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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たなばた）
七夕节是每年 7 月 7 号举办的一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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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陆制度（外国人登陆证明书）和「新的在留管理制度」

外国人登陆制度（外国人登陆证明书）将在２０１２年被废除。日本政府为强化外国人的居
住管理，废除外国人登陆制度并对「新居住管理制度」和「外国人台帐制度」进行变更和说
明。居住管理是入国管理局的工作范围，内容包括居住许可等。
「新居住管理制度」废除了以前市町村发行的外国人登陆证明
书，入国管理局现在的工作不仅包括以前的工作内容， 还增加了一项---发行居住卡。这项新制度使市町村能更好掌握外国
籍居民的情况，因此出台了「外国人台帐制度」
，以便市町村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市民提供行政服务。目前市町村正在以个人为
单位来制作「外国人台帐制度」，现在的外国人登陆原票将和住民基本台帐一样记录，结合住民基本台帐网将全国的市町村的
外国人的情报共有，这样日本人配偶者的家庭情况也都能被掌握。例如，日本人的丈夫和外国人的妻子结成的家庭，这种家
庭属于混合家庭，有了「外国人台帐制度」市町村就能很好掌握各家庭情况了。
随着「新居住管理制度」的导入，在留期间（3 年-5 年）的延长及在留资格的制度都有了相应修改（取消了留学和就学的区
别，统一定为留学）
。这些制度的修改将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下出台。具体说明一下「外国人台帐制度」的「对象内外国人的范
围」，外国人登陆与在留资格无关， 没有在留资格也一样可以登陆。但「外国人台帐制度」只是针对拥有「在留卡」的外国
人，只有拥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才能在入管局拿到「在留卡」
，没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不能享受市町村进行的行政服务。即
使已经登录的外国人，没有在留资格仍然会被新出台的「外国人台帐制度」剥夺权利。目前市町村为单位实行的服务也将根
据新制度执行，一些住民将不能享受服务。
关于特别永住者，以后也将和现在一样在市町村的窗口发给与「外国人登陆证明书」一样的「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
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是指依法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超过了许可的在留期间，但现在还希望在此在
留资格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某项工作、活动或希望依据此在留资格保持某种身份和地位而提交的申请。
【永驻者】以外的在留资格都有在留期限限制。入管发表的“在留资格的变更、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的
方针’’在平成 22 年 3 月有所更改，自平成 22 年 4 月 1 日起申请更新时需要提交保险证。这项措施
是希望促进外国人加入社会保险，但若没有保险证也不会对您的在留资格的变更有影响。

社会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
＜社会保险＞
有就业资格的外国人可以通过公司加入社会保险。短期滞留者或超过在留期限的外国人不能加入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有健康保险和厚生年金两种。无论公司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加入。公司中除部分员工外，其他人都是保险的对象。
保险金额根据员工工资多少支付，员工和公司各支付一半。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
不能加入公司健康保险的人，可以加入居住地市区町村政府机构的国民健康保险。办理了外国人登陆手续并在日本在留 1 年
以上的外国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年金。在日本在留一年以上的留学生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虽然加入保险后
每月都必须支付保险金额，但留学生如果申报没有工资所得的情况下，保险金额可以减去 60%。没有在留资格或短期滞在的外
国人不能加入此保险。外国人可以携带外国人登陆证到市政府的保险窗口办理手续。在留期间为 1 年、具有留学资格的留学
生虽然可以直接加入保险，有些市区町村的政府机构会要求【就学】资格的留学生提交【记录有在留期间的就学证明书】。
一起居住的亲属也可以一起加入保险。请确认健康保险证上是否记载亲属的名字。搬家后请在 14 天之内到新住所所属的政府
机关提交国民健康保险证并领取新的保险证。

＜年金退出补助金＞
在日本加入年金的外国人，若在出国后 2 年之内申请，可以拿到年金退出补助金。补助金的金额根据您被保险期间已经支
付的保险金额返还，但要满足以下条件:
・不是日本国籍

・已经支付厚生年金保险或国民保险 6 个月以上

・不在日本居住

・没有被支付年金（包括残疾扶助金）的权利

申请手续
（１）可以在社会保险事务所或政府机关拿到申请表。
（２）申请表需要附有年金手册（原件）、护照的复印件（具体需要复印有出国年月日、姓名、出生年月日、国籍、签名的
页面）及银行账户的复印，出国后可以将资料邮寄到社会保险业务办理中心。

关于搬家
搬家时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非常繁琐。但是如果能有条理地区分好搬家前要办理的手续和搬家后要办理的手续，就能
更好地提高效率。

①向市町村提交的搬家申告

这个申告需要提前 2 个星期提交

★搬入、搬出申告
一般来说，决定搬家后就需要去现居住的政府机关提交搬出证明书，然后携带驾照、护照等本人证件到新住所所属政
府机关递交证明书，即可完成搬入手续。搬入申告需在搬出后 14 天内办理。
【如果需要邮寄】
搬出手续不要求一定在机关窗口办理，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办理。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申告没有固定的模式， 只需写出搬出人的住所、姓名、出生年月、联络地址、电话号码、搬出预定日、旧住址、旧户主姓
名、新住所（请注明能接收邮寄物品的人的姓名）、新户主及所有搬出旧住所的人的姓名的资料
※请同时邮寄回信用的信封(写上回信的地址并贴上邮票)
※印章登陆证明（仅限登陆过印章的市民）
※国民健康保险证（仅限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市民）
※驾照、护照等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资料的复印件（没有驾照和护照的人请来咨询）
※邮寄地址 394-8510 長野県岡谷市幸町８番１号 岡谷市役所 市民生活課
★ 国民健康保险
目前居住的市町村是国民健康保险金的收集者，因此搬家后必须返还保险证并到新住所所属政府办理相关手续。办理手续
时需要携带印章和搬出证明书，并在搬出 14 日内办理。
★国民年金
不需要办理搬出手续，但需要携带年金手册去新住所所属市町村政府机关办理国民年金住所变更的手续。有些政府机关住民
票变更后，国民年金的住所变更手续会自动进行。
★印章登陆的停止手续
递交搬出申告后，市町村政府机关会自动将登陆过的印章消除。因为要收回印章登陆证，请不要忘记携带。搬入新居需要
印章登陆证明时请带上印章和本人证件到新居附近的政府机关重新申请。
★ 电动自行车登陆手续的变更
关于电动自行车的登陆手续及报废问题的处理,市町村有专门对应窗口。只需携带印章和车牌、标识颁布证书即可办理手续。
各市町村办理手续处理方法不同，请提前确认。

②向供电局、煤气公司、自来水科室提交的申告

这些申告需在搬家一周前提交

★电
可以直接拨打发票和电表票上的电话或直接在网站上办理必须的手续 。办理业务时需要您提供发票和电表票上的顾客
号码，请保存好。特殊情况下，会有专门人员同行。
★煤气
煤气和电的变更手续一样，可以直接打电话或在网站上进行。煤气的闭栓必须有专门人员同行，开栓因为要确认或调整
作业，也需要有专门人员同行。
★自来水开栓、闭栓、名义人变更
自来水需要开栓、闭栓或名义人变更时，需要到自来水科室办理手续。
开始使用自来水时需要有政府人员同行，手续费是 1300 日元（一般下午办理业务）。
停止使用自来水时请知道新住所地址和联络地址的市民办理搬出手续，手续费是 1300 日元。
名义人变更时，知道新旧名义人姓名和住所、联络地址的市民都可以免费办理搬出手续。
自来水需要开栓、闭栓或名义人变更时，请提前 2—3 天直接打电话或发传真到自来水科。收不到
搬出申告会造成很多麻烦，周末和节假日、新年初始自来水科休息。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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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与 NTT、网络服务公司联系
关于 NTT 电话业务的办理,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16）或网络申请。施工都是预约制，请尽早申请。现在您可以 7 日内同时
使用新住所和旧住所的电话，还可以享受将打往旧电话号码的电话免费转接给新电话的服务。（3 个月）
联系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变更的手续可以在完成电话回线移动的手续后尽快进行。如果您搬家后希望立刻就能使用网络，
请在 1 个月前进行申请。施工所需时间、费用和手续根据网络公司不同也各不相同，请具体咨询网络公司。电话回线的施工
也一样，您会被询问新居的地址和施工希望日期及现在的服务状况等，请事先确认。

④向金融机关提交搬出申告 有些手续需要搬家后才开始办理
银行和邮局的住所变更申报可以通过网络、电话、邮送、电视电话（夜间或周末都可以进行）等
方法进行。有些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同，您可以选择最方便的方法办理。住址变更的手续一般是在搬
家后办理。
信用卡公司的住址变更手续可以通过网上、电话、邮送及服务柜台办理。通过邮送办理变更手续
时请在搬家前打电话确认一下，因有些资料还会邮寄到您以前登陆的地址。各种保险公司同样需要
您提交搬出申告。

⑤汽车及摩托车的登陆变更手续
汽车、电动二轮车（251cc～）、轻二轮车都必须在搬出后 15 日内办理登陆变更手续。汽车的登陆变更手续如下所示
※确定保管场所（车库）
※办理车库证明（可在管辖的警察局办理）
※拿到车库证明（管辖的警察局）
※办理汽车登陆变更手续（可在管辖的运输支局、汽车检查登陆事务所）
※所需资料：申请书、手续费支付书、住民票的副本、印章、车库证明等
关于电动二轮车（251cc～）
、轻二轮车的住所变更和汽车一样，必须在搬家后到所属运输支局办理
手续，但所需的资料不同。轻型汽车需要在轻型汽车检查协会办理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