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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 

  除了已经加入了工作单位的保险或正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之外，在日本的在留资格还有三个月

以上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但是在留资格不到三个月的人，也可以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具体情

况请咨询相关部门｡) 

  

◆国民健康保险的参保手续 

在以下情况时，请持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驾驶执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等)到保险年金科、

北部振兴局生活窗口课或者各支所进行备案登记｡ 

如下情况时 所需资料 

停止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 

(退职、自愿丧失续保资格等) 

能够确认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停止日期的资料 

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驾驶执照、在留卡、护照等) 

从其他市町迁入时 

(迁入登记时进行受理) 

迁出证明书、或外国人登录证 

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驾驶执照、在留卡、护照等) 

孩子出生时 

(出生登记时进行受理) 

母子健康手册 

※有可能会支付分娩育儿一次性补贴｡ 

(具体情况请咨询｡) 

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证件(驾驶执照、在留卡、护照等) 

 

◆国民健康保险证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会领取到“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兼高龄领取者证)”｡ 

在“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兼高龄领取者证)”上记载有被保人的住址、姓名，因此请妥善保

管，在医疗机构等接受治疗时，请务必在医疗机构的窗口出示该证｡ 

 

◆在医疗机构的负担金额 

因为生病或受伤而接受治疗(支付诊察、药费等)时，自己负担的金额如下｡ 

部分负担金额 

学前儿童 医疗费的 20% 

小学入学后至未满 70 岁 医疗费的 30% 

满 70 至未满 75 岁 医疗费 20%～30%  (超过一定收入的人为 30%) 

※由于灾害和失业等收入一时地减少，一部负担金的支付困难时，能受到一部负担星期五的征收缓期和免

除（ 只住院）（但有审查） 

6. 国民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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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以下补贴时，请向保险年金科、北部振兴局生活窗口课或者各支所提出申请｡ 

种类 内容 所需资料等 

高额疗养费 

一个月的保险适用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金额如果超过

了所限金额，则将向您支付超过部分的金额｡ 

※差额床位费、伙食费、保险外诊疗等不包括在内｡ 

※自己负担所限金额根据年龄和收入会有所不同，

具体情况请咨询｡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发票原件 

 能确认汇入账户的资料 

住院时的伙

食费 

可以根据收入相应降低住院时伙食费的负担金额｡请

住院人提前进行申请｡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高额医疗、

高额护理合

计疗养费 

即使在分别适用了医疗费及护理服务费的自己负担

所限金额后，剩余的自己负担金额的一年的合计金

额仍然很高时，可以支付超过限额的费用｡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自己负担金额证明书 

 能确认汇入账户的资料 

辅助器具费 

当使用整形矫正服等辅助器具时，如果通过申请并

获得认可的话，则返还已支付金额的一部分｡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收据 

 医生的意见书和使用证明 

 能确认汇入账户的资料 

分娩育儿一

次性补贴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分娩时(即使为死胎，但是妊

娠在 85 日以上时)将向户主支付 42 万日元｡ 

※如果在未加入产科医疗补偿制度的医疗机构分娩

或孕周未满 22 周的分娩将支付 40 万 4 千日元｡ 

※直接支付制度:由于分娩育儿一次性补贴是用于分

娩费用的补助，所以该制度规定需由医疗保险公司

直接向医疗机构支付｡请在分娩的医疗机构办理手续

｡（在利用直接支付制度的时候,分娩费用提供差额

比分娩抚养婴儿临时补助费在便宜的时候）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能确认汇入账户的资料 

 分娩费用的收据(或要求付款)

明细书  

 母子健康手册 

葬礼费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死亡时向死亡备案登记人支

付 5 万日元｡ 

※请由葬礼办理人(死亡备案登记

人)进行申请｡ 

 能确认汇入账户的资料 

高额医疗费

资金贷款 

就高额疗养费预计支付金额发放贷款｡ 

※仅限缴清国民健康保险费(税)家庭的人｡ 

有贷款需求者请咨询｡ 

※请由户主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印章 

 医疗机构等的付款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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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健康检

查补助 

参保国民健康保险的 40 岁以上 75 岁以下的人接受

全面健康检查时，通过事前申请可以获得一部分补

助费用｡ 

※仅限国民健康保险费和市税全部缴清的家庭。 

※设有固定的申请受理时间｡受理时间将通过市政府

公告进行通知｡ 

※请由接受诊疗者进行申请｡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退出国民健康保险时  

如下情况时 所需资料 

死亡时(死亡登记时进行受理)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可以证明死亡的文件  ※支付葬礼费｡ 

加入工作单位的健康保险时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工作单位的被保险人证 

迁出到其他市町村时 国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证 

 

◆国民健康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费依照以下方法，按照收入及家庭人数，以家庭为单位，每年算出保险费用，户主

为缴付义务人｡ 

① 所得比例额(依照参保人上一年所得额计算) 

② 均摊比例额(依照参保人人数计算) 

③ 同等比例额(平均每个家庭定额) 

※ 分别算出医疗部分和后期老年人支援金部分｡ 

※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家庭，如果户主和被保险人的合计收入在基准额以下，则会减轻均摊比例和

同等比例，减轻率是通过收入情况为 70%，50%，20%｡ 

※ 40 岁以上 65 岁以下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要与护理保险合计后缴付｡ 

※ 对由于非自身原因(解雇等)造成失业的人，可以降低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费的缴纳期限 

国民健康保险是用被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来运营的｡因此，请务必在缴纳期限内缴付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费的缴纳期限为以下所示各月的最后一天｡但是，如果该月的最后一天为星期六日

或节假日，则推迟至下一天｡缴纳期限过后，将追征催促手续费和滞纳金。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期 - -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7 期 8 期 9 期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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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便捷的银行转账缴纳 

通过银行转账缴税不需要手续费，也不需要出门缴纳或担心忘记缴纳，是一种安全、便捷、可靠

的方法｡欢迎您利用银行转账方式缴纳 

可以在代办金融机构、保险年金课、北部振兴局生活窗口课或者各支所进行银行转账申请(除邮

政银行之外)｡ 

 

◆代办金融机构等 

  以下的金融机构等可以办理银行转账及窗口缴纳｡ 

滋贺银行 大垣共立银行 长滨信用金库 关西 Mirai 银行 

京都银行 北琵琶湖农业合作社 LAKE 伊吹农业合作社 滋贺县信用社 

近畿劳动金库 滋賀县民信用社 邮政银行･邮局  

 

◆在便利店也可缴纳｡(仅限保险费为 30 万日元以内时) 

在缴付书上附有条码时，可在以下便利店中缴纳｡ 

7.11 便利店 Lawson familymart ministop daily-yamazaki 

Yamazaki daily three eight community store Poplar 生活彩家 

生活屋 设有ＭＭＫ的店铺※ New Yamazaki daily store 

※市内设有ＭＭＫ（多媒体信息终端）的店铺为永旺长滨店、青木药店宫司店・神照店・平方店、

长滨红十字医院小卖铺 

 

◆也可以用信用卡等进行缴纳（限于金额 30 万日元以下的支付） 

可以通过信用卡、网上银行、ＰａｙＰａｙ、ＬＩＮＥ Ｐａｙ进行缴纳。只需要具备下载了专用

App（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以及印有条形码的缴纳单，您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缴纳。 

※请注意，市政府不予发行收据。如果需要获发缴纳证明，有可能在缴纳后最长 1 个月左右才能予

以发行。 

 

保险年金科 0749-65-6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