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与区民共创

为提供港区男女平等参与的信息册

OASIS 另册（保存版）

介绍有关港区为各位居民的工作、养育子女、看护、
地区或个人活动所致力的支援服务。

港区将为
即将步入社会的各位
想在工作和养育子女上得以兼容的各位
需要看护家族的各位
以及企业经营的各位
加油打气！

看护 8
为何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实现生活与工作平衡（工作与生活得到调和）的社会
就是・・・
实现了工作与生活得到调和的社会就是“实现一个社会，让每个国民都能在工作上觉得值
得去做并具有充实感，在工作上都能尽责。同时，在家庭或地区的生活之外，并在人生的
各个阶段如养育子女的期间或是中老年时期都能够得以从多方面的生活方式中做出自己的
抉择”
摘录自《工作与生活的调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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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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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在港区

这是公共机关的窗口，刊载了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

刊载了从诞生至 18 岁子女有密切关系的信息。出生申报、

的信息。如住民税、国民年金、健康体检、生活保障

申请托儿所、幼儿园、区立小、中学校、生病儿童及病后

制度、护理保险等。

儿童保育室、学童俱乐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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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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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区的

活动

刊载了与工作和企业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信息。如

刊载了日常生活中各种的活动的信息。如体育设施、区

HelloWork 品川、创业、新创企业、港区劳动福利会

民中心、生涯学习中心、活力广场、社工活动等。

馆、推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指南书等。

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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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区到何处

刊载了以港区为中心的公共机关所提供的各种咨询服

刊载了对外籍人士以多种语言提供信息介绍之外，还有

务(包括，家庭问题、法律问题、高龄者就业问题、妇女

以平板电脑等终端机形式提供翻译服务的相关信息。

问题、消费生活问题等的咨询)

各区的综合分厅舍、区民中心的查询电话号码
各地区
综合分厅舍
芝地区
麻布地区
赤坂地区
高轮地区
芝浦港南地区

1

管理系

管理课
设施运营担当

☎3578-3191
☎5114-8811
☎5413-7014
☎5421-7124
☎6400-0011

☎3578-3135
☎5114-8805
☎5413-7273
☎5421-7067
☎6400-0033

窗口服务系

区民课
保健福利系

生活福利系

☎3578-3141
☎5114-8821
☎5413-7012
☎5421-7612
☎6400-0021

☎3578-3161
☎5114-8822
☎5413-7276
☎5421-7085
☎6400-0022

☎3578-3171
☎5114-8823
☎5413-7277
☎5421-7087
☎6400-0023

区民中心

赤坂区民中心

高轮区民中心

芝浦港南区民中心

台场区民中心

☎3583-5487

☎5413-2711

☎5421-7616

☎3769-8864

☎5500-2355

在港区

生活

区内公共机关的介绍

迁入与迁出

介绍管辖您居住地区或街区的公共机关（区立设施、税务署、消防

从日本国内其他的区市町村以及国外迁出或迁入港区时，在港区内

署、警察署以及自来水局等）的电话号码。

搬迁住址有所变更时，户主变更时，家庭成员间组合伴随户主变更

【查询】港区客服中心“港区热线” ☎5472-3710

时，亲属关系变更时均需办理相关手续。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窗口服务系

☎请参照第一页

必须事前登录

可在便利店取得证明文件

电子申请服务（MYNA 门户网站等）

住民票的复印件、印章登录证明书、户籍事项证明书（仅限本籍设
于港区时）等都能在全国的便利店内取得。但必须事先完成个人编

子申请”或“利用东京电子自治体共同运营的服务进行电子申请”

号卡或居民基本台帐卡的资料和密码登录。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窗口服务系

使用自家或职场的电脑通过互联网“利用 MYNA 门户网站进行电

☎请参照第一页

在线上可办与养育子女相关的手续、申请公开区行政信息资料、申
报饲养的宠物狗死亡手续等。

【查询】情报政策课情报政策担当

住民税（特别区民税、都民税）
特别区民税及都民税就是具有共同负担办理我们日常生活相关事

☎3578-2073

国民年金

务所需费用性质的税金。税金，由有收入所得者均摊的“均摊比例

在日本国内从 20 岁以上到未满 60 岁的居民，包括外国人都必须

部分”及依收入所得金额而定的“所得比例部分”的合计。具有港

加入“国民年金”。加入时或受保险人的保险种类变更时（退职或

区住址并有一定所得以上的居民、原则上须要提交申报书。

配偶脱离被扶养等）须到各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的窗口服务系办理手

【查询】税务课课税系 ☎3578-2593～2609(2599 除外)

续。领取年金的手续须到年金事务所办理。

【查询】国保年金课国民年金系

国民健康保险

☎3578-2662～2666

体检、癌症检查等

国民健康保险是为了当生病或受伤时参保者互相分担保险金，互助互救的区
域性医疗保险。在港区具有居民登录、除了加入职场健康保险、国保组合、

各种癌症检查、骨质疏松症检查、区民体检（30 健康检查）、特

后期老龄者医疗制度、接受生活保护者之外，都需参保。资格丧失手续各综

定体检、基本健康体检，特定保健指导（国民健康保险参保者）等，

合分厅舍区民课的服务窗口办理。

为了预防生活习惯病的健康检查可在区内指定医疗机关接受检查。

【查询】国保年金课资格保险费系

☎3578-2643～2645

接受体检及各种癌症检查的对象，将由港区关发送受检票。

【查询】港区保健所健康推进课健康服务系

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
以 75 岁以上老年人（包括 65 岁～74 岁认定为伤残的人）为对

☎6400-0083

面向区民的住宅（区营、区立、特定公租房）

象的医制度。我区受理有关取得资格、丧失资格、保险费征收等的

募集区营住宅、区立住宅以及特定公共租赁住宅的入居者。入居者

咨询事务及手续。

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查询】国保年金课高龄者医疗系

☎3578-2654～2659、2646

【查询】住宅课住宅管理系

☎3578-2266～2269

生活福利资金

生活保障

以维持家庭生活的稳定及能得以经济自立为目的。对于收入所得低
家庭的收入比国家规定的基准要低，从其所具有的资产、劳动能力
以及其他所有的面衡量都无法维持生活时，将比照国家基准补助不
足部分。相关手续须在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生活福利系办理。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生活福利系

☎请参照第一页

的家庭、伤残人及需护理的老龄人家庭。我们会同居住地区的民生
委员、儿童委员一起接受商量，并在有必要时发放资金。在拨款之
际，需经东京都社会福利协议会的审查。

【查询】港区社会福利协议会生活支援系

☎6230-0282

除此之外的支援方针，访问港区的官网
查看“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专辑”

2

节假日诊疗、小儿初期急救诊疗

东京都医疗机关介绍服务“向日葵”

假日（星期天、节日、年末年初）期间，急病患者可以在港区假日

东京都开设了 24 小时提供介绍医疗机关信息的服务，可通过电话

牙科急诊及假日急诊值班医疗机关就诊。对于轻病小孩患者周一至

（电脑自动回应服务）或上互联网查看。指定所在地、诊疗科目、

周五的夜间可到爱育病院接受初期急救诊疗。

诊疗时间等条件，就可以查看符合条件的都内医疗机关。

【查询】港区保健所保健预防课保健预防系

☎6400-0080

【咨询】向日葵电话

☎5272-0303（每天全日通用）

急救医疗信息装备

老年人的生活支援

为了防备万一需要急救状况。将装有经常就诊的医生、服药的内容
我区对有必要支援的独居老年人提供了紧急通报系统及送饭等服
务，对失智老龄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高龄者协商中心（地区综合
支援中心）等，对老龄人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

【查询】高龄者支援课居家护理支援系

等有关医疗的信息容器即“急救医疗信息装备”置于家里冰箱内，
当需急救时能发挥作用。在各地区的综合分厅舍区民课、各活力广
场、高龄者协商中心（只限 65 岁以上的人）可以免费领取装备及

☎3578-2400～2406

高龄者支援课高龄者协商支援系 ☎3578-2407～2411

护理保险

标签。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保健福利系

☎请参照第一页

查找提供护理服务事业者

护理保险制度是对有必要护理的人及其家属的政府支援制度。其内
容含看护认定、受益者负担费的减免及扶助等。护理认定的申请由
各地综合分厅舍区民课保健福利系承办。

【查询】护理保险课看护给付系

☎3578-2876～2880

护理保险课护理认定系

☎3578-2885～2890

可查找在港区提供护理服务的事业者。查看时可用所需服务内容、
事业者名之外，也能在居家等必要地址为中心，在地图上查看。

【查询】护理保险课护理事业者支援系

☎3578-2821、2881～2883

妊娠申报
在医疗机关领取怀孕诊断书后，提交至各个地区的综合分厅舍区民

在港区

养育子女

课健康福利系，办理手续。即可领取母子健康手册、母与子的健康
保健手提包及含有港区孕妇及养育子女相关信息资料的文件夹。母
子健康手册用以记录从怀孕、出生到儿女上小学为为止的健康状
况，发育过程的重要文件，请妥善保管。

【查询】港区保健所健康推进课地区保健系

☎6400-0084

双亲讲座
为双亲开办准备出产和培育婴儿的讲座。讲座对象为区民的孕妇及
其伴侣（也欢迎孕妇或伴侣单独参加）。

【查询】港区保健所健康推进课地区保健系

出生申报
婴儿出生时，从出生日算起 14 天内（在国外出生时 3 个月之内）

☎6400-0084

请在婴儿出生地、父母的本籍地或提交人的住址所在地中的任一的
区、市政府，村、町公所提交文件。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窗口服务系 ☎请参照第一页
※芝地区综合分厅舍户籍系

☎3578-3153

保育园（认可保育园、保育室等）
区立幼儿园

受理港区内保育园的入园申请。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保健福利系

☎请参照第一页

受理 12 所区立幼儿园入园手续。

【查询】学务课学校运营支援系

区立小学、中学
受理 18 所区立小学、10 所区立中学的新生及转学生的入学手续。
对于孩子身心发育有不安的家长，请来这里协商，我们会根据学童
的身心状况推荐适合的学校。

【查询】学务课学校运营支援系 ☎3578-2726～2729
学务课特别支援咨询系 ☎3578-2738～2739、2772～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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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8-2779

虐待咨询专线：6400-0092

儿童家庭支援中心
（港区男女童支援中心）
对所有的孩子的任何问题我们都接受协商，我们从事防范虐待小孩
工作的“先驱型儿童家庭支援中心”。

【查询】儿童家庭支援中心育儿支援系

☎6400-0090

有必要事先登录

治疗教育儿童 PAO

病儿、病后儿童的保育室

为了能让身心发育延迟或有这个倾向的婴幼儿、儿童能在地区过上
充实的日常生活。我们致力于不仅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还让他

生病后在恢复期的婴幼儿，在接受团体保育有困难的期间，可以在
医疗机关附设的设施受到短时间的照顾。

们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生活能力”

【查询】残障保健福利中心儿童疗育 PAO

☎5439-8055

育儿广场、短时间照料

【查询】保育课保育支援系 ☎3578-2445

儿童馆、飯仓学童俱乐部

我们提供可让亲子一起游戏的“育儿广场”、“短时间照料”，
从傍晚至夜晚委托照料的“Twilight Stay”、伴随住宿的“Short
Stay”等服务。服务设施有（“Ai-Port”“PoKKe”Appyi”

未满 18 岁的儿童（飯仓学童俱乐部限乳幼儿至小学生）及其保护
者可以利用。备有游戏室、图书室、工作室、屋顶广场、音乐室等。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设施运营担当

等）

【查询】儿童家庭支援中心育儿支援系

☎请参照第一页

☎6400-0090

儿童中高中生广场、儿童老年人交流广场

学童俱乐部

这些设施是为了让未满 18 岁的儿童能够在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学童放学后，保护者由于工作等关系，无法在家受到照顾，为了让

而设立。具有音乐馆、舞蹈馆、游戏馆、工作室等。此外，还一并

他们能健康发展，我们提供了儿童馆，儿童青少年活动广场及儿童

设有学童俱乐部。

与老龄人交流广场等设施供。

【查询】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系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设施运营担当

☎3578-2426
☎请参照第一页

放学 GO→ /放学 GO→俱乐部
放学后的时间，为了能安心在学校安全的参加活动，我们开设了
“放学 GO→”、“放学 GO→俱乐部”等场所。

【查询】儿童家庭课儿童家庭系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设施运营担当

☎3578-2426
☎请参照第一页

东京都 Hikikomori（尼特族青年）支援网
以尼特族（宅在家而无法自立）年轻人为对象，我们接受通过电
话、电邮沟通商量之外还实施家庭访问。

【查询】放学 GO→ 生涯学习体育振兴课生涯学习系
☎3578-2741～2744
放学 GO→俱乐部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设施运营担当

【电话咨询】☎5978-2043
周一至周五 上午 10 点～下午 5 点（假日、年末年初除外）

☎请参照第一页

儿童津贴等各种的津贴与补助

单亲家庭的支援与补助

儿童津贴、儿童抚养津贴、儿童养育津贴、特定儿童抚养津贴等我

对于单亲家庭我们提供各种支援，例如协助介绍住房，提供就学
资金贷款，协助就业，代办家务等。而且，对于一定基准范围内，

们对养育子女家庭提供各种的津贴外，对出产费用也有补助。

【查询】儿童家庭课儿童给付系

☎3578-2430

对参保健康保险的单亲家庭，在医疗费上也给予补助。

【查询】儿童家庭课家庭咨询担当
儿童家庭课儿童给付系

☎3578-2436
☎3578-2430～2433

特定不孕治疗费的补助
对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的不孕治疗（体外受精、显微授精）者，为了

就学援助、奖学金的支援

减轻就医者的负担，对不适用医疗保险支付费用的一部分予以补

对具有学习意愿但是因经济原因在升学、就学上有困难的人，发
放奖学资金、给私立幼儿园的儿童保护者发放补助金。对因经济
原因在就学上有困难的儿童、学生的保护者为对象，在学习用品

助。

【查询】港区保健所健康推进课地区保健系 ☎6400-0084

费及伙食费等方面上将予以补助。

【查询】奖学金/补助金 教育长室教育总务系
就学援助 学务课学校运营支援系

☎3578-2712～2713
☎3578-2731

对生活有用的阅读资料
港区为支援育儿提供有用的阅读资料，如提供面向初当爸爸的编

儿童医疗费补助

有伴随婴儿成长所需的知识与提示的“港区父亲手册”，载有从
怀孕至育儿期间有关的各种制度、信息的“港区育儿手册”。

至中学 3 年级（满 15 岁之后的第一个 3 月 31 日）为止，儿童
就医时以健康保险支付个人负担的诊疗费及药费，港区给以补助。

【查询】儿童家庭课儿童给付系 ☎3578-2430～2433

【查询】父亲手册 儿童家庭课家庭咨询担当
☎3578-2436
育儿手册 儿童家庭支援中心育儿支援系 ☎640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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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区

工作、创业、经营企业

HelloWork 品川

港区＊工作 55

对于利用民间职业介绍公司等也难以就业者而言，这里是支援就
业、生活上的最后机关。作为提供地区综合性的就业服务的机关，

我们是免费为“大凡超过 55 岁想找工作（就业）”及“雇用老

这里提供工作介绍、办理失业保险和研讨促进就业措施等一系列

年人（录用）”的人提供服务的职业介绍所。除了就业咨询、公

业务。

开就业信息、人才介绍之外，还举办讲习会、就业面试会等。

【查询】HelloWork 品川 ☎5419-8609

老年人才中心

【查询】港区＊工作 55 ☎5232-0255

创业、创新企业

对居住在区内健康而有意愿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我们与地区
社会团体沟通的同时，考虑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背景提供就业及参
加社工性的活动机会。以听取各个人的想法、知识和能力背景为
依据，支援每个月的工作并按规定支付酬金。

【查询】（公社）港区老年人才中心 ☎5232-9681

港劳动福利会馆
这是劳动者休闲的场所之外，主要是为提高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

为了将来区内产业的发展，我们大力支援在区内的创业。提供的
支援包括：协商创业事宜、要求派遣创业顾问、举办创业研讨会、
提供创业支援融资等。

【查询】产业振兴课经营咨询担当 ☎3578-2560

商工会馆

在文化、教养及福利而建设的会馆。我们提供集会室、体育馆、

是以振兴发展区内中小企业为目的设施。我们除了出借会议室供

俱乐部活动室的出借。此外，还提供支援工作与生活平衡项目、

公司开会、研修及演讲会等。区也许在此主办演讲会及讲习会。

举办各种为了取得资格的讲习会，并对中小企业为对象的会员提

【查询】商工会馆 ☎3433-0862

供福利健康事业。

【查询】港区勤劳福利会馆 ☎3455-6381

男女平等参与中心（Libra）
我们除了支援为实现男女平等参与的区民及团体活动等之外，也
是为了推展与男女平等参与措施有关事业的据点设施。我们不仅
提供到对方公司进行面向企业的讲座之外也举办有关创业、就业、
重新再就业等的的讲座或演讲会。

【查询】男女平等参与中心（Libra） ☎3456-4149

推进生活与工作平衡的指南书
我们面向中小企业编写了简洁易懂的指南书，除了讲述对工作与

推进港区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企业认定项目
为了实现能安心平稳工作，提供工作与育儿能同时进行、男女平
等的工作环境，而讲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中小企业给予认定。并
将认定企业的经验广泛地介绍，以求能够进一步推进其企业的工
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

【查询】总务课 人权和男女平等参与系 ☎3578-2025

港区兼容工作与家庭支援事业

生活的必要向及其效果以及推进的具体方法之外，对区、东京都

为了兼容工作、养育子女与看护，并支援创导男性参与养育子女、

以及政府对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企业的支援制度及协商窗口做了

看护。我们备有 5 种奖励金制度以支援企业得以构建职场环境。

详细的介绍。

【查询】总务课 人权和男女平等参与系 ☎3578-2025

【查询】港区勤劳福利会馆 ☎3455-6381

分发劳动法小册
MINATO ARAKARUTO
刊载了区内中小企业的信息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援制度。

为了让事业者和劳动者能够周知劳动法的基本规定，以防患劳动
问题发生于未然。我们将劳动法有关的规定简洁地整理编成〈劳
动法手册〉并分发至相关单位。

【查询】产业振兴课经营咨询担当 ☎3578-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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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产业振兴课经营咨询担当 ☎3578-2560

在港区

活动

区民中心
在各地区(除芝地区以外)设置的区民中心是供支援区民互相交流
及自主性活动，增进区民福利的设施。以区内居住、工作、上学

运动设施

的个人及团体为对象，我们提供出借区民大厅、集会室、会议室、
烹调室的服务。

对于港区运动中心及各运动场、武道场等，在区内居住、工作、

【查询】各地区区民中心 ☎请参照第一页

上学的个人及团体都可以使用。
此外，中小学校的室内游泳池可供区内居住、工作的人使用。

【查询】生涯学习运动振兴课运动振兴系
港区运动中心

☎3578-2750
☎3452-4151

终生学习中心（Balloon）
这是为了能综合支援区民的各位生涯学习及能实现终生学习的社
会而设置的设施。除了学习信息室之外，对区内居住、工作的团
体等我们还提供出借学习室、文娱活动大厅的服务。

青山终生学习馆

【查询】终生学习中心 ☎3431-1606

这是为了能综合支援各位区民的生涯学习及能实现终生学习的社
会而设置的设施。图书室、儿童图书室之外，对区内居住、工作
的团体等我们还提供出借学习室、学习室兼文娱活动大厅的服务。

社工活动

【查询】青山终生学习馆 ☎3470-4584

（1）受理想参加活动人士的协商、登录、调整
（2）社工团体的介绍
（3）与想招聘社工者协商 （4）开办各种社工有关的讲座

活力广场、儿童与老年人交流广场

【查询】港区社会福利协议会
社工和地域活动支援系 ☎6230-0284

为了居住在区内 60 岁以上的人士，有能够参加文娱活动、学习
活动，预防病弱护理及促进健康，进行区民交流、参与地区活动
的场所等，我们设置了让他们活动的场所，活力广场（16 处），
儿童与老年人交流广场（1 处）。

【查询】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设施运营担当 ☎请参照第一页

NPO 活动
我们支援对在区内活动的 NPO(不限法人资格)或是社工团体举办
的公益活动。“港区 NPO 活动扶助项目”（每年募集一次）经过
审议会，审议发放扶助金。

在港区

咨询

【查询】地域振兴课区民协働和町会自治体支援担当 ☎3578-2557

生活穷困者自立支援项目
在麻布地区综合分厅舍二楼设有“港区生活

・就

支援专员接受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咨询、支援就劳、支援就劳准备、
支援家计商量、支援儿童学习等。

【查询】港区生活和就劳支援中心 ☎5114-8826

港区的各种咨询
《区民咨询室》
・家庭咨询（儿童家庭课家庭咨询中心☎3578-2436） ・法律咨询（港区热线☎5472-3710、区民之声中心☎3578-2054）
・居住的税务咨询、居住的不动产咨询、居住的建筑咨询、公寓管理运营咨询、公寓管理的法律咨询（住宅课住宅支援系☎3578-2229）
・行政咨询（区长室意见听证担当☎3578-2050～2052） ・人权境遇咨询（总务课人权和男女平等参与系☎3578-2027）
・老年人的工作咨询（港区老年人才中心☎5232-9681、港区＊工作 55☎5232-0255）
《各种咨询》
・有关儿童、育儿的综合咨询（儿童家庭支援中心☎6400-0091）
・单亲家庭咨询、妇女问题咨询（儿童家庭课家庭咨询中心☎3578-2436）・教育咨询（教育中心☎5791-5681）
・家族、生活方式、人际关系、DV、LGBT 等的咨询（男女平等参与中心 Libra 咨询室“心的支撑室” ☎3456-5771）
・高龄者、护理家族的综合咨询（芝地区高龄者咨询中心☎5232-0840、麻布地区高龄者咨询中心☎3453-8032、赤坂地区高龄者咨询中心☎5410-3415、
高轮地区高龄者咨询中心☎3449-9669、芝浦港南高龄者咨询中心☎3450-5905）
・戒烟咨询、健康咨询、精神保健福祉咨询、癌症医疗咨询（港区保健所☎6400-0050）
※其他、消费者生活咨询、融资咨询、订货斡旋咨询、中小企业经营咨询、外籍人士咨询、请律师做有关福祉的专门咨询等请联系如下的查询处

【查询】港区客服中心“港区热线”

☎5472-3710

～将会告诉您该拨的查询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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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外籍人士
以多种语言介绍信息

活用平板终端机的翻译服务

为了让外国人士们能够安心地在港区生活，在区政府、综合分厅

通过平板终端机可做电视翻译。在屏幕里显示翻译员，可实时为

舍将汇集基本信息的「欢迎小包」交给您。或者可以上官网查看

想与外国人沟通的人做翻译。不需预约，可免费使用。请在区政

“有用的港区生活信息”。

府的窗口告知一声即可。

【查询】地区振兴课国际化推进系 ☎3578-2046

✥参考✥

【查询】地区振兴课国际化推进系 ☎3578-2046

与工作、生活、平衡有关的法律

劳动基准法

劳动合同法

《劳动基准法》是为了让劳动者能维持“最低限度健康与文化的生活”
，规定

《劳动合同法》规定从劳动合约缔结至终止能顺利无碍地运用所定的基本规

劳资双方应该遵守的最低限基准的法律。法律规定劳资双方不是仅遵守劳动

则。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同时，并以能维持个别劳动的安定关系。

基准法规定的劳动条件基准而已，应该朝改进而做出努力。

计时工劳动法

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

一般而言计时工劳动者的待遇与其付出的劳动、成果不相称。与一般的劳动

本法律是根据宪法的理念从招募、录用至离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劳动者不

者相比容易偏低。本法律的目的在于比照计时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并加以考虑，

应因性别而被差别待遇，此外，对于女性劳动者，为了使其母性得到尊重并能

改善雇佣管理，并通过改善措施确保能与一般劳动者得到相同而无偏差的待

够有着充实的职业生活而制定必要措施的法律。

遇。

育儿/护理休假法
本法律是为能让育儿、需要看护家族的劳动者能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通过

为了整备担负下一代社会的孩子们能够健康的诞生及完善培育他们的环境。政

支援增加劳动者福利的同时，能促进日本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而制定的法律。育

府、地方公共团体以及经营事业的单位策定行动计划方针计划，以推进支援培

儿休假、护理休假除不只规定育儿放假、护理放假之外，对雇佣方应该采取的

育下一代而制定了本法律。义务规定雇用 101 人以上的事业单位须策定“一般

劳动时间措施也做了规定。

事业单位行动计划”并迅速提交给有关部门。

2-

女性活跃推进法

老年人雇用安定法

本法律是为了能实现充分让女性能发挥个性和能力的社会。就政府、地方公共
团体、民间事业单位各个制定推进能让女性活跃有关责任与义务的法律。雇用
301 人以上劳动者的事业单位具以下的义务①掌握自己公司女性活跃有关的
状况并分析问题所在 ②掌握状况，分析问题所在之后，策定行动计划，公布
内容让员工周知 ③向都道府县的劳动局提交策定行动计划的要旨 ④义务规
定须公布与女性活跃相关的信息。

发行
7
7

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

制定本法律的目的在于稳定老年人等的职业并能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做出贡
献。依据该法律禁止事业单位将退休年龄规定在 60 岁以下，须确保举措雇用
老年人直到 65 岁，义务规定中高年龄的人离职时应采取相关措施。

港区总务部人权和男女平等参与担当
〒105-8511 东京都港区芝公园１－５－２５
☎ 03－3578－2111（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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