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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怀孕后 

去领母子健康手册  

如果知道怀孕了，请尽早到保健中心提交妊娠届(妊娠报告)，领取｢母子健康手册｣。 保健师询问
孕妇的身体状况等，颁发母子健康手册。 同时，赠送满载育儿信息的「ママと赤ちゃんすこやかサ
ポートブック」（书名 支持妈妈和宝贝健康的书」(孕妇指南手册)，「父子手册」，提供享受孕妇生活

的信息。 （所要时间：约20分 ） 

※从令和2年4月开始，只在保健中心交付母子健康手册。  

 请注意 在市政府（市民窗口科）不发送母子健康手册。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接受孕妇健康检查  

在委托医疗机关·助产所可领取孕妇健康检查补助  即:交付14次孕妇健康检查受诊券。另外，

对怀双胞胎以上的多胎孕妇，追加交付5次受诊券。受诊券所记载的金额作为上限金额，补助孕
妇健康检查所花的费用。 

办理的医疗机关：大阪府下的医疗机关・助产所 

※在大阪府外受诊的话、需要办别的手续、事先请咨询。      

积极参加爸爸妈妈教室  

为即将成为父母的人办的教室。 

保健师・助产师・管理营养士・齿科卫生士，不单为了传达有关怀孕、生产、育児等消息，也可免费
接受齿科健康检查。举办场所等、在广报上通知。 

※希望参加的人需要事先预约。  

访问孕产妇 ～由保健师・助产师进行家庭访问～   

怀孕的时候，母体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呕吐・疲劳感・心情烦操等、身心都会感觉不安。「对这

个问题能征求一下意见吗？」这种时候不要犹豫，请马上联系我们。  

利用助产制度   

针对因为经济的理由不能承担生产费用的人、生产所需的费用由公费负担的制度。对象是接受

生活保护家庭、市民税征收对象外家庭的孕妇。有可能有一部分金额需要负担。  

希望利用补助的人，请事先咨询。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咨询处  市役所1楼 育儿科 ☎0721-53-1111 （代表）  



婴儿出生后   
提出出生登记   

因为在登记用纸的半面要有医师证明、出生登记用纸、在医院领取。   

出生登记 
出生后14天以内 
（包括出生日） 父亲或母亲 

本籍地 
住所地 
出生地 

※记号表示持有的人  

出生登记证 
母子健康手册 
登记人印章 
国民健康保险证 

需在市役所办理的主要手续  

出生登记 

（市民窗口科）  

生产育儿临时扶助金（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者在保险年

金科） ※加入社会保险者、去各个事业营业所 

儿童医疗费助成的申请
（保险年金科） 

申请儿童补助 
（育儿科） 

你好 宝宝访问  
由保健师・助产师等进行家庭访问、测量体重・育儿咨询・
提供有关育儿消息。也有主任儿童委员或保育士等提供育儿
消息。  

对    象 

申请方法 

出生不满 4 个月的所有婴儿。 

请将母子健康手册分册上的「婴儿出生的联络
表」（兼低体重儿出生报告）的明信片邮寄到
保健中心。也可以通过电话或市政府主页申
请。  

住所 :  〒580-0012 菊水町2-13 

或打电话联系保健中心 ☎ 0721-55-0301  

助产师的母乳育儿咨询  

心理咨询员的妈妈和孩子的心理 ♥安心商谈  

产后护理业务～产后妈妈的安心服务～  

应答「母乳是否充足」、「担心婴儿体重是否增加了」、「婴儿啼哭

不停」等问题的咨询。将通过电话、来所或是登门家访做个别应答。  

应答「情绪低落」「育儿辛苦」「担心孩子的发育」等的咨询。将通过

电话、来所或是登门家访做个别应答。  

妈妈的安心咨询日  

助产师和心理咨询员应答妊
娠和育儿的咨询。  

每月第一个星期二   

上午9点～下午4点 

没有得到家人等足够的产后支援，对育儿和健康状态感到不安的人，可以在医疗机关接受助产师等各种各

样的支援服务。  

【实施设施 】 
●大阪南医療センター(医院名)   

●ナカノレディスクリニック(医院名) 

●澤井レディースクリニック(医院名)   

●PL医院（以在PL医院住院分娩 继续利用产后护理的人为对
象）  

【申请时期 】 大致从怀孕6个月开始可以申请   

【可以利用的人 】 

下列①和②都符合的人   

①在河内长野市居民登记的人，出生后不到4个月的婴儿和

其母亲。兄弟姐妹不可利用。  

②有育儿不安等，需要支援的人   

※母子都需要医疗行为(医生的诊断和开药等)、医疗的特殊

照顾(被怀疑有感染症的情况等)的人不能利用  

【护理内容 】 

・宝宝的身体状况管理・喂奶和沐浴（给婴儿洗澡的方法） ・妈妈的

身体状况管理 ・母乳育儿咨询 ・妈妈的心理支持 ・育儿咨询等   

【利用者的一部分负担额和利用时间 】 
短期住宿（住宿型）包括午晚早3餐   上午10点～次日上午10点  

课税家庭5,500日元/天   

免税・生活保护家庭1，370日元/天   

白天服务（当日往返型）包括午晚2餐  上午10点～下午7点  

课税家庭2,750日元/天   

免税・生活保护家庭680日元/天  

※可搭配利用短期住宿和白天服务（共计7天） 

※取消用餐价格也不会变。 

※使用设施不同，使用时间等也不一样。   

咨询处  市役所1楼 市民窗口科  ☎0721-53-1111 （代表）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咨询处  保健中心  ☎0721-55-0301  



孩子突发疾病的时候 

假日  

准夜间  

夜间 
清晨 

是去看医生好呢？还是叫救护车呢？等等  

如果拿不定注意 请咨询消防署 0721-53-0119  

即使很小心也会有受伤、误饮或身感不适的情况。 

为了以防万一，请事先掌握紧急联系方式。  

河内长野市小儿急病诊疗体制 针对中学生以下儿童 

诊疗医院      富田林病院 

诊疗日         星期日、祝休日、 年始年终（12/29～1/3）  

受诊时间     ９:00～11:30  13：00～15：30 

受诊方法     直接去富田林病院 (电话：0721-29-1121 住所： 富田林市向陽台1-3-36) 

诊疗医院      值班医院  

诊疗日         星期六、星期日、祝休日、 年始年终（12/29～1/3） 

受诊时间      16：00～20：00 

受诊方法      首先0721-53-0119联系消防所(介绍值班医院或者用救护车运送)  

诊疗医院      值班医院  

诊疗日         毎日  

受诊时间     20:00～竖日晨８:00 

受诊方法      首先0721-53-0119联系消防所(介绍值班医院或者用救护车运送)  

其他咨询窗口  

小儿急救电话咨询 

下午8:00~竖日晨8:00 儿童突然发病，犹豫着是否要去就诊的

时候请利用。  

商谈电话 

NTT手按键盘回线或手机都可以利用 

老式旋转回线・IP电话请拨打06-6765-3650  

儿童误吞入异物时  

请拨打大阪中毒１１０番  



育儿信息网站 

河内长野育儿导航 

这是河内长野市运营的育儿信息网站（市主页内）。传递来自儿童・育儿综合中心-あいっく(设

施名)的信息。满载有利于育儿的信息。如: 介绍育儿咨询窗口和游戏场所、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

的活动以及以家长为对象的育儿讲座等的举办信息等，  

河内长野市政府LINE  

这面向培育孩子的家庭，发送キラキラねっと(主页名)

的信息和モックル(河内长野市象征玩偶)的活动等。  



家庭儿童商谈室事业  

多方面接受０岁～１８岁的儿童有关的相谈。 进行电话咨询或来室咨询（预约制）。  

怎样才可以商谈？ 
关于孩子 
  「定不下心」、「不容于集体生活」、「不想去学校或幼儿园」、「学习跟不上」、「盗窃」、……等 

   孩子发育行为上的问题及性格的不安及焦虑 

关于妈妈、爸爸 
  「对育儿有担心」、「不觉得孩子可爱」、「母子，父子间有纠葛」、「家庭内包括孩子在内有麻烦」……等家庭   

关系的不安和担心。 

  对于这样的咨询，心理咨询员会根据咨询内容进行心理疏导和游戏疗法。  

咨询处  儿童・育儿综合中心あいっく内   ☎0721-50-4671  



去玩！   

地区育儿支援  

儿童・育儿综合中心あいっく   

育儿支援中心（高向保育园）   

やまのこ教室（山的孩子教室） （観心寺保育园）  

（嘹亮的三日市）    

（温暖小屋大矢船）   

わくわく広場（开心广场） 向所有0岁～就学前的孩子和其家长免费开放可以开心地使用的场所。每天上午11点45分
左右和下午4点45分左右开始 有开心时刻活动 工作人员将教做徒手游戏和表演连环画剧等。有儿童图书角，可以借
儿童图书或带着便当在ランチ・カフェ屋( 特设的餐饮空间)用餐。还备有可以哺乳的婴儿房间。 

星期三除外 每天（年末年初除外）上午10点～下午5点30分 

☎0721-50-4664 

每月都举办 和0岁的孩子一起玩吧，朝气蓬勃的宝贝、中心开放，庭院·房间游戏等活动， 

都需要电话预约。 (举办日前一天的上午1点～) 

育儿咨询 : 来所、电话咨询  (星期一～星期六：上午9点～下午5点 随时)  

☎0721-52-5383 

やまのこ教室（山的孩子教室） 上午10点～11点30分（需要预约 仅限10组） 

欢迎来被自然环抱的观心寺保育园。唱好多好多的儿歌。 

育儿小组支援 

所有的业务都需要电话预约。山之子教室专用电话(☎0721-65-0118  每周二上午10点～12点预约)  

育儿咨询：电话咨询（随时）上午10点30分～下午3点   /  会面咨询（需要预约） 下午1点～3点  

☎0721-65-0050 

学龄前的孩子及其家长为对象的游戏场所。 

母子用手玩、玩节奏、还举办生日会等。(详情在市政宣传报上 每月通知)  

☎0721-63-7242 

学龄前的孩子及其家长为对象的游戏场所。(孕妇也可以参观学习)  

毎月有一次活动。无需预约，免费。 (详情在市政宣传报上 每月通知)  

☎0721-62-3501 

开馆日·时间等  详情请见P 15～16。  



馆名  电话号码  住所 子育てわいわいルーム （开心育儿房）   

图书馆 

每月第三星期5 上午10点30分～ 正午 

每月第二星期3 上午10点30分～ 正午 

每月第四星期3 上午10点30分～ 正午 

有★标志的馆正在举办「快乐育儿室」。   

子育てわいわいルーム（开心育儿房）: 这是学龄前的孩子和家长聚集在一起，自由地玩耍和交流的游戏场所 

●公民馆的使用费免费。  

●使用公民馆时，请遵照各公民馆的使用方法。  

●因停车场有限，请利用公共交通工具。 

●公民馆里常设玩具。使用之际请告知。   

●为了使用公民馆，需要向公民馆登记。  

●有关登记手续及房间的空闲情况等，请直接咨询各公民馆  

＜故事会＞ 

当天请提前10分种到会场前（中途不能进出）  

●第 2・4个星期三 下午2点半～2点45分 ⇒ 2、3岁的孩子为对象（家长陪同）先到10组左右  

●第 2・4个星期三 下午3点30分～4点⇒以4岁以上的孩子为对象（仅儿童）    先到的25人左右 

＜婴儿时间＞ 

 当天请提前10分种到会场前   

●第3个星期四（ 8月除外） ※节日·有活动时有变更     

 →先到的 10组左右，1岁以上的孩子和其家长     

  上午10点20分～11点（面向1岁的节目 ） 

  上午11点20分～正午（面向2岁的节目 ） 

＜小鲸鱼广场＞ 

在故事屋准备了大约300册左右适合0～2岁儿童的图画书（可租借）。  

●请在星期五（节假日，有活动时除外） 上午10点～下午4点之间光临  

住所 

〒586-0025  昭荣町 7-1（市民交流中心·Kiccs内） 

☎0721-52-6933 

交通方法  

南海高野线・近铁长野线「河内长野」站  徒步约20分钟 

南海巴士·河内长野市社区巴士「市民交流中心前」下车即到 



会否是虐待？感觉到的时候  

你身边是否有被认为受到虐待的孩子？ 或者，你自身是否也有养育孩子的烦恼，每天都很痛苦呢？ 如果有任何不
安或担心的事情，请不要犹豫，让我们一同商量(解决)吧。  

儿童虐待是指 

身体虐待 

 殴打、脚踢、拍打、摔扔、猛烈摇晃、
以及令儿童烧伤或溺水等  

放弃或怠慢养育  

关在家里，不让吃饭，非常不卫生，放置
在汽车里或生了重病也不带去医院等等。  

心理虐待  

用语言威胁、漠视、在兄弟姐妹之间歧视对
待、在孩子面前对家人施暴（DV）等   

性虐待  

 对儿童的性行为、给儿童展示性行为或让儿
童成为色情题材等   

会否是虐待？感觉到的时候 

平时有孩子的哭声和家长的怒吼声。 

有不自然的淤青、伤口、烧伤的痕迹 

衣服和身体总是很脏的  

诚惶诚恐、粗暴   

缺乏表情（无表情），没有活力  

如果看到这样令人担心的孩子，请通知所在地

区的儿童咨询所。没有必要证明是虐待。也可

以匿名联络。另外，有关联络人及联络内容会

被严守秘密。  

如果为抚养孩子而烦恼  

养育孩子自然会烦恼。一个人承担，不觉中 有

时会往坏的方向考虑。痛苦的时候、苦闷的时

候，请尝试和身边的人、专门机关、地区的儿

童咨询所等商量吧。在养育孩子方面，很多父

母都有烦恼。 

重 要 的 是 不 要 一 个 人 想 不

开，试 着 和 他 人 倾 诉。另

外，如果看到同样为养育孩

子而烦恼的父母，请打招呼

互相支持。如果觉得承受不

了，请不要勉强自己，尽早

和专门机关商谈。   

儿童咨询所   
全国通用电话  

谐音 意为尽快  

大阪府儿童虐待110番 

星期一到五的9点～17点45分 

夜间・休息日专用  

星期一到五的17点45分～9点及星
期六、日、祝日、年末年始 

儿童虐待通报窗口   

星期一到五的9点～ 

17点30分 

河内长野市 
育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