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费 
缴纳方法：采用账户转账在每月最后一天自动扣款。若逢金融机构休息日则
为下一个工作日。（请参照下表） 

＊有关国民节假日的法律条文有改订时，会有一部分日程调整的情况。 

＊请在自动扣款前一日之前，在账户中准备好金额。 

 

基本费用      月额   4,000日元 

9点前利用     月额   1,000日元（＊2） 

延长利用      月额   1,000日元 

(*2) 9点前的利用费，将在利用开始月的月末自动扣款。 

利用月 扣款日 

2019 

 

年 

4月 

2019 

 

年 

5 月 31 日 （周五） 
5月 

6月 7 月 1 日 (周一) 

7月 7 月 31 日 (周三) 

8月 ９ 月 2 日 （周一） 

9月 9 月 30 日 （周一） 

10月 10 月 31 日 （周四） 

11月 12 月 2 日 （周一） 

12月 
2020 

 

年 

1 月 6 日 （周一） 

2020 

年 

1月 1 月 31 日 （周五） 

2月 ３ 月 2 日 （周一） 

3月 ３ 月 31 日 （周二） 

若月中开始利用 

将收取1个月的利用费用。 

若月中停止利用 

缺席时 若仍在学童俱乐部的注册名单中，就会发生利用费用。 

利用费的减额·免除 (*3) 

有如下情况时？ 

<减额・免除标准>  

 领取生活低保的家庭、2019年度住民税非课税家庭 等 免除 

 2019年度仅住民税均等割课税的家庭、就学援助认定家庭、同一家庭有两人以
减额5成 

（*3）符合减额・免除标准者，需通过申请方可减额或免除

利用费。 

每月 1,000日元 

 下午5点以后还想利用学童俱乐部并希望提供零食

者，请（现金）缴纳零食费给学童俱乐部。 

 如果连续15天以上缺席时，请事先提交请假条（缴

纳零食费减半）。 

 对符合利用费减额·免除标准者，区里有补助一半

费用的制度（2人以上利用情况除外）。  

零食费用 

丰岛区 教育部 放学后对策课 

邮编171‐8422 丰岛区南池袋2-45-1 

☎03‐3981‐1058 
受理时间：上午8点30分～下午5点（只限平日） 

丰岛区学童俱乐部利用指南    ～ 2019年度利用申请用 ～ 
  学童俱乐部是为那些因监护人工作、疾病等原因，无法在放学回家后得到妥善照顾的儿童而设立。 

学童俱乐部的宗旨是通过集体生活培养这些儿童的独立意识以及健全的身心。 

 区内居住或者在丰岛区立小学上学的孩子，放学后的时间段

内监护人属于以下情况。 

 1．工作中（*1） 

 2．因生病或受伤需要疗养 

 3．身心患有疾病 

 4．正在看护·护理同住的家人 

 5．其它相当于1～4的情况等 

对象儿童 
和监护人 

（*1）若一天中的工作时间、一个月的工作天数等达不到要求时，则不可以申请。 

另外，1～3年级的学生和残障儿童，以及4年级以上的利用条件各异。 

 
学童俱乐部 

一览 

学童俱乐部 住所 电话号码 最近的小学 

儿童托管班仰高  驹込 5‐1‐19 仰高小学内 3949-1307 仰高 

儿童托管班驹込  驹込3‐13‐1 驹込小学内 3915-2411 驹込 

儿童托管班巢鸭  南大塚1‐24‐10 巢鸭小学内 3944-4531 巢鸭 

儿童托管班清和  巢鸭3-13-12（区民广场清和第二1楼） 3910-5417 清和 

儿童托管班西巢鸭  西巢鸭2-14-11（区民广场西巢鸭第二内） 3915-2301 西巢鸭 

儿童托管班丰成 

 上池袋1-18-24 丰成小学内 

*2019年第2学期开始，预计利用其他校舍 
3940-4735 丰成 

儿童托管班朋有  东池袋4-40-1 朋有小学内 3987-6904 朋有 

儿童托管班朝日  巢鸭5-33-1 朝日小学内 3940-6068 朝日 

儿童托管班池袋第一  上池袋4-28-1 池袋第一小学内 3916-3441 池袋第一 

儿童托管班池袋本町   池袋本町1-43-1 池袋本町小学内 3988-5176 池袋本町 

儿童托管班池袋第三   西池袋3-14-3 池袋第三小学内  5952-0755 池袋第三 

儿童托管班池袋  池袋4-23-8 池袋小学内 3988-5254 池袋 

儿童托管班南池袋  南池袋3-5-12（区民广场南池袋附设） 3981-5460 南池袋 

儿童托管班高南  高田2-12-7 高南小学内 3987-1877 高南 

儿童托管班目白  目白2-11-6 目白小学内 3983-6714 目白 

儿童托管班长崎  长崎2-6-3 长崎小学内 5995-6025 长崎 

儿童托管班要  要町2-3-20 要小学内 3974-7397 要 

儿童托管班椎名町  南长崎4-30-5 椎名町小学内 3953-6451 椎名町 

儿童托管班富士见台  南长崎1-10-5 富士见台小学内 3565-2955 富士见台 

儿童托管班千早  千早3-33-5 千早小学内 3974-1665 千早 

儿童托管班高松  高松2-57-22 高松小学内 3974-1020 高松 

儿童托管班樱  长崎6-16-1 樱小学内 3956-8177 樱 

 ＊学童俱乐部设在SKIP·儿童馆内。 



【开课日】 

 

 

 

14:00左右    放学“我回来了” 

 

         自习   

        ・ 

       自由活动 

                

 

17:00     依次回家 

       “再见” 

 

18:00   ＊延长利用时到19:00 

放学后～下午6点 

❏星期六到下午5点 

【学校休息日】 

 

 

 

9:00    “早上好” 

      ＊9点前的利用从 8:15分开始 

          自习·读书时间 

            

10:00   自由活动 

 

12:00   午饭（自带便当） 

     自由活动 

 

17:00   依次回家      

     “再见” 

 

18:00  ＊延长利用时到19:00  

利用时间和 

1天的生活 早上9点～下午6点 

❏星期六到下午5点 

 

❏对象儿童···新1・2・3年级 

❏实施设施···共计22所学童俱乐部 

❏延长时间···下午6点～下午7点（只限平日） 

❏利用条件・・・①监护人的工作时间（包含上下班时间）超过下午6点 

                ②监护人须在下午7点之前来接孩子      

 

❏对象儿童···全学年 

❏实施设施···共计22所学童俱乐部 

❏延长时间···上午8点15分～上午9点（只限星期六·学校休息日） 

❏利用条件・・・监护人的工作时间（包含上下班时间）在上午9点以前 

延长利用 

＊有必要进行申请。 

9点前的利用 

＊有必要进行申请。 

回家时间等的
管理 

 

用家长校方联络本等确认并管理出勤以及回家时间等。 

同时，通过装载有IC标签安全系统的「mimamorume」，给家长发信息通知到校和

离校的时间。 

  休息日  星期日·法定节假日·年末年初（12月29日～1月3日） 

❏流行性感冒等的流行时、灾害等发生时可能会有休息。 

申请方法 

申请资料发放  2018年12月1日（周六）～ 

发放场所 各学童俱乐部  ＊一部分的资料在12月1日后可从丰岛区网页上下载。 

● 请听取学童俱乐部的说明，确认填写注意事项以及利用条件等。  

申请期间 2018年度在籍者：2018年12月3日(周一)～12月17日(周一) 

2019年度新申请者：2019年1月4日(周五)～1月19日(周六) 

● 希望从2019年4月1日开始利用，则务必请在此期间内申请。 

    超过此期间申请的情况下，则有可能不能从4月开始利用。 

申请地点 在希望利用的学童俱乐部（仅限1处） 

● 新申请者在申请时需要与孩子以及家长进行面谈。 

   请提前与希望利用的学童俱乐部预约申请时间。  

提交资料 

＊资料不全的情况下，无法

受理。 

①丰岛区skip・儿童馆学童俱乐部利用申请书   

②工作证明书（证明书日期在2018年12月1日以后）       

● 如是工作以外的情况，需提交证明材料 

  （陈述书+诊断书、监护人的在校证明等） 

● 残疾儿童的申请，还会需要提交其它资料。 

    详细情况请咨询各学童俱乐部·放学后对策课。 

通     知 3月上旬（预计） 

● 资料审查后，会给您发出“学童俱乐部利用决定通知”。  

● 因容纳人数的关系，有时会有无法进入第一志愿的学童俱乐部或是需要继续等待等

情况。 

备     注 ● 不符合利用条件、所述情况与事实有出入时会取消利用认可。 

● 2018年度加入者若未缴纳学童俱乐部利用费，其利用将不予以认可。 

● 目前育儿休假中，预计5月以后复职者，希望在5月以后开始利用时，提前一个月开

始受理。 

○学童俱乐部的资料发放以及受理时间○ 

・平日（开课日）：上午11点30分～下午6点 

・星期六 ：     上午9点～下午5点 

・学校休息日：  上午9点～下午6点 

・周日・节假日：   不予受理 

* 如有疑问，请在受理时间内直接向各学童 

  俱乐部咨询！ 

＊年度中途开始利用亦可。 

 从申请到开始利用大概需要2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