日元 25,555 日元 － 

在线学习通信费 12,000 日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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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２ ４～６年级生的走读费陪护人员经费、校外活动等参加费陪护人员经费仅限于支

付给有肢体残疾或重度・重复障碍的儿童的陪护人员。 

 ※３ 修学旅行费陪护人员经费仅限于支付给有肢体残疾或重度・重复障碍的儿童的陪护

人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特别支援学校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Tel 075-414-

5835）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金额为 2021年度预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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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  

私立中学等修学支援金【支付给学校】 

 

内 容 对私立小学校在籍儿童的学费进行一定额度的支付。 

对 象 
在私立小学等就读，年收未满 400万的家庭的儿童。 

※年收为参考金额，根据家庭的状况会有所不同。详细情况请确认申请书。 

支付额 年 100,000 日元 

申请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学校有相关说明。 

填写好学校发的文件，并附上学校指定的添附文件，交至学校。 

需要记载收入所得的文件。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6）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办理相关手续。 

另外，需要配合做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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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  

修学旅行援助金【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修学旅行所需物品的购买费用。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在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小学生修学旅行时

负担其所需物品（拎包、内衣、鞋子、袜子等）的购买费用者 

支付额 每位子女 5,800日元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随时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后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修学旅行费请通过就学支援费（P.19）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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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学生                                     ○府  

针对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无日本国籍的子女提供上学所需的费用（学习用品费、上

下学用品费、学校伙食费等）。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并负担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园

所设置的小学上学的子女的费用者 

支付额 按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等的基准额度支付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后提交到所在学校。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生活保护係）（Tel 075-414-4557

或 4564）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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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 针对初中入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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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入学准备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生活补贴（临时补贴）”【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升入初中（包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特别支

援学校中学部以及中等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仅限保障实施机关认可就学的情况）。在本页中

相同。）时，入学准备所需要的费用（学生校服、书包、鞋子等的购买费）。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明年升入初中者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区分 内容 支付额 

入学准备金 入学时的学生校服、书包、鞋子等 81,000 日元以内 

 

【参考】除入学准备金以外，还支付下表所列作为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P.32）的各项

经费。 

区 分 内   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 

笔记本、橡皮、尺、笔

墨纸砚、针线、运动鞋

等的购买费 

【其他教材费】校外活

动费、上下学穿的鞋子、

室内穿的鞋子、帽子等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5,100日元 

班费等 班费、学生会费、PTA 会费等 月额 1,000日元以内 

教材费 

校长或教育委员会指定的作为正规教材使用的书

籍（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乐器）的购

买费 

支付实际费用 

学校伙食费 监护人负担学校伙食费 支付实际费用 

校外活动参加费 住宿费、设施使用费、交通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支付实际费用 

学习支援费 课外社团活动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59,800日元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就读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35～36）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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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入学准备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资金”【无息贷款】 

※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２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购买就读初中（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

特别支援学校中学部）时所需的衣服、鞋子等费用的借贷。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父亲且独自抚养

来年升入初中（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中学部）的子女者 

贷款额 每位子女 79,500日元以内 

申请日期 入学前 

贷款日期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申请手续 

※申请前请务必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⑦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

府保健所。 

① 就学通知书以及写有必要经费的书面材料 

②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③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④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⑤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⑥ 收入证明材料 

⑦ 指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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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府  

母子家庭奖学金【支付】 

 

 

内 容 为单独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提供教育或养育所需的经费。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单独抚养正在上初中（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

以及特别支援学校中学部）的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P.31）领取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43，000 日元（年额） 

（对 6月 1 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 月 10～3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单亲家庭福祉推进员或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

证明一起提交到市町村（京都市除外）保健所。 

 

※府保健所以及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皆有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或者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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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府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 

 

内 容 
为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初中生（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以及特别支援学校中学

部）提供奖学金。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初中生（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以及特

别支援学校中学部） 

※母子家庭奖学金（P.30）领取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每位子女 43,000日元（年额） 

（对 6月 1 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4月～5月末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最终期限：2月末）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以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的①～③证明一起提交到府广域振兴局或京都

府厅府民生活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① 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有死亡证明（复印件）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复

印件）者不需要） 

② 校长的证明 （添附在学证明书者不需要） 

③ 市町村长的证明 

※各市町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府广域振兴局皆有发

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Tel 075-414-5076）

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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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学习用品・上下学用品的购

买费、学校伙食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初中生（包含义务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中学部

以及中等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仅限保障实施机关认可就学的情况））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 

区 分 内   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笔

记本、橡皮、尺、笔墨纸

砚、针线、运动鞋等的购

买费 

【其他教材费】校外活

动费、上下学穿的鞋子、

室内穿的鞋子、帽子等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5,100日元 

班费等 班费、学生会费、PTA会费等 月额 770日元以内 

教材费 

校长或教育委员会指定的作为正规教材使用的书

籍（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乐器）的购

买费 

支付实际费用 

学校伙食费 监护人负担学校伙食费 支付实际费用 

校外活动参加费 住宿费、设施使用费、交通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支付实际费用 

学习支援费 
学校参考书（含在教材费内的除外）购买费、课外

社团活动费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59,800日元以内） 

修学旅行费，请通过就学支援费项目（P.33） 

修学旅行的相关准备费用，请通过修学旅行援助金项目（P.38）      申请。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上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35～36）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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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国 市町村 

就学支援费【支付】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初中生的监护人提供学习用品费的部分援助。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不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经济困难的家庭 

支付额 

※各市町村的支付项目、支付金额皆不相同。 

 1 被监护人 

  修学旅行费、医疗费等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 P.32)以外的支付费用） 

 2 准被监护人 

  学习用品费、上下学用品费、校外活动费、走读交通费、修学旅行费、医疗

费、学校伙食费等 

 注：医疗费・・・仅限于为治疗学校保健安全法施行令第 8 条规定的疾病时监护人

所负担的费用 

申请日期 市町村及学年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或所居住地区

的市町（工会）的教育委员会。 

※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各市町村的规定皆不相同。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工会）的教育委员会（P.3）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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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国 市町村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年等）【支付】 

内 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初中的特别支援学年等学习所需的费

用。 

对 象 

符合学校教育法实施条例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残疾程度的学生或就读特别支援学年

的学生 

※领取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P.32）或就学支援费（P.33）者，只可领取

一部分经费。 

支給額 

以下支付额为国家规定的单价（2021 年度预定金额），各市町村等对支付项目以及支

付金额皆有不同规定。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区 分 ※ Ⅰ Ⅱ Ⅲ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的 1/2 实际费用的 1/2 － 

走读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岗位实习交通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修学旅行费 28,860 日元 28,860日元 － 

不住宿的校外活动等参加费 1,155日元 1,155日元 － 

需住宿的校外活动等参加费 3,105日元 3,105日元 － 

学习用品等购买费 11,370 日元 11,370日元 －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费等 28,990 日元 28,990日元 － 

体育技巧用品费 

柔道 3,825日元 3,825日元 

－ 剑道 26,455 日元 26,455日元 

滑雪等 19,015 日元 19,015日元 

扩充教材费 

以一页 42 日元为

上限计算得出的

金额的 1/2（一册

教 材 不 可 超 过

5,250 日元） 

以一页 42 日元为

上限计算得出的

金额的 1/2（一

册教材不可超过

5,250 日元） 

－ 

在线学习通信费 6,000日元 － －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申请日期 各市町村等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各市町村等的规定皆不相同。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市町（工会）教育委员会等（P.3）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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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别支援学校（初中部）的学生                         ○国○府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支付】 

内 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特别支援学校学习所需的费用。 

对 象 就读京都府立特别支援学校部初中部的学生 

支付额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区 分 ※1 Ⅰ Ⅱ Ⅲ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 

交 

通 

費 

走读费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2 实际费用 ※2 实际费用 ※2 

回乡费 

39 往返费用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岗位实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寄宿生活所需的 

费用 

床上用品购买费 5,510 日元 2,755 日元 － 

日用品等购买费 141,560 日元 70,780 日元 － 

餐费 148,850 日元 74,425 日元 － 

修
学
旅
行
費 

修学旅行费 
本人经费 57,720 日元 28,86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82,850 日元※2 41,425 日元※2 － 

校外活动等

参加费 

本人经费 24,660 日元 12,33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36,980 日元※2 18,490 日元※2 － 

学习用品等购买费 22,740 日元 11,370 日元 － 

扩充教材费 

以一页 42 日元为上限计算得出的金

额 

1 册教材不可超

过 10,500 日元 
Ⅰ的 1/2 

 

－ 

新入学学生学习用品费等 57,980 日元 28,990 日元 － 

在线学习通信费 12,000 日元   

※1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2 走读费陪护人员经费、校外活动等参加费陪护人员经费仅限于支付给有肢体残疾或

重度・重复障碍的学生的陪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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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特别支援学校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Tel 075-414-

5835）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金额为 2021年度预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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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学生                                     ○府  

 私立中学等修学支援金【支付给学校】 

 

 

内 容 对私立中学校在籍学生的学费进行一定额度的支付。 

对 象 
在私立中学等就读，年收未满 400万的家庭的学生。 

※年收为参考金额，根据家庭的状况会有所不同。详细情况请确认申请书。 

支付额 年 100,000 万日元 

申请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学校有相关说明。 

填写好学校发的文件，并附上学校指定的添附文件，交至学校。 

需要记载收入所得的文件。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6）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办理相关手续。 

另外，需要配合做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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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府  

修学旅行援助金【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修学旅行所需物品的购买费用。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在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初中生修学旅行时

负担其所需物品（拎包、内衣、鞋子、袜子等）的购买费用者 

支付额 每位子女 6,800日元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随时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后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修学旅行费请通过就学支援费（P.33）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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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初中生                                      ○府  

针对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无日本国籍的子女提供上学所需的费用（学习用品费、上

下学用品费、学校伙食费等）。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并负担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

园所设置的初级中学上学的子女的费用者 

支付额 按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等的基准额度支付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后提交到所在学校。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 075-

414-4557或 4564）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40 

 

 

 

 

 

 

 

 

 

 

 

第 6 篇 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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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明年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时所需的费用（学习用

品、校服、书包、鞋子等的购买费、考试（证）报名费、入学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明年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者 

 ※高级中学等 

① 高级中学（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高等专科学校 

④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别科除外） 

⑤  被认可的相当于高级中学就学的专修学校以及各种学校（修业年数三年以上，且含

普通教育科目的就业时间约为 800小时以上的教育课程）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 

区 分 内   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笔

记本、橡皮、尺、针线、

运动鞋等的购买费 

【其他】校外活动费、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5,300 日元 

班费 班费、学生会费、PTA会费等 月额 2,330日元以内 

教材费 

作为正规课程使用且所有听课学生必须购买的

书籍（教科书、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

乐器）费用 

实际支付费用 

学 费 学费 参考下列※1、※2 

入学费 入学费 相当于公立高中入学费 

入学审核费 入学审核费（考试（证）报名费） 30,000日元以内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实际支付费用 

入学准备金 学生制服、上学用的书包、鞋子、白衬衣等 87,900日元以内 

学习支援费 课外社团活动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84,600日元以内） 

※1 公立高中学费、私立高中、高等专门学校（1～3年级学生）的学费，依据公立高中就

学支援金以及高中等就学支援金的规定，不予支付。 

※2 高等专门学校（4・5年级学生）的学费支付额为实施学费减免措施后的实际支付金额。 

※3 不支付修学旅行费以及与修学旅行相关的准备费用。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上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65～66）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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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府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或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的子女提供升入高中等学校时所

需的入学准备金或奖学金等。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在私立高中（函授制除外）或外国人学校（※1）上学

者 

2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的子女，在国立・公立・私立高中（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高等

专科学校或外国人学校上学者，并符合下列①～⑥中的某一个条件者 

① 母子家庭  ②父子家庭  ③儿童家庭  ④残疾人家庭  ⑤有长期疗养者的

家庭 
注：①～③需视家庭成员的年龄条件。④、⑤需视其残疾・伤病的程度。 

 上专修学校的高中课程者不可申请。 

 领取“同种资金”贷款或支付者，其支付额度将有所减少。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下页的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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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额 

                                        

单位：日元 

家庭 

区分 
名称 类别 

支付额 
备注 

年额 月额 

生活基

本保障

援助家

庭 

入学 

准备金 
私立高中 

全日制 110,000 － 针对 1 年级学生 

（仅限一次） 定时制 69,000 － 

奖学金 

私立高中（府内）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皆不包含在支付对象内 ※2 

私立高中（府外） 全日制 228,000 19,000 

与同时取得的国家支

援金合并进行调整  

※3 

外国人学校 ※1 全日制 228,000 19,000  

免征市

町村民

税家庭 
入学 

准备金 

国公立高中 
全日制 

定时制 
63,000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专业科除外 

针对 1 年级学生 

（仅限一次） 
私立高中 

全日制 178,000 － 

定时制 137,000 － 

函授制 45,000 － 

奖学金 

 

国

公

立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业科 

高等专科学校（仅限 4、5 年

级学生） 

192,000 16,000 ※4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业

科除外） 
168,000 14,000 

 

私立高中（府内）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皆不包含在支付对象内 ※2 

私立高中（府外） 
全日制 396,000 33,000 

与同时取得的国家支

援金合并进行调整  

※3 

定时制 288,000 24,000  

外国人学校 ※1 全日制 396,000 33,000  

支援金

（学习

用品费

等） 

国公立高中 

私立高中 

全日制 

定时制 

函授制 

一学年 

60,000 
－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

部、高等专科学校的

4、5 年级学生除外 

・与同时取得的奖学

给付金合并进行调整  

※5 

※1  由学校法人设立的专门接收外国人的学校内的高中阶段课程 

※2  依据国家的“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制度和京都府的“京都府私立高中安心修学支援”

制度，实际学费已实现无偿化，因此本奖学金不予支付。 

※3 在京都府外的私立高中上学者，其奖学金的支付金额为实际金额扣除国家发放的“高中

等就学支援金”以及“兵库县发放的私立高中在籍者的学费减免”后的差额。 

※4 高等专门学校因适用高等教育无偿化制度，实质上的学费为免费，因此本奖学金不予支

付。 

※5 支援金的金额为，表中的金额与“奖学给付金”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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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日期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第 1次申请：2月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入学准备金截止于 4月末）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第 1次申请：2月 

第 2次申请：6月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入学准备金截止于 6月底） 

支付 

日期 

 

入学准备金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3・４月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3・4月（1次）、7月（2次） 

奖学金 

 

 
生活基本保障 

援助家庭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第 1期（4月～7月） 4月 4月（1次）、7月（2次） 

第 2期（8月～11月） 8月 8月 

第 3期（12月～3月） 12月 12月 

※如果利用如国家制度“高等学校等就学支援金”等类似制度时，有可能不

能得到本奖学金的支付。 

支援金（学习

用品费等）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11 月下旬（预计） 

 

申请 

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

（P.2）。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① 在学证明书 

②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证明材料（领取证明书等） 

③ 国家“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决定通知书・・・仅限奖学金支付对象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① 在学证明书 

② 免征市町村民税的证明材料（免征市町村民税证明书等） 

③ 国家“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决定通知书・・・仅限奖学金支付对象 

④ 支援金利用计划书 

※有身体残疾者的家庭・・・残疾人手册副本或年金手册副本 

※有长期疗养者的家庭・・・医生的诊断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⑦所列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7～52、P.78～81） 

②  奖学给付金 支付 (P.60) 

③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P.61） 

④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P.62～63） 

⑤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贷款（P.69） 

⑥  高中等就学支援金 支付给学校（P.72） 

⑦  兵库县发放的私立高中在籍者的学费减免（P.74） 

※①～⑦之外如果利用类似制度时，支付金额有可能会被减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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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资金的

种类） 

 

1   教育支援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申领成功其他“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1”之前，

为其提供作为“临时周转资金※2”的就读高中等学校所需的费用的借贷制

度。 

 ※1“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是指下列①、②、③的制度。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的修学金（P.47～48、P.78～79） 

②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P.47～48、P.77） 

③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P.53～54、P.83～84） 

 ※2“临时周转资金” 

  ※1 中的①于 4月以后开始实施借贷，②、③也有可能于 4月以后开始实施借贷。教育

支援费申请者（已申请了①～③的其中一项者）如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必需的款项，

在其成功申领教育支援费之前，将以“临时周转资金”的形式为其提供临时性的借贷服

务。 

 

【申领①～③贷款成功者】需在入学当年的 12月一并返还。 

【申领①～③贷款不成功者】作为非“临时周转资金”，继续提供借贷服务。 

 

2 就学准备费：提供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时所需费用的借贷服务。 

对 象 

低收入家庭（收入低于生活基本保障标准的 1.8倍）的子女且就读于高级中学（含特别支援

学校高中部）、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一贯制中学高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程）或高等

专科学校者。 

 

※ 申请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准备金”者（含预约申请）不可申请“2 就学准备费”

的贷款项目。 

贷款金额 

1 教育支援费：以 6个月为上限，以月为单位实施借贷。        单位：日元 

学校类别 
贷款额度（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高级中学等 
国公立 18,000 23,000 

私立 30,000 35,000 

高等专科学校 
国公立 21,000 22,500 

私立 32,000 35,000 

    被认定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提供上述的借贷额度×1.5 倍的金额为上限的特别借贷。

如想获得此特别借贷，请与所居住区的社会福祉协会（P.5～6）的借贷商谈窗口进行协商。 

 

2   就学准备费：500,000 日元以内 

    （其中，高中升学时可贷款的金额上限为，私立 41万日元，公立 20 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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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商

议）日期 

※志愿一经确认，请携带明确注明入学相关费用的入学手册等材料（初中 3 年级的秋季左

右）前往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进行商议。 

返还日期 

1 教育支援费：作为“临时周转资金”进行借贷时，须在入学后的 12 月一并返还，除此之

外，毕业后不超过 3 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贷款期间的 3 倍以内的期限内返还（特别借贷

为 4倍以内（但最长为 20 年））。（与 P.77相同） 

2 就学准备费：毕业后不超过 3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8年内返还。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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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就学准备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上高中等学校时所需费用（入学费、学费、书本费、

交通费等）的借贷服务。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或父亲且独自抚养明年升

入①或②等学校的子女者 

① 升入高级中学（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高等专科学校、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② 进入职业培训所（职业培训金） 

 ※ 符合条件①者・・・可申请修学资金、就学准备资金的贷款。 

   符合条件②者・・・仅可申请就学准备资金的贷款。 

 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备注栏。 

贷款额 

1  修学资金  每月额度 (符合条件对象①的人）                     单位：日元 

           学年 

学校类别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高 级

中学 

专 修

学校 

国公立 
住家走读 27,000 27,000 27,000   

住家外走读 34,500 34,500 34,500   

私立 
住家走读 45,000 45,000 45,000   

住家外走读 52,5000 52,500 52,500   

高 等

专 科

学校 

国公立 
住家走读 31,500 31,500 31,500 67,500 67,500 

住家外走读 33,750 33,750 33,750 76,500 76,500 

私立 
住家走读 48,000 48,000 48,000 98,500 98,500 

住家外走读 52,500 52,500 52,500 115,000 115,000 

 

○职业培训金  月额上限额 68,000 日元 (符合条件对象②的人） 

 

2  就学准备资金  额度                  单位：日元 

升入高级中学 

升入高等专门学校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国公立 
住家走读 150,000 

住家外走读 160,000 

私立 
住家走读 410,000 

住家外走读 420,000 

进入职业培训所 
住家走读 272,000 

住家外走读 2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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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３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申请（商

议）日期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毕业出路讨论期开始受理，请尽早与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商议。 

贷款日期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 

                       

①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②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③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④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⑤ 收入证明材料 

⑥ 在学（在籍）证明书 （申请修学资金、职业培训金） 

合格通知书（申请就学准备资金） 

⑦ 学校简介或学费通知等能证明经费的资料 

⑧ 规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③所列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9～52、P.79～82） 

②  生活福祉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  贷款（P.45～46、P.77） 

③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贷款（P.53～54、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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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府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无息贷款或利息补助】 

 为有学习意愿，但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高中生等提供修学金的贷款或金融机关融资项目的利息

补助。 
 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 2  修学支援特别融资项目利息补助制度 

内 容 京都府直接提供给学生贷款的制度。 

超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的收入

标准者适用于这项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京都府为监护人提供其向金融

机关申请教育资金融资项目时所支付利息的全

额补助。京都府于次年度补助前 1 年利息的总

额。 

对 象 

・希望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

⑤）的学生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且家

庭收入符合另行规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希望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④）的

学生的监护人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收入超

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的标准，

且家庭生计主要维持者的年收入低于另行规

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 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或支付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下页

的备注栏。 

贷款金额

或融资 

金额 

国公立 月额 18,000 日元以内 

（以一千日元为单位）        

私 立 月额 30,000 日元以内 

（以一千日元为单位） 

※住家外走读加 5,000日元 

※利用奖学给付金的情况下，将根据给付金

的利用额度，减调本借贷的额度。 

国公立 一次性（3年份） 648,000 日元以内 

    分期 各年度     216,000 日元以内 

私 立 一次性（3年份） 

 1,080,000 日元以内 

        分期 各年度     360,000 日元以内 

申请手续 

※向就读于初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初中部的所有初三学生发放预约申请说明手册。有意进行

预约申请者请向所在初中索要“申请指南”。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⑤。 

① 提交预约申请书、收入的相关证明等（中

学 3年级的 10 月～12月中旬） 

→提交到所在初中 

② 由京都府发放确定预约通知书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⑦。 

① 申请利用（中学 3 年级的 10月～12月中旬） 

→提交到所在初中 

② 申请特别融资申请资格的认证 

（中学 3年级的 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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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发布合格通知后，提交正式预约申请书

（中学 3年级的２月～3月中旬） 

→提交到所在初中 

④ 升学后，由京都府发放确定贷款通知书 

⑤ 贷款（4月末～6月末） 

 

 

 

③ 由京都府发放认证书（升学后的 4月下旬～） 

④ 向金融机关进行申请（升学后的 5 月～8 月

末） 

⑤ 金融机关经审查后确定进行融资 

⑥ 融资（5月上旬～6月中旬） 

⑦ 向京都府申请支付 1年份的利息补助（次年

6月） 

⑧ 由京都府发放利息补助（次年 8月） 

※入学后可重新申请。（截止于 5月中旬）→（P.79～80） 

贷款或融

资时期 

京都府 1年分２次汇款。 

区 分 汇款日期 

4月份～9月份 4月末～6月末 

10月份～3月份 10月末 
 

 

融资方法 融资时期 

一次性 入学年度的 5月～8月 

分期 
第一年度的 5月～8月 
第二年度以后 4月～ 

 

连带 

保证人 
1名（监护人可兼任） 不需要。保证手续费需自行承担。 

返还期限 

贷款结束后，20年以内 

（缓期返还的场合，延缓期限结束后的 20

年以内） 

最初融资的月份或从次年开始最长 7年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初中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 075-574-7518）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⑩所列项目。 

①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 贷款 （P.47～48、P.78） 

②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贷款 （P.70） 

③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支付 （P.42～44、P.57～59） 

④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 （P.63～64） 

⑤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 （P.62） 

⑥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支付 （P.65～66） 

⑦  护士等修学资金 贷款 （P.105） 

⑧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贷款 （P.53～54、P.84～85） 

⑨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支付 （P.86～87） 

⑩   都道府县・公共团体的贷款或支付型奖学金 

非初中三年级时的贷款，如入学时需要资金，关于生活福利资金贷付金（P.45～46），请尽早

协商。 

部分利用生活保障的家庭，亦为“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项目” （P.41）的利用对象，

请事先于所居住地的福祉事务所（P.4）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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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府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准备金）【无息贷款或利息补助】 

为有学习意愿，但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高中生等提供修学准备金的贷款或金融机关融资项目的

利息补助。 
 

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 2  修学准备金特别融资项目利息补助制度 

内 容 京都府直接提供学生贷款的制度。 

超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

的收入标准者适用于这项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京都府为监护人提供其向金

融机关申请教育资金特别融资项目时所支付

的利息的全额补助。京都府于次年度总共补助

1年份的利息。 

对 象 

・希望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⑤）

的学生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且家

庭收入符合另行规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希望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⑤）

的学生的监护人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收入超

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的

标准，且家庭生计主要维持者的年收入为

150 万日元以上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注 1：仅限“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P.49～50）”申请对象可利用这项制度。不

可单独申请修学准备金。 

注 2：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或支付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下页的备注栏。 

贷款金额

或融资 

金额 

    入学时一次性    国公立     50,000 日元定额 

             私立     250,000 日元定额 

申请手续

以及 

贷款・融

资时期 

※向就读于初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初中部的所有初三学生发放预约申请说明手册。 

（连同 P.49～50的修学金一起办理申请手续。）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④。 

① 确认利用意愿（中学 3年级 10月～12 月

中旬） 

② 申请贷款（中学 3年级 2月～3月）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⑧。 

① 确认利用意愿（中学 3年级 10月～12月

中旬） 

② 申请特别融资申请资格的认证（中学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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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升学后，由京都府发放确定贷款通知书 

④ 贷款（4月末～6月末） 

 

 

级的 2月～3月） 

③ 由京都府发放认证书（升学后的 4 月下

旬～） 

④ 向金融机关进行申请（升学后的 5 月～

７月末） 

⑤ 金融机关经审查后确定进行融资 

⑥ 融资（5月上旬～6月中旬） 

⑦ 向京都府申请支付1年份的利息补助（次

年 6月） 

⑧ 由京都府发放利息补助（次年 8月） 

连带 

保证人 
1名（监护人可兼任） 不需要。保证手续费需自行承担。 

返还 

期限 
修学金贷款结束后，7年以内 最初融资的月份或从次年开始最长 7年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初中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 075-574-7518）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⑦所列项目。 

①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资金） 贷款 （P.47～48、P.78） 

②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入学准备金） 支付 （P.42～44、P.57～59） 

③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入学准备金） 支付 （P.63～64） 

④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入学准备金） 支付 （P.62） 

⑤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费） 贷款 （P.45～46、P.77） 

⑥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支付 （P.65～66） 

⑦ 都道府县・公共团体的贷款或支付型奖学金 

 

非初中三年级时的贷款，如入学时需要资金，关于生活福利资金贷付金（P.45～46），请尽早协

商。 

 

部分利用生活保障的家庭，亦为“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项目” （P.41）的利用对象，

请事先于所居住地的福祉事务所（P.4）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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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贷款】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难以上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贷款。 

设有学习成绩・家庭收支的标准。 

对 象 
希望升入高等专科学校的中学 3年级学生，获校长推荐后经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评审并予以

录取者【预约录取】 

贷款金额 

○第一种奖学金（无息）                      单位：日元 

（1年～3年） 

学校类别 国・公立 私立 
※与学校类别・

走读方式无关     走读 

年级 
住家 住家外 住家 住家外 

1年～3年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0,000 

（4年～5年） 

  生计维持者的年收超过一定额度时，从各个分区中高额度以外的金额中选择。（带颜色的部

分） 
 

升学对象 
国・公立 私立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大学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５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
程）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30,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原则上每月汇款。 

 

○第二种奖学金（有息） 

升学对象 
贷 款 月 额 

国・公・私立／住家・住家外走读 通用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５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20,000日元～120,000日元范围内以 10,000日元为单位选
择 

原则上每月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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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区分 申请日期 初次汇款日 

1 
预约录取 

（入学前申请） 

中学３年级秋季～冬季 

（请向所在学校进行确认。） 
5月或 6月前后 

2 
在学录取 

（入学后申请） 

 入学后的春季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6月至 8月前后 

原则上每月汇款。  

申请手续 

【预约录取】 

填写申请书的所规定事项后，添附必要的材料（能证明收入的资料），向所在的初中提交。 

通过所在的初中，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请求申请书。 

【在学录取】 

通过网络申请（scholar net）。 

将所需材料（收入证明材料等）提交至学校，得到申请时所必需的识别号码后进行网络申

请。 

※申请输入完成后，需要提出本人以及生计维持者的个人号码。 

保证制度 

请选择“人员保证”或“机关保证”的其中一项。 

① 选择人员保证・・・连带保证人和保证人各需要 1名 

② 选择机关保证・・・如支付保证金则不需要连带保证人或保证人 

            保证金从每月的汇款入账奖学金中自动扣除。 

返还期限 

贷款结束后的下一个月开始起算，从第 7个月当月开始返还贷款。 

第一种奖学金从下面的①、②还款方式中选择，第二种奖学金为还款方式①。 

 

① 定额返还方式：跟据贷款总额决定返还期限。（最长 20年） 

② 根据收入调整的返还方式：依照前一年收入决定每月还款的金额，返还期限由每月还

款的金额决定。 

咨询处 
【预约录取】所在初中 

【在学录取】所在高等专科学校 

备 注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网站＜奖学金的制度（贷款型）＞ 

https://www.jasso.go.jp/shogakukin/seid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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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篇 针对高中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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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就读高级中学等学校时所需的费用（学习用品、

教材购买费、交通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明年升入高级中学等学校者 

 ※高级中学等 

① 高级中学（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高等专科学校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别科除外） 

  ⑤ 被认可的相当于高级中学就学的专修学校以及各种学校（修业年数三年以上，且含普

通教育科目的就业时间约为 800小时以上的教育课程）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 

区分 内容 基准额 

基准额 

【学习用品费】铅笔、笔

记本、橡皮、尺、针线、

运动鞋等的购买费 

【其他】校外活动费、

上下学用品的购买费 

 

 

月额 5,300日元 

班 费 班费、学生会费、PTA会费等 月额 2,330日元以内 

教材费 

作为正规课程使用且所有听课学生必须购买的书

籍（教科书、辅助教材、练习手册、日英辞典、乐

器）费用 

实际支付费用 

学 费 学费 参考下列※1、※2 

走读交通费 走读所需的最低额度 实际支付费用 

学习支援费 课外社团活动费等 

支付实际费用 

（年间上限金额为 

84,600日元以内） 

※1 公立高中学费、私立高中、高等专门学校（1年～3年级学生）的学费，依据公立高

中就学支援金以及高中等就学支援金的规定，不予支付。 

※2 高等专门学校（4年・5年级学生）的学费支付额为实施学费减免措施后的实际支付

金额。（有上限） 

※3 不支付修学旅行费以及与修学旅行相关的准备费用。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上特别支援学校并领取就学奖励费（P.65～66）者按区分，其支付额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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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支付】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或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的子女提供升入高中等学校时所需的

入学准备金或奖学金等。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在私立高中（函授制除外）或外国人学校（※1）上学者 

2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的子女，在国立・公立・私立高中（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高等专科学

校或外国人学校上学者，并符合下列①～⑥中的某一个条件者 

① 母子家庭  ②父子家庭  ③儿童家庭  ④残疾人家庭  ⑤有长期疗养者的家庭 
注：①～③需视家庭成员的年龄条件。④、⑤需视其残疾・伤病的程度。 

 上专修学校的高中课程者不可申请。 

 领取“同种资金”贷款或支付者，其支付额度将有所减少。有关同种资金请参看下页的备注一栏。 

支付额 

                                     单位：日元 

家庭 

区分 

 

名称 

 

类别 

支付额  

备注 年额 月额 

生活基

本保障

援助家

庭 

入学 

准备金 

私立高中 全日制 110,000 － 针对 1 年级学生 

（仅限一次） 定时制 69,000 － 

 

奖学金 

私立高中（府内）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皆不包含在支付对象内 ※2 

私立高中（府外） 全日制 228,000 19,000 与同时取得的国家支援

金合并进行调整  ※3 

外国人学校 ※1 全日制 228,000 19,000  

 

 

 

免征市

町村民

税家庭 

 

入学 

准备金 

国公立高中 全日制

定时制 

63,000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

业科除外 

 

针对 1 年级学生 

（仅限一次） 

私立高中 全日制 178,000 － 

定时制 137,000 － 

函授制 45,000 － 

 

 

 

 

奖学金 

国公

立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业

科 

高等专科学校（仅限 4、

5 年级学生） 

192,000 16,000 ※4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

业科除外） 

168,000 14,000  

私立高中（府内）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皆不包含在支付对象内 ※2 

私立高中（府外） 

 

全日制 

 

396,000 33,000 与同时取得的国家支援

金合并进行调整  ※3 

定时制 288,000 24,000 

外国人学校 ※1 全日制 396,000 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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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金

（学习

用品费

等） 

国公立高中 

（府内・府外） 

私立高中（府内・府

外） 

全日制 

定时制 

函授制 

一学年 

60,000 

－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

部、高等专科学校的

4、5 年级学生除外 

・与同时取得的奖学给

付金合并进行调整  

※5 

※1  由学校法人设立的专门接收外国人的学校内的高中阶段课程 

※2  依据国家的“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制度和京都府的“京都府私立高中安心修学支援”制度，

实际学费已实现无偿化，因此本奖学金不予支付。 

※3 在京都府外的私立高中上学者，其奖学金的支付金额为实际金额扣除国家发放的“高中等就

学支援金”以及“兵库县发放的私立高中在籍者的学费减免后的差额。 

※4 高等专门学校因适用高等教育无偿化制度，实质上的学费为免费，因此本奖学金不予支付。 

※5 支援金的金额为，表中的金额与“奖学给付金”的差额。 

申请日期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第 1次申请：2月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入学准备金截止于 4月末）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第 1次申请：2月 

第 2次申请：6月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入学准备金截止于 6月底） 

支付日期 

 

入学准备金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３・４月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３・４月（1次）、7月（2 次） 

奖学金  

 生活基本保障

援助家庭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第 1期（4月～7月） 4月 4月（1次）、7月（2次） 

第 2期（8月～11月） 8月 8月 

第 3期（12月～3月） 12月 12月 

※如果利用如国家制度“高等学校等就学支援金”等类似制度时，有可能不能

得到本奖学金的支付。 

支援金（学习

用品费等）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11 月下旬（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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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① 在学证明书 

②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证明材料（领取证明书等） 

③ 国家“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决定通知书・・・仅限奖学金支付对象 

 

【免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① 在学证明书 

② 免征市町村民税的证明材料（免征市町村民税证明书等） 

③ 国家“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决定通知书・・・仅限奖学金支付对象 

④ 支援金使用计划书 

 

※有身体残疾者的家庭・・・残疾人手册副本或年金手册副本 

※有长期疗养者的家庭・・・医生的诊断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⑦所列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9～52、P.79～82） 

② 奖学给付金 支付 （P.60） 

③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P.62） 

④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P.63～64） 

⑤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贷款（P.70） 

⑥  高中等就学支援金 支付给学校（P.73） 

⑦  兵库县发放的私立高中在籍者的学费减免（P.75） 

※①～⑦之外如果利用类似制度时，支付金额有可能会被减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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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国○府  

奖学给付金（高中生等奖学给付金）【支付】 

内 容 
为减轻除学费以外的教育费负担，针对收入低家庭的学生，支付奖学给付金支援。 

（国立私立学校等） 

对 象 

符合下列①～③条件学生的家长 

①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职业补贴受给）的学生或者为免征道府县以及市町

村民税家庭的学生。(由于失业・破产等原因导致家庭生计产生巨变时，家计突变

发生后一年的预计收入被认定为住民税所得割额非课税家庭（以下称为“家计突

变家庭”）的学生也有被认定为符合条件的可能。) 

② 家长（监护人）在京都府内居住。 

③ 平成 26年 4月 1日以后入学，并且有资格接受国家高等学校就学支援金或重新学

习支援金发放的人（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的在校生除外） 

※利用“同种资金”贷款或者支付者，同种资金的贷款额或者支付额将会被进行减额。

关于同种资金请参照备注栏。 

支付额 

① 受生活基本保障家庭（职业补贴受给） 

国公立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年额 32,300 日元 

私 立   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年额 52,600 日元 

② 免征道府县以及市町村民税家庭（除受生活基本保障家庭以外）的有抚养高中生

的家庭。（除③情况以外） 

国公立  全日制・定时制 ： 年额 110,100日元 

函授制・专业科 :  年额  48,500日元 

私 立  全日制・定时制 :  年额 129,600日元 

函授制・专业科 :  年额  50,100日元 

③ 免征道府县以及市町村民税家庭（除受生活基本保障家庭以外）的有抚养第二子

为高中生的家庭。或抚养高中生以外又有抚养 15 岁（初中生除外）以上 23 岁未

满的学生家庭。 

国公立  全日制・定时制 :  年额 141,700 日元 

函授制・专业科 :  年额 48,500日元 

私 立  全日制・定时制 :  年额 150,000 日元 

函授制・专业科 :  年额  50,100日元 

注：家计突变家庭为按照家计突变时期支付年额或者月额。 

申请日期 

7 月 （以 7 月 1日为基准。但是，家计突变家庭由家计突变时期来决定故申请日有所

不同。） 

部分新生可以希望早期支付(4月～6 月份)。 

如果希望早期支付时，申请基准日为 4月～5月前后（4月 1日为基准日） 

支付日期 
10月下旬之后 

部分（4月～6月份）的早期支付为 6 月下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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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手续 

所就读的高中等学校有相关说明，填写申请材料后，添附受生活生活基本保障（职业

补贴受给）・免征道府县以及市町村民税家庭的相关证明材料后提交至学校。往其他

府县升学的学生，请咨询下处。 

注：家计突变家庭需要提交可以确认家计突变状况的材料。 

咨询处 
国公立  所就读的高中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075-574-7539） 

私  立  所就读的高中或京都府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TEL075-414-4516）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同种资金中，贷款额或者支付额会被减额的项目是指以下①～⑤。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  贷款（P.49～50、P.79～80） 

②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支付（P.42～44、P.57～59） 

③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P.62） 

④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P.63～64） 

⑤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贷款（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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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支付】 

内 容 为单独抚养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提供教育或养育所需的经费。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单独抚养正在上高中（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修学校

高中课程）的子女的单亲家庭的母亲 

※利用“同种资金”贷款或者支付者，同种资金的贷款额或者支付额将会被进行减额。关

于同种资金请参照备注栏。 

支付额 

1  奖学金 每位子女 64,000 日元（年额） 

  （对 6月 1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2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每位子女 35,000 日元（仅限于入学时支付 1次） 

  （仅限于在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在，属于支付对象并且在 5 月末之前进行了申请

者） 

申请日期 

1  奖学金  4月～5月末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最终期限：2月末） 

2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截止到 5月末 

  ※希望在入学前得到支付的申请者，2月 

支付日期 

1  奖学金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10～3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8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10～3月 

2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8月末(入学前支付为 3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的①～②证明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除

京都市外）。 

① 单亲家庭福祉推进员或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 

② 在学证明（校长的证明） 

※府保健所以及各市町村（京都市除外）皆有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市町村（除京都市外）或者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高中入学准备金仅限入学时支付。）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④所列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9～52、P.79～82） 

②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支付（P.42～44、P.57～59） 

③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P.63～64） 

④  技能学习资金 支付（P.101） 

同种资金中，支付额将被减额的为下项目⑤ 

⑤  奖学给付金  支付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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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 

内 容 为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高中生（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程）提供奖学金。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高中生（含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

程） 

※利用“同种资金”贷款或者支付者，同种资金的贷款额或者支付额将会被进行减额。关于

同种资金请参照备注栏。 

支付额 

1  奖学金 每位子女 64,000 日元（年额） 

  （对 6月 1日以后申请者或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进行按月支付。） 

2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每位子女 35,000 日元・・・针对高中 1年级学生 

  （仅限高中入学年度 4月 1日现在为支付对象并且在 5月末之前进行申请者） 

申请日期 

 

1  奖学金  4月～5月末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最终期限：2月末） 

3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第 1次申请 ：入学前 2月末 

                     第 2次申请 ：4月～5月末 

支付日期 

1  奖学金 

对象区分 申请月 
支付期间 

（申请年度） 
支付月 

申请年度的 4月 1日当天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4～3月 11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11月末之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申请年度的 4月 2日以后 

属于支付的对象 

4～5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11月末 

6～2月 申请月的次月～3月 
11月末之后为 

申请月的次月末 

2  高级中学入学准备金 第 1次申请：3月末  第 2次申请：8月末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收到的①～③证明一起提交到府广域振兴局或京都府厅府

民生活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① 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证明（有死亡证明（复印件）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复印件）

话就不需要） 

② 校长的证明（添附在学证明书者不需要） 

③ 市町村长的证明 

高中入学前申请入学准备金时，申请资料②不需要。添付高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或入

学许可书（复印件），入学后 5月末以前提出在学证明书即可。 

※各市町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府广域振兴局皆有发放申请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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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厅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Tel 075-414-5076）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同种资金中，不能利用的是以下①～③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9～52、P.79～82） 

②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支付（P.42～44、P.57～59） 

③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P.62） 

同种资金中，支付额将被减额的为下记项目④。 

④  奖学给付金  支付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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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的学生                         ○国○府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支付】 

内容 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全部或部分补助在特别支援学校学习所需的费用。 

对象 就读于京都府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的学生 

支付额 

区 分 ※1 Ⅰ Ⅱ Ⅲ 

教科书购买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 

交 

通 

费 

走读费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2 实际费用※2 实际费用※2 

回乡费 

39 往返费用 

本人经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陪护人员经费 实际费用 ※2 实际费用※2 实际费用※2 

岗位实习费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交流以及共同学习费 
（专攻学科除外）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 实际费用的 1/2 

寄宿生活所需的 

费用 

床上用品购买费 

（专攻学科除外） 
5,510 日元 2,755 日元 － 

日用品等购买费 141,560 日元 70,780 日元 － 

餐费 139,750 円 69,875 日元 － 

修 

学 

旅 

行 

费 
修学旅行费 

（专攻学科

除外） 

本人经费 107,810 円 53,905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155,760日元※2 77,880 日元※2 － 

校外活动等

参加费（专攻

学科除外） 

本人经费 24,820 日元 12,410 日元 － 

陪护人员经费 37,220 日元※2 18,610 日元※2 － 

岗位实习住宿费 7,520 日元 3,760 日元 － 

学习用品等购买费 

（专攻学科除外） 

32,270 日元 

如购买 ICT 等 

器材，加算

50,930 日元 

16,135 日元   

如购买 ICT 等 

器材，加算 

50,930 日元 

如购买 ICT 等 

器材，加算

50,930 日元 

语音教材费 

以 1 门课的单价计算得出的金额 

（专攻学科除外） 

1 门课不可超过 

19,170 日元 
Ⅰ的 1/2 － 

新入学学生学习用品费等 

（专攻学科除外） 
57,980 日元 28,990 日元 － 

在线学习通信费 12,000 日元 － － 

○支付经费以及补助额度 

※1 监护人的经济状况（收入）决定表中的区分Ⅰ、Ⅱ、Ⅲ。 

※2 走读费陪护人员经费、修学旅行费陪护人员经费、校外活动等参加费陪护人员经费仅

限于支付给有肢体残疾或重度・重复障碍的学生的陪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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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特别支援学校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Tel 075-414-

5835）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金额为 2021年度预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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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                                      ○府  

高中生走读补助金【支付】 

内 容 为负担高额走读费的高中生的监护人提供部分走读费的补助。 

对 象 

 

就读于京都府内的公立或私立高中的学生的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并符合以下①～③

某一个条件者 

①  未获得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走读所需的交通费）者 

②  符合以下ア或者イ者 

ア 学生本人和家庭所有成员的前一年的收入总额低于下列另表 1 或另表 2 的收入标

准者（就读公立高中的学生及家长请参考【公立高中】，就读私立学校的学生及家长请

参考【私立高中】） 

イ 学生本人以及同世带的道府民县税以及市町村税的所得税额（以下称为世带全体的

住民税）为非纳税者。 

 

   另表 1                        

家庭成员 收 入 标 准 

3人以下    6,749,000 日元 

4人    6,962,000 日元 

5人    7,175,000 日元 

6人    7,388,000 日元 

7人以上    7,388,000  日元 ＋ 213,000 日元／每增一人 

 

   另表 2  

   【公立高中】 

家庭成员 收 入 标 准 

1人       1,460,000 日元 

2人       2,060,000 日元 

3人       2,760,000 日元 

4人    3,230,000 日元 

5人    3,590,000 日元 

6人    4,060,000 日元 

7人以上    4,060,000  日元 ＋ 470,000 円／每增一人 

  上述收入还得分别加上以下金额 

   1 母子・父子家庭  280,000日元 

   2 每位残疾人       320,000 日元 

   3 长期疗养者因疗养有经常性特别支出时，以支出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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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高中】 

家庭成员 收入标准 

2人以下       3,001,000 日元 

3人       3,347,000 日元 

4人    3,571,000 日元 

5人    3,785,000 日元 

6人    3,969,000 日元 

7人以上   3,969,000日元以上的家庭，人数超过 6人， 

    每增加一人以增加 162,000 日元计算。 

 

③  1个月的走读费负担超过以下金额时 

    符合上述“另表 1”・・・22,100 日元 

    符合上述“另表 2”・・・17,000 日元 

          世带全体的住民税为非纳税・・・10,000 日元 

※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在籍者不属于支付对象。 

支付额 

（购买一年份的月票金额－（22,100 日元或 17,000 日元）×购买月票的月数）×1/2 

 

例如）购买一年份的月票金额 275,000円日元 符合“另表 1”时 

（275,000日元－（22,100日元×11个月））×1/2＝15,950日元 

  1年份的补助金额为 15,000日元。（未满千元时去尾数） 

例如）购买一年份的月票金额 220,000円日元 符合“另表 2”时 

（220,000日元－（17,000日元×11个月））×1/2＝16,500日元 

  1年份的补助金额为 16,000日元。（未满千元时去尾数） 

例如）购买一年份的月票金额 165,000円日元 世带全体住民税为非纳税时符合条件 

（165,000日元－（10,000日元×11个月））×1/2＝27,500日元 

  1年份的补助金额为 27,000日元。（未满千元时去尾数） 

申请日期 原则上是 6～7月（8月以后因搬家等原因成为支付对象时随时接受申请） 

支付日期 
4月～9月和 10月～3月，一年分两期支付。 

支付日期因手续办理日期不同而略有差异。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②证明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① 收入的相关证明 

 ② 票面（显示金额的一面）的复印件 

   购买月票的申请方式・・・月票票面的复印件 

   购买回数票的申请方式・・・回数票的发票 

 ※ 皆以 2020年 4月 1日以后购买的月票为支付对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中咨询。 

备 注 
〈府厅担当科〉公立高中：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 075-574-7516） 

私立高中：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Tel 075-414-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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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定时制・函授制高中生                              ○府  

定时制课程教科书以及函授制课程教科书参考书补助金 

 

内 容 
为就读于京都府立高中的定时制课程或函授制课程的学生提供购买教科书等的补助

金。 

对 象 

就读于京都府立高中的定时制课程或函授制课程的学生，并符合以下①、②条件者（※ 

奖学给付金”的利用者除外） 

① 在职学生，并且要求补助者 

 ② 在职学生以外的学生，在求职中或由于疾病等原因无法工作的学生，并且要求补

助者 

 ※ 在职学生是指由固定工作（含从事个体经营）者或 1 年中有 90 天以上从事钟

点工或兼职者。 

申请日期 ９月 

支付日期 12月 

申请手续 

以现金从经销书店购入教科书等，日后再把补助金发放申请材料等提交到学校 

※ 提交以下确认符合申请条件的证明书等。 

 ・有工作者・・・・在职证明等 

 ・无工作者・・诊断书、公共职业介绍所登录卡（复印件）等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中咨询。 

备 注 〈府厅担当科〉公立高中：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 075-574-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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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定时制・函授制高中生                              ○府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就读于定时制课程・函授制课程的学生提供修学奖励金贷款以促进其学习。 

高中毕业的话可免去还款义务。 

对 象 

就读于京都府内的公立・私立高中的定时制课程・函授制课程者或居住在京都府内，但

就读于其他府县的广域函授制课程者，并符合以下①～③条件者 

① 因经济原因而难以上学者 

② 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为了生计）而工作者 

③ 没有获得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贷款者 

贷款额 

         课程 

学年（年级） 
定时制 函授制 

1～4学年（年

级） 

公立 月额 14,000 日元 月额 14,000 日元 

私立 月额 29,000 日元 月额 14,000 日元 

 

申请日期 原则上为 4～6月 

贷款日期 一年 3次（原则上为 7月、11月、3 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以下①、②证明一起提交到学校。 

① 收入的相关证明 

② 在职证明书等 

学校发放申请书。 

连带 

保证人 
2名 

返还期限 

贷款结束后的次月的 6 个月以后一次性返还或相当于贷款期限的时间内返还（在学期

间可延期返还） 

※ 顺利毕业的话可免去还款义务。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中咨询。 

备 注 

利用奖学给付金（P.60）时，将调整借贷金额。 

〈府厅担当科〉公立高中：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 075-574-7516） 

私立高中：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Tel 075-414-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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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立高中学生                                  ○国  

公立高中就学支援金【支付学校】 

内 容 

针对就读于京都府内公立高中的学生学费的支援项目，对未满收入所得基准额的家庭的

学生支付“就学支援金”。（因交付给学校创建者・学校充当学费，所以不直接支付给学

生・家长） 

对 象 

2014年 4月以后的入学生为利用对象、 

监护人的“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６％－市町村税的调整控除额（政令指定城市

为，调整控除乘以３／４）”公式算出额度的合计额，未满算定基准额（30万 4,200日

元）时，可进行受与资格认定申请，被认定后就学支援金将被交付。 

（因被充当为学费，所以实质上为免费） 

※ 超过基准额的家庭，需缴纳学费。 

支付额 

就学支援金・・・与学费金额相同，不产生个人经济负担。 

例 府立高中 全日制 月额 9,900日元                     （全日制为 36 个月） 

            定时制 月额 1,250日元 （16 个单位以上时）  （定时制为 48 个月） 

            函授制 年额 175日元 （一个单位）           （函授制为 48个月） 

申请日期 
受给资格认定申请・・・入学时的 4月 （向就读的高中提交） 

收入状况证明・・・・每年 7月 （需要确认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等） 

支付日期 根据国家的拨款,充当学费。（非直接支付给学生或者家长） 

申请手续 

学校会有相关说明。填写学校派发的表格，连同添附材料一起提交至学校。 

受给资格认定申请・・・向所就读的高中，提交“受给资格认定申请书”以及可以确认“ 

（4月）              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等相关材料（监护人合计总额，需

根据大前年的所得）。 

 

收入状况证明的提出・・・“收入状况证明”以及“个人号码的资料或者可以确认课税标准

（7月）                额（课税所得额）”等材料（监护人合计总额，需根据前年的所     

得）。 

                      ※已经提出个人号码的资料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提交个人号码的

资料或者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等的相关材料。 

咨询处 
具体事宜请咨询所在学校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075-574-7516）。 

（京都市立高中请咨询，京都市教育委员会调查科（075-222-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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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 需要每年度申请。 

➢ 超过收入限制的基准额时，不能利用就学支援金制度。但是，如有家长失业，破产等家

庭财政危机，无法缴纳学费时，请向所就读学校咨询其他学费减免制度的相关内容。 

➢ 中途退学的学生，在学时间超过就学支援金的支付期限全日制 36个月，（定时制・函授

制 48个月），并且被认定未满算定基准额时，全日制可获得上限 12个月（定时制・函

授制上限 24个月）的就学支援金制度（重新学习支援金）。详细事宜请咨询所在学校。 

➢ 截止 2013 年度末的高中在校生依旧为免除学费制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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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私立高中学生・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等                        ○国  

高中等就学支援金【支付给学校】 

内 容 为就读于私立高中等学校的学生提供一定额度的学费援助。 

对 象 

就读于私立高中等（含京都府外）的学生。 

 ※私立高中 

① 私立高级中学（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② 私立中等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一贯制中学高中部） 

③ 私立特别支援学校的高中部 

④ 高等专科学校（1年级～3 年级） 

   ⑤ 专修学校的高中课程 

※ 高中毕业者、专业科・別科的学生以及课程选修者、旁听生不属于支付对象。 

支付额 

监护人的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６％－市町村税的调整控除额（政令指定城市

为，调整控除额乘以３／４）为 

合计未满 304,200 日元   ➜ 月 9,900 日元 （年 118,800 日元） 

 

监护人的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６％－市町村税的调整控除额（政令指定城市

为，调整控除额乘以３／４）为 

合计未满 154,500 日元   ➜ 增加支付   月 33,000 日元 （年 396,000 日元） 

               ※函授制 月 24,750 日元 （年 297,000 日元）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相关申请资料可在在学中的高中咨询。 

申请手续 

学校会进行相关说明并发放申请书。 

请妥善填写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添附材料一起提交到学校。 

需要提交个人号码的复印件等。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6）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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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私立高中学生                                  ○府  

私立高中安心修学支援项目【课时费·学费减免】 

内 容 

为就读于京都府内私立高中的学生提供课时费或学费减免。 

※ 京都府不直接发放补助金给学生，而是通过学校实施课时费等学费的减免（减额或

全免）。 

对 象 
学生的监护人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有住所，学生本人就读于京都府内的私立高中者 

※ 就读于专修学校高中课程或总校在其他府县的函授制高中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 通过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国家制度）（P.71）和依托于京都府补助制度的学校学费

减免制度以实现学费的全额无偿化（上限为 936,000 日元） ※１ 

 

 年收未满 590万日元的低收入家庭 ※２ 

 → 通过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国家制度）（P.71）和依托于京都府补助制度的学校学

费减免制度，可获得上限为 650,000 日元的补助 

 

 年收 590 万日元～年收未满 910 万日元的家庭※２ 

→ 通过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国家制度）（P.71）和京都府学费减轻制度（年 80,000日

元（函授制 17,000 日元））制度，可获得上限为 198,800 日元的补助 

 

※１ 为令和 3年 3 月的金额。 

※２ 年收为一般家庭（双亲・高中生・初中生 4人家庭，双亲有一方工作）的参考值。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课时费减免为 6月，学费减免为 7～9 月 

有关具体日期，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请关注学校的说明。 

※ 需要每年度申请。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向所在高中提交连同课税证明书在内的学校指定的文件。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6・4517）咨询。 

备 注 
由于失业・倒闭等原因出现家庭财政危机，收入低于一定的标准时，也可在各私立高中范围

内利用学费减免等制度。详细情况请咨询各私立高中。 

 



75 

 

针对私立高中生 

兵库县私立高中在校生的学费减免 

内 容 
为就读于兵库县的私立高中的学生提供学费等减免。 

※ 京都府不直接发放补助金给学生，而是通过学校实施课时费等学费的减免。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当年 10月 1日正就读于兵库县的私立高中（函授制除外）且

领取国家就学支援金者 

※ 就读于专修学校的高中课程者不可申请。 

支付额 

 

※1 上述年收入是以一般家庭为标准的参考值。 

   有关标准额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咨询。 

※2 扣除就学支援金（国家制度）后所支付的课时费（年额）低于上述补助金时，以支付

的课时费为限额。 

学校所在地 监护人的收入标准 ※１ 补助金额（每位学生（年额））※2 

兵库县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6,000日元 

年收入未满 590万日元 6,000日元 

年收入未满 730万日元 50,000 日元 

年收入未满 910万日元 25,000 日元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有关具体日期，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请关注学校的说明。 

※需要每年度申请。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高中指定的课税证明书等相关证明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7）咨询。 

备 注 
请注意申领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P.42～44、P.57～59）者如同时利用此制度的话，其申领

的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额度会有所调整（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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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私立高中专门科的在校生 

私立高等学校专攻科修学支援金【支付给学校】 

 

  

内 容 为就读于私立高中专门科的学生学费进行一定金额的支付 

对 象 就读于私立高中专门科的学生。 

支付额 

〈2021年 6 月以前〉 

监护人的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额与道府县民税所得割额的合计未满 85,500 日元 

→相当于学费月额的１／２     ※上限 17,800 日元（月额） 

监护人的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额与道府县民税所得割额的合计为０円（非课税） 

→相当于学费的月额        ※上限 35,600 日元（月额） 

 

〈2021年 7 月以后〉 

监护人的“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６％－市町村税的调整控除额（政令指定城

市为，调整控除额乘以３／４）”的合计未满 51,300 日元 

→相当于学费月额的１／２     ※上限 17,800 日元（月额） 

监护人的“课税标准额（课税所得额）×６％－市町村税的调整控除额（政令指定城

市为，调整控除额乘以３／４）”的合计未满 100日元 

→相当于学费的月额        ※上限 35,600 日元（月额） 

申请日期 

以及 

支付日期 

各学校的规定皆不相同。 

申请手续 

学校会有相关说明。请填妥学校发放的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学校指定的相关证

明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需要可以证明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额和道府县民税所得割额（监护人的合计总额）的相

关材料。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等专修学校或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Tel 075-414-4516）

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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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教育支援费）”【无息贷款】 

 

 

内 容 

（资金的种类） 

教育支援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申领其他“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

时为其提供的贷款。 

 

 ※ “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是指下列①、②、③的制度。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P.49～50、P.79～80） 

②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P.47～48、P.78） 

③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P.53、P.84～85） 

对 象 

低收入家庭（收入低于生活基本保障标准的 1.8倍）的子女且就读于高级中学（含特别支

援学校高中部）、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一贯制中学高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程）或

高等专科学校者。 

贷款金额 

 以 6个月为上限，每月实施借贷。              单位：日元 

学 校 类 别 
贷款额度（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高级中学等 
国公立 1年级～3年级 18,000 23,000 

私立 1年级～3年级 30,000 35,000 

高等专科 

学校 

国公立 
1年级～3年级 21,000 22,500 

4年级～5年级 44,000 50,000 

私立 
1年级～3年级 32,000 35,000 

4年级～5年级 52,000 59,000 

被认定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提供上述的借贷额度×1.5倍的金额为上限的特别借贷。

如想获得此特别借贷，请与所居住区的社会福祉协会（P.5～6）的借贷商谈窗口进行协商。 

申请（商

议）日期 
请前往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进行商议。 

返还日期 

毕业后不超过 3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贷款期间的 3倍以内的期限内返还。 

利用特别借贷时，毕业后不超过 3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借贷期间的 4倍以内的期限内返

还（但最长为 20年））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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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 【无息贷款】 

※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３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上高中等学校时所需费用（学费、书本费、交通费等）

的借贷制度。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且独自抚养就读于高中（含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高等专科学校、专修学校（高中课程）等学校的子女者 

※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备注栏。 

贷款额 

○修学资金 每月额度                        单位：日元                           
           学年 

学校类别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高级 

中学 

专修 

学校 

国公立 
住家走读 27,000 27,000 27,000   

住家外走读 34,500 34,500 34,500   

私立 
住家走读 45,000 45,000 45,000   

住家外走读 52,500 52,500 52,500   

高等 

专科 

学校 

国公立 
住家走读 31,500 31,500 31,500 67,500 67,500 

住家外走读 33,750 33,750 33,750 76,500 76,500 

私立 
住家走读 48,000 48,000 48,000 98,500 98,500 

住家外走读 52,500 52,500 52,500 115,000 115,000 

 

申請(相談)時期

貸付時期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毕业出路讨论期开始受理，请尽早与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商议。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⑧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

所。                    

①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②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③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④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⑤ 收入证明材料 

⑥ 在学（在籍）证明书  

⑦ 学校简介或学费通知等能证明经费的资料 

⑧ 规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③所列项目。 

①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修学准备金）  贷款（P.49～52、P.79～82） 

②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  贷款（P.45～46、P.77） 

③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贷款（P.53、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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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无息贷款或利息补助】 

为有学习意愿，但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高中生等提供修学金的贷款或金融机关融资项目的利息

补助。 

 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 2  修学支援特别融资项目利息补助制度 

内 容 

京都府直接提供学生贷款的制度。 

 

 

 

 

 

超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的

收入标准者适用于这项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京都府为监护人提供其向

金融机关申请教育资金特别融资项目时所

支付的利息的全额补助。京都府于次年度总

共补助前 1年利息的总额。 

对 象 

・就读于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⑤）

的学生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且家

庭收入符合另行规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就读于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④）

的学生的监护人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收入

超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款制度”

的标准，且家庭生计主要维持者的年收入

低于另行规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 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或支付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下页的备注栏。 

贷款金额

或 

融资金额 

国公立 月额 18,000 日元以内  

私 立 月额 30,000 日元以内 

※住家外走读加 5,000日元 

 ※利用奖学给付金的情况下，将根据给付

金的利用额度，减调本借贷的额度。 

 

国公立 一次性（3年份） 

648,000日元以内 

    分期 各年度   216,000日元以内 

私 立 一次性（3年份）  

 1,080,000 日元以内 

        分期 各年度  360,000日元以内 

申请日期 

【新生】截止于入学后的 5月中旬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 

【在校生】随时（贷款从申请日的次月开始） 

【新生】截止于入学后的 5月中旬 

【在校生】截止于 5月中旬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收入的相关证明等）一起提交到所在

学校。“申请指南”请向所在学校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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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③。 

①  申请贷款（截止于 5月中旬） 

②  由京都府发放确定贷款通知书 

③  贷款（汇款）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⑦。 

① 申请特别融资申请资格的认证（截止于

5 月中旬） 

② 由京都府发放认证书 

③ 向金融机关进行申请（～8月末） 

④ 金融机关经审查后确定进行融资 

⑤ 融资 

⑥ 向京都府申请支付 1 年份的利息补助

（次年 6月） 

⑦ 由京都府发放利息补助（次年 8月） 

贷款或 

融资时期 

京都府 1年分２次汇款。 

区分 汇款日期 

4月份～9月份 6月末～7月末 

第 2年以后为4月 

10 月份～3月份 10月末 
 

【新生】可选择一次性融资（第 1年度为一

次性）或分期融资（每年）。 

【在校生】仅限分期融资 

※ 融资日期因申请日期、金融机关的不同

而有所差别。 

连带 

保证人 
1名（监护人可兼任） 不需要。保证手续费需自行承担。 

返还期限 

贷款结束后，20年以内 

（缓期返还的场合，延缓期限结束后的 20年

以内） 

最初融资的月份或从次年开始最长 7年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中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 075-574-7518）咨询。 

备 注 

※ 升级时需继续申请。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⑩所列项目。 

①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 贷款 （P.47～48、P.78） 

②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贷款 （P.70） 

③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支付 （P.42～44、P.57～59） 

④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支付 （P.63～64） 

⑤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支付 （P.62） 

⑥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支付 （P.65～66） 

⑦ 护士等修学资金 贷款 （P.105） 

⑧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贷款 （P.53、P.84～85） 

⑨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支付 （P.86） 

⑩ 都道府县・公共团体的贷款或支付型奖学金 

 部分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亦为“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项目” （P.56）的

利用对象，请事先于所居住地的福祉事务所（P.4）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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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生等                                     ○府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准备金）【无息贷款或利息补助】 

为有学习意愿，但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高中生等提供修学准备金的贷款或金融机关融资项目的

利息补助。 
 

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 2  修学准备金特别融资项目利息补助制度 

内 容 

京都府直接提供学生贷款的制度。 

 

 

 

 

 

超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的

收入标准者适用于这项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京都府为监护人提供其向金融

机关申请教育资金特别融资项目时所支付的利

息的全额补助。京都府于次年度总共补助 1 年

份的利息。 

对 象 

・就读于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⑤）的

学生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且家庭

收入符合另行规定的收入标准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就读于高级中学等学校（下列※①～⑤）的

学生的监护人 

・监护人居住在京都府内（含京都市），收入超

过“1  高级中学等修学准备金贷款制度”的

标准，且家庭生计主要维持者的年收入为 150

万日元以上者 

① 高级中学 

②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③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 

④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⑤ 高等专科学校 

注 1：仅限“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P.79～80）”申请对象可利用这项制度。不可单

独申请修学准备金。 

注 2：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或支付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下页的备注栏。 

贷款金额

或 

融资金额 

入学时一次性    国公立     50,000日元定额 

        私 立    250,000日元定额 

申请日期 截止于入学后的 5月中旬 

申请手续

以及 

贷款日期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收入的相关证明等）一起提交到所在学校。

学校发放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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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③。 

① 申请贷款（截止于 5 月中旬） 

② 由京都府发放确定贷款通知书（通过学

校） 

③ 贷款（汇款） 

 

 

 

 

 

申请流程为下列①～⑦。 

① 申请特别融资申请资格的认证（截止于入

学后的 5月中旬） 

② 由京都府发放认证书（通过学校） 

③ 向金融机关进行申请（～7月末） 

④ 金融机关经审查后确定进行融资 

⑤ 融资 

⑥ 向京都府申请支付 1年份的利息补助（次

年 6月） 

⑦ 由京都府发放利息补助（次年 8月） 

贷款・ 

融资日期 
6月末～7月末 各金融机关规定的融资日期皆不相同。 

连带 

保证人 
1名（监护人可兼任） 不需要。保证手续费需自行承担。 

返还期限 

修学金贷款结束后，7年以内 

（缓期返还的场合，延缓期限结束后的７年以

内） 

最初融资的月份或从次年开始最长 7年以内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初中或京都府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 075-574-7518）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⑦所列项目。 

①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资金） 贷款 （P.47～48、P.78） 

②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入学准备金） 支付 （P.42～44、P.57～59） 

③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入学准备金） 支付 （P.63～64） 

④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入学准备金） 支付 （P.62） 

⑤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 贷款 （P.45～46、P.77） 

⑥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支付 （P.65～66） 

⑦ 都道府县・公共团体的贷款或支付型奖学金 

 部分利用生活保障的家庭，亦为“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项目” （P.56）的利用对象，

请事先于所居住地的福祉事务所（P.4）协商。 

 

  



83 

 

针对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 

高等教育的学费等减免 

 

  

内 容 为升学至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提供学费及入学金的减免。 

对 象 
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学生（令和 2年的在学生（包含已经入学的学生）） 

※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支付奖学金对象的学生也为本制度的对象。 

减免额 

学费等减免的上限额（年额）（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的学生） 

 
国公立 私立 

入学金 学费 入学金 学费 

大学 约 28万日元 约 54万日元 约 26万元 约 70万日元 

短期大学 约 17万日元 约 39万日元 约 25万日元 约 62万日元 

高等专门学校 约 8万日元 约 23万日元 约 13万日元 约 70万日元 

专门学校 约 7万日元 约 17万日元 约 16万日元 约 59万日元 

住民税为接近于非课税世带的学生，可以得到上记减免额的 2/3 或者 3/1的减免支援。 

申请日期 
升入大学后的 4月前后 

（根据学校的不同时期不同，请向各自的学校确认） 

减免时期 
向学校提出减免申请，从学校拿到减免认定结果的通知以后 

（根据学校的不同时期不同，请向各自的学校确认）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咨询准备升入（在籍）的学校。 

备 注 
文部科学省网站 （高等教育的修学支援新制度） 

URL：https://www.mext.go.jp/ky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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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贷款】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完成学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贷款。 

设有学习成绩・家庭收支的标准。 

对 象 

就读于中学三年级，并且希望升学至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获校长推荐后经日本学生支援

机构评审并给予录取者【预约录取】 

就读于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获校长推荐后经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评审并予以录取者 

【在学录取】 

贷款金额 

○第一种奖学金（无息）                      单位：日元 

（1年～3年） 

 学校类别 国・公立 私立 ※与学校类

别・走读方式

无关 

    走读 

年级 

住家 住家外 住家 住家外 

1 年～3年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0,000 

（4 年～5 年） 

  生计维持者的年收超过一定额度时，从各个分区中高额度以外的金额中选择。（带颜色的部分） 

 

升学对象 
国・公立 私立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大学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5 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30,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原则上每月汇款。 

 

○第二种奖学金（有息） 

升学对象 
贷 款 月 额 

国・公・私立／住家・住家外走读 通用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5 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20,000 日元～120,000 日元范围内以 10,000 日元为单位选择 

原则上每月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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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 

以及 

贷款日期 

 

区分 申请日期 初次汇款日 

在学录取 

（入学后申请） 入学后的春季 

（具体时期请咨询在学学校） 
6月至 8月前后 

原则上每月汇款。  

申请手续 

通过网络申请（scholar net）。 

将所需材料（收入证明材料等）提交至学校，得到申请时所必需的识别号码后进行网络申

请。 

※申请输入完成后，需要提出本人以及生计维持者的个人号码。 

保证制度 

请选择“人员保证”或“机关保证”的其中一项。 

① 选择人员保证・・・连带保证人和保证人各需要 1名 

② 选择机关保证・・・如支付保证金则不需要连带保证人或保证人 

            保证金从每月的汇款入账奖学金中自动扣除。 

返还期限 

贷款结束后的下一个月开始起算，从第 7个月当月开始返还贷款。 

第一种奖学金从下面的①、②还款方式中选择，第二种奖学金为还款方式①。 

 

① 定额返还方式：跟据贷款总额决定返还期限。（最长 20年） 

② 根据收入调整的返还方式：依照前一年收入决定每月还款的金额，返还期限由每月还

款的金额决定。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等专科学校咨询。 

备 注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网站＜奖学金的制度（贷款型）＞ 

https://www.jasso.go.jp/shogakukin/seid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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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支付】 

内  容 
针对有升学意向及能力却因经济理由难以实现升学的学生，以促进学生进学为目的，为

其提供无需还款的奖学金。 

对  象 

高等专门学校的 3 年级准备升 4 年级的学生中，受到校长推荐后并且经过日本学生支援

机构评选被选出的学生（预约录取的场合。升学级后也有在校录取。） 

〔筛选标准〕 

家计：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学生。 

学习能力：有学习的积极性。不仅仅通过成绩判断，通过小作文等评价有关学业的积极

性。 

贷款金额 

因升学对象的学校设立者（国立、公立、私立）以及就学形式的不同而不同。 

设立者 
支付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国公立 
17,500 日元 

（25,800日元） 
34,200日元 

私 立 
26,700日元 

（35,000日元） 
43,300日元 

※生活保护世带的学生从家里走读上学以及从儿童养护设施走读上学的人为（）内的金额。 

※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情况下，支付上表中２／３或者１／３的金额。 

申请日期 高等专门学校 3年级时的春季 

贷款日期 升学级后所规定的手续结束后 

申请手续 

通过网络申请（scholar net）。 

将所需材料提交至学校，得到申请时所必需的识别号码后进行网络申请。 

※申请输入完成后，需要提出本人以及生计维持者的个人号码。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等专科学校咨询。 

备  注 

升学级后也需要办手续。 

未办手续的将不会被录取请注意。 

支付奖学金与贷款型奖学金可以并用。但是，支付奖学金与第一种（无息）奖学金一起使

用时，第一种奖学金的贷款月额会有限制。 

被本支付奖学金录取的学生是学校实施学费减免的对象。此手续需在升学级后办理。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网站＜奖学金的制度（支付型）＞ 

https://www.jasso.go.jp/shogakukin/kyuf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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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篇 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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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府○市  

因生活保障法规定的“升学准备给付金” 【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提供大学入学（特定教育训练设施）时，支付的新

生活准备用的费用。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18 岁后未到下一个 3 月 31 日之间，要升学至特定教

育训练设施的学生（含其他被认定的人）。 

※特定教育训练设施 

①大学（含短期大学） 

②专修学校（仅限专门课程） 

③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的公共课程、职业能力开发的大学校以及职业能力开发的短期

大学校的专门课程 

④水产大学校 

⑤海上技术短期大学校以及海技大学校 

⑥国立看护大学校 

⑦专修学校（仅限一般课程）以及各种学校中，福祉事务所（被认为有安定的收入并且

能够帮助自立的）认定的内容。 

支付金额 住家走读：100,000 日元   住家外走读：300,000 日元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后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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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资金的 

种类） 

1   教育支援费：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申领成功其他“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1”之前，为

其提供作为“临时周转资金※2”的就读大学所需的费用的借贷服务。 

 ※1“官方教育支援贷款制度”是指下列①、②的制度。 

①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P.90～91） 

②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贷款・支付）（P.93～95、P.96～97） 

 ※2“临时周转资金” 

 ※1 中的①、②于 4 月以后开始实施借贷，可能出现在规定期限内无法缴纳必需款项的情

况。 

在教育支援费申请者（已申请了①、②的其中一项者）申领成功之前，将以“临时周

转资金”的形式为其提供临时性的借贷服务。 

【申领①、②贷款成功者】原则上，需在入学当年的 12月一并返还。 

【申领①、②贷款不成功者】作为非“临时周转资金”，继续提供借贷服务。 

其中，仅限借贷②时，学费不足时，可以在原本的金额上追加借贷.(需要详谈) 

2 就学准备费：提供升入大学、短期大学、专科学校（专业课程）等学校时所需费用的借贷

服务。 

对 象 
低收入家庭（收入低于生活基本保障标准的 1.8倍）的子女且就读于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

校（专业课程）等学校者。 

贷款金额 

1 教育支援费：6个月为上限，以月为单位实施借贷。              单位：日元 

                   走读形式 

大学类别 

贷款额度（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大学 
国公立 45,000 51,000 

私立 54,000 64,000 

短期大学 

专修学校（专业课程） 

国公立 45,000 51,000 

私立 53,000 60,000 

被认定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可提供上述的借贷额度×1.5倍的金额为上限的特别借贷。如想

获得此特别借贷，请与所居住区的社会福祉协会（P.5～6）的借贷商谈窗口进行协商。 

2   就学准备资金：不问学校类别，皆为 500,000日元以内 

申请（商

议）日期 

※志愿一经确认，请携带明确注明入学相关费用的入学手册等材料（高中 3年级的秋季左右）

前往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进行商议。 

返还日期 

1 教育支援费：作为“临时周转资金”进行借贷时，原则上须在入学后的 12月一并返还，除

此之外，在毕业后不超过 3 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贷款期间的 3 倍以内的期限内返还(特

别借贷为 4 倍以内（但最长为 20 年））。（与 P.77相同） 

2 就学准备费：在毕业后不超过 3个月的免还款期间后，8 年内返还。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社会福祉协议会（P.5～6）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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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就学准备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上大学时所需费用（入学费、学费、书本费、交通费等）的借

贷服务。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父子且独自抚养明年升入大学、

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业课程或一般课程）等学校的子女者 

※申请同种资金的贷款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 

有关同种资金的详细内容请参考备注栏。 

※若有利用 2020年 4月开始执行的高等教育的修学支援新制度（高等教育的学费减免（P.92），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支付）（P.96～97）），贷款的限度额为下面的限度额

与新制度支援额的差额。 

贷款额 

○修学资金 每月额度                        单位：日元 

学年 

学校类别 
１年 ２年 ３年 ４年 ５年 

专修学校（专业课程） 

国公立 
住家走读 67,500 67,500    

住家外走读 78,000 78,000    

私立 
住家走读 89,000 89,000    

住家外走读 126,500 126,500    

短期大学 

国公立 
住家走读 67,500 67,500    

住家外走读 96,500 96,500    

私立 
住家走读 93,500 93,500    

住家外走读 131,000 131,000    

大学 

国公立 
住家走读 71,000 71,000 71,000 71,000  

住家外走读 108,500 108,500 108,500 108,500  

私立 
住家走读 108,500 108,500 108,500 108,500  

住家外走读 146,000 146,000 146,000 146,000  

专修学校（一般课程） 不论学校类别・走读形式 49,500 49,500    

研究生院 
硕士课程 132,000 132,000    

博士课程 183,000 183,000 1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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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３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就学准备资金  额度                  单位：日元 

升入大学 

短期大学 

专修学校（专业课程） 

国公立 
住家走读    410,000 

住家外走读    420,000 

私立 
住家走读    580,000 

住家外走读    590,000  

升入专修学校（一般课程） 
住家走读    150,000 

住家外走读       160,000 

研究生院（硕士课程、博士

课程） 

国公立 380,000 

私立 590,000 

                                

 

申请（商

议）日期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毕业出路讨论期开始受理，请尽早与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商议。 

贷款日期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⑧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 

①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②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③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④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⑤ 收入证明材料 

⑥ 在学（在籍）证明书（申请修学资金的场合）  

合格通知书（申请就学准备资金的场合） 

⑦ 学校简介或学费通知等能证明经费的资料 

⑧ 规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同种资金是指以下①～②所列项目。 

①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教育支援资金）  贷款（P.89） 

②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贷款（P.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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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高等教育的学费等减免 

  

内 容 为升学至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的学生提供学费及入学金的减免。 

对 象 
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学生（令和 2年的在学生（包含已经入学的学生）） 

※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支付奖学金对象的学生也为本制度的对象。 

减免额 

学费等减免的上限额（年额）（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的学生） 

 
国公立 私立 

入学金 学费 入学金 学费 

大学 约 28万日元 约 54万日元 约 26万元 约 70万日元 

短期大学 约 17万日元 约 39万日元 约 25万日元 约 62万日元 

高等专门学校 约 8万日元 约 23万日元 约 13万日元 约 70万日元 

专门学校 约 7万日元 约 17万日元 约 16万日元 约 59万日元 

住民税为接近于非课税世带的学生，可以得到上记减免额的 2/3 或者 3/1的减免支援。 

申请日期 
升入大学后的 4月前后 

（根据学校的不同时期不同，请向各自的学校确认） 

减免时期 
向学校提出减免申请，从学校拿到减免认定结果的通知以后 

（根据学校的不同时期不同，请向各自的学校确认）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咨询准备升入（在籍）的学校。 

备 注 
文部科学省网站 （高等教育的修学支援新制度） 

URL：https://www.mext.go.jp/ky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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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贷款】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难以就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贷款。 

○ 奖学金的种类 

 1 第一种奖学金（无息）･･･符合学习成绩标准（高中的成绩在 3.5以上）、家庭收入标准的情况 

 2 第二种奖学金（有息）･･･符合学习成绩标准、家庭收入标准（比第一种奖学金条件松）的情况 

→ 仅针对领取上述 1或 2的贷款者（作为入学时的临时资金） 

 3 入学时特别增额贷款奖学金（有息）･･･无法利用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国家教育贷款”的情况 

※令和 2年度的住民税为非课税、接受生活基本保障制度、利用过儿童养护设施的人，升学后预计能

够保持优秀成即被认为满足学力基准的人。 

对 象 
【预约录取】希望升入大学（本科）、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业课程）的高中 3年级学生，获校长

推荐后经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评审并予以录取者 

贷款额 

1 第一种奖学金（无息） 
生计维持者的年收超过一定额度时，从各个分区中高额度以外的金额中选择。（带颜色的部分） 

升学对象 
国・公立 私立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大学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5 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30,000 
40,000 40,000 

5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原则上每月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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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种奖学金（有息） 

升学对象 
贷 款 月 额 

国・公・私立／住家・住家外走读 通用 

短期大学 
高等专门学校 
（4・5 年级学生）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20,000 日元～120,000 日元范围内以 10,000 日元为单位选择 

 
 
 
 
 
 
 
 原则上每月汇款。 

3 入学时特别增额贷款奖学金 

学校类别 
入学时特别增加贷款额度（1 次） 

国・公立 ／ 住家・住家外走读 共同 

大学 

短期大学 

专修学校（专业课程） 

从 100,000 日元・200,000 日元・300,000日元・400,000 日元・ 

500,000日元中选择一项 

  与第一种奖学金或第二种奖学金的第一次汇款一起汇入。 

 

※ 仅限于第一种奖学金或第二种奖学金的申请者。入学时特别增额贷款奖学金不可单独申请。 

申请 

日期 

以及 

贷款 

日期 

 奖学金区分 申请（募集）日期 贷款日期 

预约录取 

（入学前申

请） 

第一种奖学金 

第二种奖学金 

入学时特别增额贷款

奖学金 

高中 3 年级的春季 

（具体时期请确认在学学校） 
5 月或 6 月前后 

在学录取 

（入学后申

请） 

第一种奖学金 

第二种奖学金 

入学时特别增额贷款

奖学金 

入学后的春季 6 月至 8 月前后 

 

返还 

期限 

贷款结束后的下一个月开始起算，从第 7个月当月开始返还贷款。 

第一种奖学金从下面的①、②还款方式中选择，第二种奖学金为还款方式①。 

① 定额返还方式：跟据贷款总额决定返还期限。（最长 20 年） 

② 根据收入调整的返还方式：依照前一年收入决定每月还款的金额，返还期限由每月还款的金额决

定。 

连带 

保证人 

请选择“人员保证”或“机关保证”的其中一项。 

① 选择人员保证・・・连带保证人和保证人各需要 1名 

② 选择机关保证・・・如支付保证金则不需要连带保证人或保证人 

            保证金从每月的汇款入账奖学金中自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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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处 
【预约录取】所在高中或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在学录取】所在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业课程） 

备 注 

有关研究生院的标准另行规定。 

预约录取者升学后仍需办理相关手续。 

 请注意不办理手续者，其预约将被取消。 

由于一部分专修学校不受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没在机构注册），请务必事先向志愿学校进行咨

询。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网站＜奖学金的制度（贷款型）＞ 

https://www.jasso.go.jp/shogakukin/seid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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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支付】 

内  容 
针对有升学意向及能力却因经济理由难以实现升学的学生，以促进学生进学为目的，为

其提供无需还款的奖学金。 

对  象 

希望升学至大学（学部）、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的高中等 3 年级学生中，

受到校长推荐后并且经过日本学生支援机构评选被选出的学生（预约录取的场合。升学

级后也有在校录取。） 

〔筛选标准〕 

家计：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学生。 

学习能力：有学习的积极性。不仅仅通过成绩判断，通过小作文等评价有关学业的积极

性。 

贷款金额 

因升学对象的学校设立者（国立、公立、私立）以及就学形式的不同而不同。 

设立者 
支付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国公立 
29,200日元 

（33,300日元） 
66,700日元 

私 立 
38,300 日元 

（42,500日元） 
75,800 日元 

 

 

 

 

 

 

 

【通信教育課程】 

设立者 
支付月额 

住家走读 住家外走读 

国公立 51,000日元 

（1年支付 1次） 私 立 

 

 

 

 

 

 

※生活保护世带的学生从家里走读上学以及从儿童养护设施走读上学的人为（）内的金额。 

※住民税为非课税世带以及相近的世带的情况下，支付上表中２／３或者１／３的金额。 

申请日期 高中 3年级时的春季 

贷款日期 升学后所规定的手续结束后 

申请手续 

通过网络申请（scholar net）。 

将所需材料提交至学校，得到申请时所必需的识别号码后进行网络申请。 

※申请输入完成后，需要提出本人以及生计维持者的个人号码。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在高等学校或者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等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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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在升学对象的学校里也需要办手续。 

未办手续的将不会被录取请注意。 

支付奖学金与贷款型奖学金可以并用。但是，支付奖学金与第一种（无息）奖学金一起

使用时，第一种奖学金的贷款月额会有限制。 

一部分学校，不是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支付对象校。是否为此奖学金的支付对象

校请一定垂询升学对象学校。 

被本支付奖学金录取的学生是升学对象学校实施学费减免的对象。此手续需在升学后办

理。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网站＜奖学金的制度（支付型）＞ 

https://www.jasso.go.jp/shogakukin/kyufu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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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篇 针对初中・高中（含特别支援学校）等毕

业后的就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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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 ○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技能学习费）”【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 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生活基本保障援助者能够自立生活，为其提供在专修学校学习技能时所需的费用（学费、

教科书・教材购买费、走读交通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就读于以下①或②者 

① 专修学校 

② 各种学校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 

 内   容 支付额 

技能学习费 

学费、教科书・教材购买费、考证费等费用

（同一种资格证仅限补贴一次） 
一年 380,000日元以内 

走读交通费（走读时所需的最低限额） 支付实际费用 
 

申请日期 

支付日期 

申请手续 

※ 如想就读专修学校，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高中毕业后的又立即进入专修学的的学生，非本制度的支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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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市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就职准备费）”【支付】 

 

※表中的金额是以令和 2年 10 月 1日为基准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者确定就职时，提供其就职准备所需的费用（就职所需的服装・鞋

子的购买费等）。 

对  象 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者，且确定就职者。 

支付额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 

 内   容 支付额 

就职准备费 

就职所必须的服装和鞋子等的购买费 32,000 日元以内 

第一次领薪之前的交通费 

（不得不需要的情况） 
支付实际费用 

 

申请日期 

支付日期 

申请手续 

※ 确定就职后，请立即前往所居住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福祉事务所（P.4）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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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  

技能学习资金・入所准备金【支付】 

内  容 为因经济原因而无法学习技能的困难家庭的子女提供学习技能所需的费用。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家庭的子女，初中或高中等学校毕业后继续升入技

能学习机构（护士・准护山培训机构除外）就读且符合下列①或②某一个条件者 

①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 

② 因经济原因而无法学习技能的困难家庭的子女 

   （所在家庭的总收入低于生活基本保障标准的 1.8倍） 

根据所居住地区以及家庭成员构成，生活保障的基准不同。 

支付额 

机构类别 技能学习资金 入所准备金 

1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机构 

（京都府立的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等） 
月额 5,000 日元 

55,000 日元 2 
职业技术学校 

（专修学校・各种学校） 
月额 24,000 日元 

3 
高中类型（因与高中合作可以获得高中

毕业资格的技能学习设施） 
月额 21,000 日元 

※ 领取生活保障法规定的职业补贴“技能学习费”（P.99）、“就职准备费”（P.100）、

“高等教育的学费等减免”（ P.92）等类似的制度补贴时，支付额将减额。 

申请日期 

 

第 1次申请・・・3月中旬 

第 2次申请・・・4月中旬 

 之后随时接受申请 

支付日期 

【技能学习资金】一年分 3次支付 

  第 1期：4月下旬（第一次申请者）、5月下旬（第二次申请者） 

  第 2期：8月上旬 

  第 3期：12月上旬 

  随时申请者，随时支付。 

【入所准备金】4月到 6月之间全额支付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在学（籍）证明书以及收入证明材料等一起提交到

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需要每年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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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国○府  

训练津贴・入校准备金【支付】 

内 容 

为残疾人提供其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机构※接受培训期间的训练津贴等。 

※ 京都府内的机构・・・各府立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京都综合技术教育中心 

   京都府外的机构・・・国立・县立残疾人职业能力开发学校等 

・有不能成为支付对象的训练课 

对 象 肢残者、智障者、精神病患者等且在公共职业介绍所听过课的求职者 

支付额 

津贴的种类 支付额 内  容 

训
练
津
贴 

基本津贴 日额 3,530日元～4,310日元 

根据实际受训练的天数支

付 技能学习

津贴 

交通津贴 月额 42,500 日元以内 

听课津贴 日额  500日元（上限为 40天） 

寄宿津贴※ 月额 10,700 日元以内 根据寄宿天数支付 

入校准备金 35,000日元 
仅支付给接受 6 个月以上

训练的残疾人新毕业生 

※ 寄宿津贴・・・维持生计者与共同生活的亲属分开居住并寄宿接受训练时支付 

申请日期 入校时 

支付日期 次月的 15日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规定的申请材料（训练听课指示单的复印件、肢残者手册、

治疗手册、精神病患者手册的复印件）等一起提交到所在训练机构。 

机构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附近的公共职业介绍所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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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  

残疾人等岗位适应训练津贴【支付】 

内 容 
为残疾人等提供接受岗位适应训练期间（有上限）的训练津贴。 

※ 岗位适应训练是指为了使残疾人等能更轻易地适应作业环境和工作环境而对其实施的实

际岗位操作训练。 

对 象 
身体障害者、智力障害、精神障害者等的求职者，在公共职业安定所里接受了受讲指示的

人。 

支付额 

训练种类・训练日期 ○基本津贴   日额 3,530日元 

            ～4,310日元 

○技能学习津贴 

  听课津贴  日额  500日元 

        （上限为 40 天） 

  交通津贴    月额 42,500日元以内 

1 
一般岗位适应训练 

6个月（重度残疾者等为 1年）以内 

2 
短期岗位适应训练 

2周（重度残疾者等为 4周）以内 

 

申请日期 随时 

支付日期 
1 一般岗位适应训练・・・1个月结束后 

2 短期岗位适应训练・・・训练结束后   实施状况报告书提交后的次月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附近的公共职业介绍所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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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修学资金”“就职准备资金”【无息贷款】 

 

※表中的金额为令和３年３月现在的金额，有可能变动。  

内 容 为（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子女提供就职或创业所需资金的借贷制度。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的(母子、父子)单亲家庭的母亲・父亲且独自抚养需

要“修业资金”或“就职准备资金”的子女者 

1 修业资金・・・学习创业或就职所需的知识与技术的资金 

2 就职准备资金・・・备齐就职所需的服装、鞋子等衣物的资金  

贷款额 
1 修业资金         月额  68,000 日元以内 

2 就职准备资金     1次  100,000 日元以内 

申请日期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毕业出路讨论期开始受理，请尽早与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商议。 

贷款日期 决定提供贷款后，提交的借据一经确认，立即汇入指定账户。 

返还期限 
1 修业资金    掌握知识技能后的一年以后 

2 就职准备资金  开始贷款的一年固定期以后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⑧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府

保健所。 

① 户籍副本或户籍记载事项证明书 

② 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记载事项无省略) 

③ 印章登录证明书 

④ 有关抚养事实的证明书 

⑤ 收入证明材料 

⑥  在学（籍）证明书 

⑦  设施说明材料或缴费通知等，就学的年限及可以证明相关经费的材料。 

（高中 3年级学生考取汽车驾驶执照时，需向所在的学校校长出示就职内定书

以及需要考取汽车驾驶执照的证明材料） 

 ⑧ 规定的誓约书兼同意书 

※保健所发放申请书。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P.2）咨询。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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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护士等修学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就读于护士等培训机构且将来考虑在京都府内的医疗机关就职但因经济原因而无法

学习者提供修学资金的贷款。 

对 象 

就读于保健师、助产师、护士以及准护士等培训机构且有意从培训机构毕业后 1年以内

取得护士等资格证，之后立即供职于京都府内的医疗机关从事护士等工作者 

※领取其他奖学金者不可申请这项制度。详细情况请向下列咨询处咨询。 

贷款额 

课  程 国・公立培训机构在学生 私立培训机构在学生 

保健师・助产师・护士 

（5年一贯制的 4、5年级学生） 
月额 32,000日元 月额 36,000日元 

准护士 

（5年一贯制的 1～3年级学生） 
月额 15,000日元 月额 21,000日元 

 

申请日期 每年 4月～5月 

贷款日期 一年 4次（7月、9月、12月、3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③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培训机构。 

① 在学证明书兼推荐书 

② 提交收入证明等材料的保证书兼收入・财产调查的同意书 

③ 京都府护士等修学资金申请报告书 

申请材料可从京都府内的培训机构领取或从京都府主页上下载。 

连带保证人 2名（其中 1名居住在京都府内） 

返还期限 一次性返还或在使用贷款期间分次返还。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健康福祉部医疗科（Tel 075-414-4746或 4754）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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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满足下列条件者，可全额免去还款义务。 

 ・从培训机构毕业后 1年以内取得护士等资格证，之后立即供职于京都府内的免去还

款义务指定机构※并持续护理工作 5年以上者 

 ※ 免去还款义务指定机构： 

（2021.3.31 时 ※就职时，内容有变更的可能。） 

・京都府北部地区（綾部市以北）的所有医院 

・京都府内床位数不足 200床的医院 

・京都府内精神病床占整体 80%以上的医院 

・京都府内所有的诊疗所 

・重度心身残疾儿设施 

・旧国立疗养院 

・访问看事业所 

・护理老人保健设施、介护医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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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护理福祉士等修学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就读于（即将就读于）护理福祉士的养成机构，将来就职于京都府内的福祉机构，并

且由于经济原因导致就学困难的学生提供修学资金的借贷。 

对 象 

就读于（即将就读于）护理福祉士或者社会福祉士的指定养成机构，毕业后，作为护理

福祉士或社会福祉士在京都府内的福祉机构工作的人。 

※利用其它奖学金制度的情况下，有可能无法利用本制度。 

详细情况，请咨询下方的咨询处。 

贷款额 

1 修学资金  月额 50,000日元 

2 入学准备金    200,000日元 

3 就职准备金    200,000 日元（边工作边上学的人除外） 

4 国家考试对策费用 一年度 40,000日元 （仅限就读于护理福祉士养成机构的人）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除上述的借贷金额以外，另外加算生活费。 

申请日期 每年 4月～5月 

贷款日期 一年 2次（4月、10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④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培训机构。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的高中生请于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申请。） 

① 学校成绩证明书 

② 住民票记载事项说明书 

③ 所得证明书（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时需要提出连带保证人的材料） 

④ 除此以外的必要材料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需要除上述以外的材料，请向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

（TEL075-252-6292）咨询 

连带保证人 2名（其中 1名为法定代理人）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075-252-6292）咨询 

备 注 

满足以下条件者，可全额免去还款义务。 

・从养成机构毕业日开始的一年内，作为护理福祉士或者社会福祉士登录，并在京都府

内的福祉机构作为护理福祉士或者社会福祉士，从事相关业务工作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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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就职准备                                     ○府  

保育士修学资金【无息贷款】 

  

内  容 

为准备入学或者已经在保育士指定养成设施里学习，将来准备在京都府内的保育所・认

定儿童园就职，成绩优秀并且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导致上学困难的学生提供修学资金的贷

款。 

对  象 

已经在或者即将升学至保育士指定养成设施，毕业后，准备在京都府内的保育所・认定

儿童园就职的人。 

※利用其它奖学金制度的情况下，有可能无法利用本制度。 

详细情况，请咨询下方的咨询处。 

支付额 

1 修学资金  月额 50,000日元 

2 入学准备金    200,000日元 

3 就职准备金    200,000日元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除上述的借贷金额以外，另外加算生活费。 

申请日期 每年都不同，请咨询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075-252-6292）。 

支付日期 一年 2次（4月、10月）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下列①～④的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在培训机构。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的高中生请于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申请。） 

① 学校成绩证明书 

②  住民票记载事项说明书 

③ 所得证明书 

④  除此以外的必要材料 

※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家庭，需要除上述以外的材料，请向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075-

252-6292）咨询 

连带保证人 2名（其中 1名为法定代理人）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向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075-252-6292）咨询 

备 注 

满足以下条件者，可全额免去还款义务。 

・从养成机构毕业日开始的一年内，作为保育士登录，并在京都府内的保育所・认定儿

童园等以保育士的身份从事 5～10年的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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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抚养儿童的抚养者                           ○国 市町村 

儿童补贴【支付】 

 

 

内 容 为抚养儿童的抚养者提供的补助制度。 

对 象 有中学毕业之前（15岁生日后最初的 3月 31 日之前）的儿童的抚养者 

支付额 

根据抚养者的收入以及抚养中儿童年龄的不同，支付金额有所不同。 

○未满收入限制额的抚养者 

儿童的年龄 
儿童补贴的金额 

（每人每月的金额） 

0岁～未满 3（一律） 15,000 日元 

3岁～小学毕业之前 

 
第 1 子、第 2子 ※ 10,000 日元 

第 3 子之后 ※ 15,000 日元 

中学生（一律） 10,000 日元 

※“第 3子以后”是指，抚养高中毕业前（18 岁生日后最初的 3月 31日之前）子女

中，第 3个子女及之后的子女。 

 

○收入限制额之上的抚养者，每名子女每月 5,000日元（一律） 

申请日期 随时（儿童出生时或成为抚养监护人时等） 

支付日期 6月（2～5 月的总额）、10月（6～9 月的总额）、2月（10～1 月的总额）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 

申请书 

申请书在各个市町村发放。 

※抚养者为公务员时，请向所在单位申请。 

咨询处 
详细事宜，请咨询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P.3）。 

※抚养者为公务员时，请向所在单位问询。 

备 注 

1  原则上，支付对象仅限被抚养子女居住在日本国内。（因留学居住海外时需满足

一定条件） 

2 父母因离婚等原因分居时，优先支付给与被抚养子女同住的一方家长。 

3 父母居住海外时，该父母指定所指定的日本国内的抚养者为本补贴的支付对象。 

4 被抚养子女的监护人为本补贴的支付对象。 

5 被抚养子女生活在孤儿院或养父母家中时，本补贴原则上支付给孤儿院以及养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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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单亲家庭的抚养者        

儿童抚养补贴【支付】 

 

内 容 

为单亲家庭或父母有一方为国民年金一级残疾程度的重度残疾的家庭， 

能使该家庭的子女能够身心健康的成长，并且促进该家庭的生活自立与安定， 

给该家庭的父母，或代替其父母抚养子女的抚养者的补助制度。（外国人也为支付对象） 

对 象 
有监护・抚养单亲家庭的子女（18岁未满） 

※若子女有中度以上残疾时放宽至 20 岁 

支付额 

根据监护・抚养者的收入，支付金额有所不同。并且有收入限制。 

月额 10,180 日元～43,160日元 

第 2子月额加算为 5,100日元～10,190日元，第 3子及之后的月额加算为 3,060日元～6,110

日元 

（2021年 4月 1日现在。根据物价的涨幅，支付额会有所变动） 

申请日期 随时 

支付日期 
5月（3～4月的总额）、7月（5～6月的总额）、9月（7～8月的总额）、11月（9～10月的总

额）、1月（11～12月的总额）、3月（1～2月的总额）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 

申请书在各个市町村发放 

咨询处 详细事宜，请咨询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P.3）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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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残疾的子女的家庭的抚养者                                   

 

特殊儿童抚养补贴【支付】 

内 容 
针对抚养・监护身体或精神上有中度以上残疾的子女的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的补助制度。 

（外国人也为支付对象） 

对 象 身体或者精神上有中度以上残疾并且未满 20 岁子女的家庭的监护人 

支付额 

1级：月额 52,500 日元 

2级：月额 34,970 日元 

（2021年 4月 1日现在。根据物价的涨幅，支付额会有所变动） 

※根据监护・抚养者的收入，支付金额有所不同。 

※若子女有的残疾人补贴时，不适用本抚养补贴制度。 

※若利用相关残疾人设施时，不适用本抚养补贴制度 

申请日期 随时 

支付日期 8月（4～7月的总额）、12月（8～11 月的总额）、4月（12～3月的总额） 

申请手续 
请填妥申请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 

申请书在各个市町村发放 

咨询处 详细事宜，请咨询所居住地区的市町村（P.3）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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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因重度残疾，日常生活中随时需要护理的未满 20 岁者            ○国○府○市  

残疾儿童福利补贴【支付】 

内 容 针对因重度残疾，日常生活中随时需要护理者支付的补助制度。 

对 象 

符合别表其中一个且未满 20 岁者。 

但是，符合以下某个条件者不适用本补助制度。 

①  因残疾原因有并且可以利用相关公共年金者。 

②  儿童福祉法所规定的残疾儿童相关设施等的利用者。 

③  本人、配偶或有抚养义务者前一年的收入超过所规定额度者。 

〈别表〉 

１两眼视力和在 0.02以下者。 

２两耳的听力使用助听器时也无法辨别声音者 

３两上肢的机能有明显障碍者 

４两上肢的没有手指者 

５两下肢无法使用者 

６两大腿失去二分之一者 

７因身体机能障碍，无法坐者 

８上述以外，因身体机能损害，与上述状况同程度或以上的状态需要长期修休养， 

且日常生活的需求无法表述者 

９有精神障碍，且与上述状况同程度或以上者 

10身体机能残疾或病状与精神障碍重复时，与上述状况同程度或以上者 
 

支付额 月额 14,880日元 （根据物价的涨幅，支付额会有所变动） 

申请日期 随时 

支付日期 
2月（11～1 月的总额）、5月（2～4月的总额）、8月（5～7月的总额）、11月（8～10月

的总额） 

申请手续 

请填妥认定请求书上的必要事项，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到以下申请窗口。 

申请书在以下窗口处有准备。 

申请窗口 

京都市居住者 区役所（支所）福祉事务所 

其他市居住者 市役所 

町村居住者 町村役场 

 

咨询处 详细事宜，请咨询所居住市区（村町居住者请咨询所管的府保健所）。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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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单亲家庭的抚养者   

母子福祉团体小额资金借贷【无息贷款】 

 

内 容 
社会福祉法人京都府母子寡妇福祉联合会针对母子家庭或寡妇，各支会对生活安

定所必须的小额资金进行借贷。 

对 象 京都府内（京都市除外）居住的母子家庭的母亲以及寡妇 

支付额 

○生活资金  限度额 50,000 日元 

○就学资金  限度额 50,000 日元 

○住宅资金  限度额 50,000 日元 

借贷日期 随时 

借贷手续 请与所住地区的京都府母子寡妇福祉联合会支会进行协商。 

咨询处 详细情况请咨询社会福祉法人京都府母子寡妇福祉联合会（TEL075-223-1360）。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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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制度  本厅负责科室 

第 1篇 针对婴・幼儿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8 母子家庭奖学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9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075-414-5076 

10 第３子以后保育费无偿化项目补助金 
健康福祉部儿童・青少年综合对策室 

075-414-4727 

11 就学奖励费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第 2篇 针对小学入学准备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13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14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就学准备资

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第 3篇 针对小学生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16 母子家庭奖学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17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075-414-5076 

18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教育补贴” 

 “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19 就学支援费 教育厅指导部学校教育科 075-414-5831 

20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年等）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21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23 私立中小学在学儿童学生的经济支援 
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6 

24 修学旅行援助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25 针对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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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篇 针对初中入学准备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27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生活补贴（临时补贴）”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28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就学准备资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第 5篇 针对初中生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30 母子家庭奖学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31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075-414-5076 

32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教育补贴”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33 就学支援费 教育厅指导部学校教育科 075-414-5831 

34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年等）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35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37 私立中小学在学儿童学生的经济支援 
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6 

38 修学旅行援助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39 针对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 

 

第 6篇 针对高中等入学准备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41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42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45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 

“教育支援资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605・4556 

47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修学资金”“就学准备资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49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8 51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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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篇 针对高中生等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56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职业补贴（高中等就学费）”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57 高中生支付型奖学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60 奖学给付金（高中生等奖学给付金） 

国公立高中：教育厅指导部高校教育科 

075-574-7539 

私立高中：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6 

62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63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府民环境部安心・安全城镇建设推进科 

075-414-5076 

65 就学奖励费（特别支援学校）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67 高中生走读补助金 
公立高中：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6 

私立高中：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7 

69 
定时制课程教科书以及函授制课程教科

书参考书补助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6 

70 定时制课程以及函授制课程修学奖励金 
公立高中：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6 

私立高中：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7 

71 公立高中就学支援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6 

73 高中等就学支援金 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6 74 私立高中安心修学支援项目 

75 兵库县私立高中在校生的学费减免 
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7 

76 私立高等学校专攻科修学支援金 
京都府厅文化体育部文教科 

075-414-4518 

77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 

“教育支援资金（教育支援费）”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605・4556 

78 
母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修学资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79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574-7518 81 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修学准备金） 

83 高等教育的学费等减免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414-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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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篇 针对大学等入学准备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88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升学准备给付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89 
生活福利资金贷款 

“教育支援资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605・4556 

90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修学资金”“就学准备资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92 高等教育的学费等减免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075-414-5849 

 

第 9篇 针对初中・高中（含特别支援学校）等毕业后的就职准备 

页数 制度名称 本厅负责科室 

99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职业补贴（技能学习费）”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4・4558 100 
生活保障法规定的 

“职业补贴（就职准备费）” 

101 技能学习资金·入所准备金 

102 训练津贴·入校准备金 
商工劳动观光部人才发展推进科 

075-414-5101 

103 残疾人等岗位适应训练津贴 
商工劳动观光部人才确保推进室 

075-682-8918 

104 
母子父子寡妇福利资金贷款 

“修学资金”“就职准备资金”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105 护士等修学资金 
健康福祉部医疗科 

075-414-4746・4754 

107 护理福祉士等修学资金 
健康福祉部地域福祉推进科 

075-414-4561 

108 保育士修学资金 
健康福祉部儿童・青少年综合对策室 

075-414-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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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儿童补贴 
健康福祉部儿童・青少年综合对策室 

075-414-4581 

111 儿童抚养补贴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112 特殊儿童抚养补贴 

113 残疾儿童福祉补贴 
健康福祉部残疾人支援科 

075-414-4606 

114 母子福祉团体小额资金借贷 
健康福祉部家庭支援科  

075-414-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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