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密性2

与国籍无关，只要在日本公司
工作就加入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包括健康保险和养老金

社会保险的加入义务

社会保险的保险金由公司承担一半。
另外，被保险人有抚养家属时，

保险费也不会改变！
（成为健康保险的抚养家属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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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健康保险

加入健康保险的话，生病或受伤的时候，
医疗费只需要负担3成※
※不同年龄的负担比例也不同

健康保险除了医疗费还有其他费用的补助！
・生孩子的费用
・生病不工作期间的休业补偿
・产假时的休业补偿
・埋葬费用
・健康诊断的补助费 等等···

健康保险中有各种各样的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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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养老金是为退休或残疾时支付的生活费

与国籍无关要加入养老金。根据国家之间的
协定，日本的养老金加入期限可以算作本国
的社会保障期限。

另外，对于5年以内的派遣劳动者，避免双
重支付而免予加入。

此外，没有日本国籍的人，当不是健康保险
的被保险人并从日本出国的话，可以在出国
后申请退出临时金。

关于养老金的手续详情请咨询
「日本年金机构」的年金事务所。

福利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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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日本有公共健康保险制度，只要加入这个制度在任何一
家保险医疗机构和处方药房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金额
接受诊疗。

如果把保险证出示给医院的话，患
者只需支付3成医疗费，剩下的7成
由加入的健康保险承担。

但是，不是所有的诊疗都适用于健康
保险。

・单纯的疲劳和倦怠 ・以美容为目的的整形手术
・预防注射 ・正常怀孕，生产
・·因经济原因而堕胎 ・正在研究的先进医疗

这些基本上都不实用于健康保险

～保险证的使用方法～

诊疗，检查 药 处置，手术 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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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当医疗费可能是高额的情况
～限额适用认证书～

当住院等情况时，会出现医疗费高额的情况。出
示「保险证」的话，患者只需负担医疗费的3成，
尽管这样还是很贵的。

但是，如果向医院出示「限额适用认证书」
的话，1个月的支付只要付到限定金额就可以
了。不需要承担所有的高额医疗费。

「限额适用认证书」，向所加入的各健康保险的
窗口申请的话，就可以获得。
持有健康保险协会保险证的人，请在网站上下载并打印申请书，
填写后邮寄到所加入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
日后「限额适用认证书」会寄到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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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当医疗费可能是高额的情况
～高额疗养费制度～

当住院等情况时，会出现医疗费高
额的情况。出示「保险证」的话，
患者只需负担医疗费的3成，尽管这
样还是很贵的。

但是申请「高额疗养费」的话，
医疗费超过一定金额的部分会
被退还。

「高额疗养费」可以向所加入的各健康保
险窗口邮寄申请书，申请退还。
持有健康保险协会保险证的人，请在网站上下载并
打印申请书，填写后邮寄到所加入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
日后，高额疗养费将汇到被保险人名义的帐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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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当医疗费可能是
高额的情况

【对象】
1个月的医疗费超过一定标准的加入者

【手续方法】
把从健康保险协会网站上打印的
申请书邮寄出去

【支付金额】
超过与工资对应的标准金额

例如：工资在260,000日元/月以下的人
「已支付的医疗费200,000日元」
－「自己负担的限度57,600日元」
＝142,400日元被退还
【汇入处】

被保险人名义的帐户
【注意事项】

・根据您的工资，标准金额会有变化
・医院和药房分开使用，

也有可能可以把医疗费合算
・健康保险的被抚养家庭成员的医疗费，

也有可能可以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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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生产育儿一次性补贴制度～

正常怀孕、分娩所需的费用不在
健康保险范围内。接受诊疗时不
能只付3成医疗费

但是，办理了「生产育儿一次性
补贴」直接支付制度的手续的话，
生产费用会得到补助，在医院只
要支付超过补助金额的费用。

「生产育儿一次性补贴」
可以在医院办理手续。在
医院，请在申请使用直接
支付制度的文件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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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对象】
怀孕85天后生孩子的加入者
（包括死产）

【办手续地方】
医院

（领取差额时请向所加入的
健康保险协会的支部申请）

【手续方法】
在医院，在使用申请书上签字

【支付金额】
42万日元/每个孩子

（未加入产科医疗补偿制度＊的医院是40.4万日元）
对因分娩导致严重脑瘫的婴儿和家属的
经济负担补偿的制度。

【汇款处】
医院

（但是，如果分娩费用不足42万日元的话，
剩余的钱付给加入者本人。
日后，由健康保险协会把办手续的
文件邮寄给加入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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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如果因怀孕和生孩子长时间不工作，
工资就无法支付，生活也会很困难。

但是申请「生产补贴」的话，由
健康保险支付补助费作为生活补
贴。

申请「生产补贴」，可以向所加入的
各健康保险窗口邮寄申请书。
持有健康保险协会保险证的人，请在网站上下载并打印申
请书，填写后邮寄到所加入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
日后，补助费将被汇入指定的帐户中

因生孩子请假休息不发工资时
～生产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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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对象】
因生孩子请假没有上班，
并且在这期间没有领取工资的被保险人

【手续方法】
填写在健康保险协会网站上打印的申请书，
然后邮寄

【支付金额】
・最近12个月的工资※平均额的2/3
・产前42天＋产后56天
（※工作单位向社会保险申请的工资总额。

与到手的金额不一致。）

【汇款处】
被保险者名义的帐户

【注意事项】
①必须在「医院」拿到申请书上的
「生产事实证明」
②必须在「工作单位」拿到申请书上的
「停业并没有支付工资的证明」

因生孩子请假休息
不发工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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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如果因生病或受伤长期不工作，
工资就无法支付，生活费也会很困难。

但是申请「伤病补贴」的话，
由健康保险支付补助费作为生活补贴。

申请「伤病补贴」，可以向所加入的
各健康保险窗口邮寄申请书

持有健康保险协会保险证的人，
请在网站上下载并打印申请书，
填写后邮寄到所加入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
日后，补助费将被汇入指定的帐户中

因病请假不发工资的时候
～伤病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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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因病请假不发工资的
时候

【对象】
因生病或受伤（工作上的疾病和受伤除外）
休息了4天以上，并在此期间没有领取工资的被保险人

【手续方法】
填写在健康保险协会网站上打印的申请书，然后邮寄

【支付金额】
・最近12个月的工资※平均额的2/3
・最长可获得1年6个月的补贴
（※工作单位向社会保险申请的工资总额。

与到手的金额不一致。）

【汇款处】
被保险者名义的帐户

【注意事项】
①必须在「医院」拿到申请书上的

「不能工作的证明」
②必须在「工作单位」拿到申请书上的

「停业并没有支付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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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去世的时候
～埋葬费用制度～

加入健康保险的人去世时，
可以得到埋葬费用

申请「埋葬费用」，可以向所加入的
各健康保险窗口邮寄申请书。

持有健康保险协会保险证的人，
请在网站上下载并打印申请书，
填写后邮寄到所加入协会的都道府县支部。
日后埋葬费用将汇到所指定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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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对象】
因疾病或受伤去世的健康保险加入者

（工作上的疾病和受伤除外）

【手续方法】
填写在健康保险协会网站上打印的申请书，然后邮寄

【支付金额】
50,000日元

【汇款处】
家属去世的话 →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去世的话 →有维持生计关系的家属

【注意事项】
仅限于被保险人去世的情况，
即使和维持生计没有关系，
也可以由埋葬的人提出申请。
但那种情况的支付金额是50,000日元以内实际
埋葬所花的费用。

去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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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忘带保险证的时候
～疗养费～

加入者在没有带保险证的情况下去医疗机构就诊
时，请先全额支付医疗费（10成）。
之后，向加入的健康保险提出申请的话，
一部分费用会被作为「疗养费」返还。

※只有正在办健康保险的手续保险证还没有送到
等，健康保险认可的理由的情况下才会支付。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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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忘带保险证的时候
～疗养费～

【对象】
健康保险协会加入者

【手续方法】
请从健康保险协会的网站上下载「疗养费支付申请书

（代替支付金等）」，并印刷。
把申请书和必要的文件邮寄给所加入的健康保险协会的支部。

【必要文件】

○收据
○诊疗明细表（必须有伤病名记载）

※必要文件请附上原件

【汇款处】
被保险人名义的帐户

【注意事项】
保险外诊疗不属于「疗养费」的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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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作为对象的器具 不作为对象的器具

健康保险
加入者

紧身胸衣

关节固定器
假肢（手）·假肢（脚）
·假眼
弹性衣

助听器
牙套（嘴子，护齿套）
等等

儿童
（ 9 岁 未

满的健康
保险加入
者）

眼镜

隐形眼镜
（儿童弱视等的

治疗目的）

购买治疗器具时
～疗养费～

根据医生的指示制作器具时，首先要向器具商支
付全部费用（10成）。之后，向加入的健康保险
申请的话，一部分费用会被作为「疗养费」返还。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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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对象】
健康保险协会加入者

【手续方法】
请从健康保险协会的网站上下载「疗养费支付申请书（治疗用

器具）」，并印刷。
把申请书和必要的文件邮寄给所加入的健康保险协会的支部。

【必要文件】
○购买器具时的收据

○健康保险医生的证明书等
○患者的检查结果（儿童弱视等治疗目的的情况）
○器具的实物照片（鞋类器具的情况）

※必要文件请附上原件

【汇款处】
被保险人名义的帐户

【注意事项】
○支付的金额会根据年龄而不同。

○因受伤而购买器具的话，「受伤原因报告」也是必要的。
（因业务上、上班途中受伤的人不能使用健康保险。）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购买治疗器具时
～疗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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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在海外生病或受伤时
～海外疗养费～

在海外旅行或工作出差时，因突然生病或受伤去
当地医院就诊，全额负担了医疗费的情况下，之
后，向所加入的健康保险申请的话，费用的一部
分会被作为疗养费返还。

※以治疗疾病或创伤为目的的出国，并前往国外
的医院的情况，不能作为支付对象。

※不以在海外支付的费用为基准，而是以在日本
国内治疗时的治疗费为基准来决定支付额。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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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对象】
健康保险协会加入者

【手续方法】
请从健康保险协会的网站上下载「海外疗养费支付申请书」

「同意书」，并印刷。
把申请书及同意书和必要的文件邮寄给健康保险协会的
神奈川支部。

【必要文件】

○诊疗内容明细表
○收据明细表
○在当地支付的收据
※外语文件请添加翻译资料
※请添加原件
○证明就诊者出国期间的文件（例如：护照的复印件）

【汇款处】
被保险人名义的帐户

※不可以向海外帐户汇款

【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了在日本国内没有成为保险诊疗的医疗行为和药物

的话，不能成为支付对象。（美容整形等）
○受伤的情况下，「受伤原因报告」也是必须的。

这是医疗保险制度的一般说明。
也有例外情况，请事先谅解。

在海外生病或受伤时
～海外疗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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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将此贴纸贴于保险证或用药手册上，无须使用
口头说明，也能向医疗机构表达希望使用通用
名药物（非专利药）的意愿。
即便因不擅长日语而无法向医院说明也没问题
请通过工作单位与全国健康保险协会联系
会向您寄送“希望使用通用名药物
（非专利药）”的贴纸。

・如希望使用通用名药物（非专利药），
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通用名药物（非专利药）是国家承认在药效及安全
性方面与品牌药（专利药）同等的廉价药，
可减轻药费负担。

・并非所有药品都存在通用名药物（非专利药）
・适用病症以及药效不同，或者无库存等情况下，

可能无法变更。

变更为通用名药物（非专利药），
药费会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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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变更为通用名药物
（非专利药），药
费会变便宜

即便因不擅长日语
而无法向医院说明
也没问题

将此贴纸贴在保险证上可减轻药费负担

“希望使用通用名药物
（非专利药）”的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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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性2

「全国健康保险协会的
健康检查指南」

为把握您的健康状况，
请接受每年1次的健康检查！

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对部分检查费
用提供补助。

敬请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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