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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后期高龄者医疗主管课

本冊子记载了截止于2017年6月最后一天的制度内容。今后，记载内容可能会因修改制度而与现行制度出现不同之处。
请给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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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业务、保健事业（体检等）、
医疗费通知、检查医疗费明细表等
相关事宜

广域联合的预算、事务局庶务、
宣传、广域联合议会等相关事宜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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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请防备汇款欺诈和诈取个人信息等行为！

伪装成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职员，诈取还付金的案件时有发生！若遇到有

关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可疑电话或来访等情况时，绝对不要立即服从其

指示，请向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确认询问。万一受害时，请迅速

向警察署报案。

●关于在医疗机构看病和在药店拿药

现在，轻症患者在休息日和夜间到急救医疗机构看病的情况有所增加，加

大了需要紧急治疗的重症患者的治疗难度。因此，为了使大家能够放心看

病，请注意下列事项。

☆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在平日的时间内看病。

☆有经常看病的医生，如有担心的症状，首先向其咨询。

☆重复检查和下药，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请避免因同样的疾病到多

家医疗机构看病。

☆药物剩下时或利用普遍可以降低费用的仿制药品，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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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高龄者医疗费负担的结构 】

被保险者的保险费　约10% 公费（约50%）

后期高龄者支援金　约40%
［现役劳动人员（未满75岁者）的保险费］

国家：都道府县：市区町村

＝４：１：１

<负担比率>

窗口负担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旨在凝聚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撑面向75岁以上者的医

疗服务。

　在医疗所需费用中，窗口负担之外的部分，由公费、现役劳动人员（未满

75岁者）提供的支援金、被保险者交纳的保险费（高龄者的保险费）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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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期 高 齢 者 医 療 被 保 険 者 証

有効期限

被保険者番号

平成３０年７月３１日

○ ○ ○ ○ ○ ○ ○ ○

△△市△△町△△丁目△番△△号

昭和□□年□□月□□日
平成○○年○○月○○日
平成○○年○○月○○日
平成○○年○○月○○日

○割

印
× × × × × × × ×

大阪府後期高齢者医療広域連合
電話：06-4790-2028

広域 太郎

住 所

氏 名

生年月日

資格取得年月日

発 効 期 日

交 付 年 月 日

一 部 負 担 金
の 割 合

保 険 者 番 号
並 び に 保 健
者 の 名 称
及 び 印

被

　保

　険

　者

适用对象

注 意 事 项

所有75岁以上者 （备注1）

65岁至74岁者中，经申请后，

由广域联合认定有一定残疾（备注2）者

75岁以上者，不管以前所加入的医疗保险的类别如何，均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

保险者。

（备注1）

（备注2）何谓一定残疾程度？

•国民年金法等规定的残疾年金等级：1、2级
•身体残疾者手册：1、2、3级，以及属于4级的部分情况
•精神残疾者保健福利手册：1、2级
•疗育手册：A

起始时间

自75岁生日之日起

自得到广域联合认定之日起

适用对象（被保险者） 被保险者证

○生活保护费领取者不属于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者。（不在适用范围之内）

○被认定有一定残疾的65岁至74岁者，在其认定后到75岁之前，也可以在将来撤回后期

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残疾认定申请。届时必须提出撤回申请，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主管

部门咨询。

※身体残疾者手册和残疾年金领取资格等不会因提出撤回申请而失效。

○被保险者将居民卡迁移到其他都道府县时，原则上变为迁入地的都道府县广域联合的

被保险者。但因入住福利设施或长期住院等而将居民卡迁移到其他都道府县内设施或

医院等时，仍将继续为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被保险者。（居住地特例）

○加入受雇者保险的被保险者本人或其被抚养者变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者

时，请通过工作单位等进行资格丧失等的申报。

　被保险者如有未满75岁的抚养家属，此人就要单独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等，届时请到

市区町村等的主管部门办理必要的手续。办理手续时必须准备印章(手戳)和原加入保

险的资格丧失证明书等。

每一位被保险者都将获得有关部门发放的一张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在此被保险

者证上记载有自行负担比例（“10%”或“30%”）和有效期限等。在医院等接受诊疗时，请

务必出示。

而且，被保险者证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8月1日至第二年的7月31日。新的被保险

者证将在7月下旬之前寄送，收到当日即可使用。旧的被保险者证尽可能返还给市区町村

主管部门或由您自行撕毁。

※即将满75岁的高龄者，在生日的前一个月会收到被保险者证。生日之后，至今为止加入

的国民健康保险和公司的健康保险等被保险者证将不能使用。

领取之后，请马上确认记载内容。

记载内容有误等时，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

提出。

因丢失或破损而无法使用时可以申请重新领取，请向

居住地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

因迁往外县等而丧失资格时，请立即将被保险者证退

还给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另外，在年度当中如果负担

比例或住址等发生变动时，填写事项变动后的被保险

者证送达之后，请归还原先持有的被保险者证。
※每年8月更新被保险证时，

　会改变被保险者证的颜色。

　（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为桃色。)

请务必保管在身边，以便能够随时使用。

确认

使用注意事项

保管

重新发放

退还

·不能使用被保险者证的复印件。

·请绝对不要让其他人使用自己的保险证。（违犯者将依法惩处）

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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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器移植相关法律修订后，为了加深公众对移植医疗的理解，从2010年7月起，开始在医

疗保险被保险者证和驾驶执照等证件中设“关于提供脏器的意愿表示栏”，开展普及宣传

工作。

“脏器移植”是对由于疾病或事故造成脏器功能低下后，只能靠移植进行治疗的人，为其

移植他人出自善意而提供的脏器，并使其身体恢复功能的医疗手段。在日本，由于提供脏

器者比登记希望移植脏器的人少，许多人目前处于等待移植的状态。

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依照法律的宗旨，自2011年8月起，在被保险者证背面

设“提供脏器的意愿表示栏”，请予以理解和协助。

■关于“提供脏器意愿表示栏” ◎填写方式

○是否表示提供脏器的意愿，是由被保险者本人决定的，并非规定必须填写。

而且，也不会因为是否填写或填写内容如何，造成診疗等内容的变化。
○表示提供脏器的意愿时，并无年龄上限限制要求。高龄者或因疾病服药的任何人都可

以填写，以前还有70多岁的人士提供脏器。

但是，因癌症等疾病身故的情况下，有时可能无法提供脏器，实际提供脏器时，将实施

医学检查，再行判断。

○提供之时，毕竟是出于善意无偿提供，因此，脏器提供者无需承担任何提供所涉及的费

用。

○若是不想让他人知道自己所表示意愿的内容，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备有意愿

表示栏保护贴膜（采用邮寄方式时，放在信封里一同寄上。），请您放心使用。

◎关于提供脏器的意愿表示

有关脏器提供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脏器移植网络的网站。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脏器移植网络

　　　免费电话：0120－78－1069

　　　网站：http://www.jotnw.or.jp

①

①意愿选择

请在符合自己意愿的项目号上画○，仅限一个项目。

●请有意愿提供脏器的人士在 1或 2上画○。

⇒请看　②　③　④
●请不愿意提供脏器的人士在 3上画○。

⇒请看 ④

③填写特别事项栏

·对于在1或2上画○，且愿意提供皮肤、心脏瓣、血管、骨骼等组织的人士，

　可以填写“全部”或者“皮肤”“心脏瓣”“血管”“骨骼”等内容。

·希望优先提供给亲属的情况下，可以填写“亲属优先”。

（优先提供给亲属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有时可能不能成为移植对象。）

④签名等事项

请本人亲笔签名，并填写签名的年月日期。如果可能的话，请知晓本人填写

此意愿表示栏的家人也签名，以示确认。

②选择不愿意提供的脏器和填写特别事项栏

对于在1或2上画○的人士，若有不愿意提供的脏器，请在该脏器上画×。

可提供的脏器分别为以下内容。

【脑死亡后　：　心脏、肺、肝脏、肾脏、胰脏、小肠、眼球】

【心脏停跳死亡后　：　肾脏、胰脏、眼球】

②

③

④

被保险者证

注　意　事　項

備考

1　 この証の交付を受けたときは、大切に保管してくだ
さい。
2　 保険医療機関等において診療を受けようとするとき
は、必ずこの証をその窓口で渡してください。

1．私は、  脳死後及び心臓が停止した死後のいずれで
も、移植の為に臓器を提供します。

2．私は、心臓が停止した死後に限り、移植の為に臓器
を提供します。

3．私は、臓器を提供しません。
《１又は２を選んだ方で、提供したくない臓器があれ
ば、×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
【心臓・肺・肝臓・腎臓・膵臓・小腸・眼球】
〔特記欄：　　　　　　　　　　　　　　　　 〕

※ 以下の欄に記入することにより、臓器提供に関する
意思を表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記入する場合は、1か
ら 3までのいずれかの番号を○で囲んでください。

署名年月日：
本人署名（自筆）  ：

家族署名（自筆）  ：

年 月 日

じん す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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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费

保险费由全体被保险者等额负担的“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和根据所得负担的“所得分

配额”构成，将向每个被保险者征收。

确定保险费的标准（保险费率）由各都道府县的广域联合分别根据相关条例，每隔2年

调整一次。在大阪府府内，无论居住在哪一个市区町村，均适用同一标准。

（备注1）保险费的年额上限为57万日元。

（备注2）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是从上年的总所得额和山林所得额以及其他所得分开计算的

所得额（作为分开征税所申报的股票转让所得及分红所得、土地等的转让所得等）

的合计额扣除了33万日元基础扣除额之后的金额。（不扣除杂项损失的上期结转

扣除额。）

年度中途变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者时，保险费应如何计算？

自被纳入该制度之月起，按月分摊计算保险费。

而在年度中途丧失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资格时，截至丧失资格之月的前一个

月，按月分摊计算保险费。

■保险费的确定方法

◎对于低所得者适用保险费减轻措施。

（市町村已掌握所得情况时无需进行申请等，但是未掌握时，则必须进行简易申报。）

※基础扣除额等的数值可能会因今后的税法等修改而变动。

※判断总所得金额等是否属于减轻范围时，不适用税法所规定的专职人员扣除、转让所得特别扣除等措施。

※与国民健康保险相同，暂时享受对年金收入的公共年金扣除措施的65岁以上者，从公共年金等所得金额中扣除15

万日元，进行减轻判定。

※即便在户主不是被保险者的情况下，该户主的所得也属于减轻判定对象。

※关于估算例子，请参照第10页（单身家庭）、第11页（后期高龄者夫妻二人家庭）。

※自2017年度起，扩大了50%及20%的减轻对象范围。

①属于②栏条件的被保险者，并且同一家庭内的所有被保险
者的所得均为0日元时（但是，公共年金等扣除额按80万
日元计算）

②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基础
扣除额（33万日元）时

③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
　【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27万日元×被保险者人数】时

④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
　【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49万日元×被保险者人数】时

■适用保险费减轻措施的条件

①减轻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

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之后，将发生如下变化。

简单问答 Ｑ＆Ａ

◎保险费的确定方法（2016、2017年度）

保险费
（年额）

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 +被保险者人均额

51,649日元

所得分配额

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备注2）

× 所得分配率 10.41％

（备注1）

主要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的计算方法

 1） 工资所得 
      （工资收入额－工资所得扣除额）－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2） 公共年金（养老金）所得
      （年金收入额－公共年金等扣除额）－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3） 其他所得
      （收入额－必要经费）－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如有多�所得，基�扣除�只适用一次。

Ｑ
Ａ

根据家庭的所得水平减轻保险费的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

所 得 的 判 定 分 类
减轻
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年额）

90％

85％

50％

20％

5,164日元

7,747日元

25,824日元

41,319日元

○曾经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或国民健康保险组合者以及公司的健康保险被保险者⋯⋯

由国民健康保险或健康保险的保险费改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保险费。

○曾经为公司的健康保险或共济组合、船员保险被保险者的被抚养者⋯⋯

要重新负担保险费。（有减轻保险费的措施。请参阅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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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扣除额等的数值可能会因今后的税法等修改而变动。

※判断总所得金额等是否属于减轻范围时，不适用税法所规定的专职人员扣除、转让所得特别扣除等措施。

※与国民健康保险相同，暂时享受对年金收入的公共年金扣除措施的65岁以上者，从公共年金等所得金额中扣除15

万日元，进行减轻判定。

※即便在户主不是被保险者的情况下，该户主的所得也属于减轻判定对象。

※关于估算例子，请参照第10页（单身家庭）、第11页（后期高龄者夫妻二人家庭）。

※自2017年度起，扩大了50%及20%的减轻对象范围。

①属于②栏条件的被保险者，并且同一家庭内的所有被保险
者的所得均为0日元时（但是，公共年金等扣除额按80万
日元计算）

②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基础
扣除额（33万日元）时

③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
　【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27万日元×被保险者人数】时

④同一家庭内的被保险者和户主的总所得金额等未超过
　【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49万日元×被保险者人数】时

■适用保险费减轻措施的条件

①减轻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

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之后，将发生如下变化。

简单问答 Ｑ＆Ａ

◎保险费的确定方法（2016、2017年度）

保险费
（年额）

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 +被保险者人均额

51,649日元

所得分配额

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备注2）

× 所得分配率 10.41％

（备注1）

主要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的计算方法

 1） 工资所得 
      （工资收入额－工资所得扣除额）－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2） 公共年金（养老金）所得
      （年金收入额－公共年金等扣除额）－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3） 其他所得
      （收入额－必要经费）－基础扣除额（33万日元）

※如有多�所得，基�扣除�只适用一次。

Ｑ
Ａ

根据家庭的所得水平减轻保险费的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

所 得 的 判 定 分 类
减轻
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年额）

90％

85％

50％

20％

5,164日元

7,747日元

25,824日元

41,319日元

○曾经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或国民健康保险组合者以及公司的健康保险被保险者⋯⋯

由国民健康保险或健康保险的保险费改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保险费。

○曾经为公司的健康保险或共济组合、船员保险被保险者的被抚养者⋯⋯

要重新负担保险费。（有减轻保险费的措施。请参阅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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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计算示例  （2017年度）

减轻公司健康保险等的被抚养者（以前未负担过保险费者）的
保险费

②减轻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征收对象中，计算所得分配额所需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为58万

日元以下（只有年金收入时为211万日元以下（备注））者，2017年将所得分配额一律

减轻20％。

　（备注）适用于截至有收入年份的12月31日为65岁以上者。

　※2018年度以后根据保险费的算定减轻所得分配额的措施将被取消。

　在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前一天为公司健康保险或共济组合、船员保险的原加

入者的被抚养者，目前不被征收所得分配额，且2017年度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减轻

70%。

※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之日的前一天为止,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组合者不属于减轻

措施的对象。

※根据家庭所得属于减轻均等分配额的90%或者85%者，适用于各自的减轻百分比。

※关于2018年度的保险费的算定，被保险者的均等分配额将减轻50％。另外，关于2019年度以后

的年度保险费的算定，只限取得资格后不到2年的期间内，被保险者的均等分配额将减轻50％

听说，以前为孩子公司的健康保险等的被抚养者，变为后期高龄者医疗
制度对象后，保险费额可以只交均等分配额的30%，为什么收到的通知
上却是减轻之前的保险费额？

即便是公司健康保险等原加入者的被抚养者，当初收到保险费额通知为减轻之前
的金额。这是因为向原加入组织出被抚养者变动（丧失）申报之后，需要2～3个

月的确认时间。一经确认，就马上减轻保险费额，并寄去保险费额变更通知书。

已经用与当初的保险费额通知书一并寄去的交费单交纳时，一经确认属于公司健

康保险等原加入者的被抚养者，将会细算已交纳的保险费。

※如果到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索取“受雇者保险的被抚养者申请书”之后提交的话，可以缩

　短减轻保险费额的时间。

简单问答 Ｑ＆Ａ
Ｑ

Ａ

◎ 单身家庭（只有年金收入）时

80万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减轻90%

5,164日元

5,164日元

168万日元

48万日元

15万日元

15,615日元

减轻20%

12,492日元

减轻85%

7,747日元

20,239日元

195万日元

75万日元

42万日元

43,722日元

减轻20%

34,977日元

减轻50%

25,824日元

60,801日元

217万日元

97万日元

64万日元

66,624日元

66,624日元

减轻20%

41,319日元

107,943日元

300万日元

180万日元

147万日元

153,027日元

153,027日元

51,649日元

204,676日元

年金收入额

所得额

计征保险费的

所得额

减轻前的

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

所得分配额 ①

被保险者均等分

配额的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 ②

保险费总额

①＋②

公共年金收入额

不到 330万日元 

330 万日元以上，不到 410 万日元

410 万日元以上，不到 770万日元

770万日元以上

120 万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25 ＋ 37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15 ＋ 78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05 ＋ 155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等扣除额

※显示金额为年额。

※按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所得分配率10.41％计算。

※所得分配额和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中出现不到1日元的尾数时舍去。

※关于公共年金等扣除额的计算方法，请参阅下表。

※遗属年金等非课税年金不计入保险费的征收对象收入额当中。

※上述公共年金等扣除额适用于截至有收入年份的12月31日为65岁以上者。

＜参考＞所得分配额的计算方法示例　（年金收入不到330万日元时）

（年金收入额 － 120万日元 － 33万日元）×10.41％

（公共年金等扣除额） （基础扣除额） （所得分配率）

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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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计算示例  （2017年度）

减轻公司健康保险等的被抚养者（以前未负担过保险费者）的
保险费

②减轻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征收对象中，计算所得分配额所需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为58万

日元以下（只有年金收入时为211万日元以下（备注））者，2017年将所得分配额一律

减轻20％。

　（备注）适用于截至有收入年份的12月31日为65岁以上者。

　※2018年度以后根据保险费的算定减轻所得分配额的措施将被取消。

　在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前一天为公司健康保险或共济组合、船员保险的原加

入者的被抚养者，目前不被征收所得分配额，且2017年度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减轻

70%。

※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之日的前一天为止,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组合者不属于减轻

措施的对象。

※根据家庭所得属于减轻均等分配额的90%或者85%者，适用于各自的减轻百分比。

※关于2018年度的保险费的算定，被保险者的均等分配额将减轻50％。另外，关于2019年度以后

的年度保险费的算定，只限取得资格后不到2年的期间内，被保险者的均等分配额将减轻50％

听说，以前为孩子公司的健康保险等的被抚养者，变为后期高龄者医疗
制度对象后，保险费额可以只交均等分配额的30%，为什么收到的通知
上却是减轻之前的保险费额？

即便是公司健康保险等原加入者的被抚养者，当初收到保险费额通知为减轻之前
的金额。这是因为向原加入组织出被抚养者变动（丧失）申报之后，需要2～3个

月的确认时间。一经确认，就马上减轻保险费额，并寄去保险费额变更通知书。

已经用与当初的保险费额通知书一并寄去的交费单交纳时，一经确认属于公司健

康保险等原加入者的被抚养者，将会细算已交纳的保险费。

※如果到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索取“受雇者保险的被抚养者申请书”之后提交的话，可以缩

　短减轻保险费额的时间。

简单问答 Ｑ＆Ａ
Ｑ

Ａ

◎ 单身家庭（只有年金收入）时

80万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减轻90%

5,164日元

5,164日元

168万日元

48万日元

15万日元

15,615日元

减轻20%

12,492日元

减轻85%

7,747日元

20,239日元

195万日元

75万日元

42万日元

43,722日元

减轻20%

34,977日元

减轻50%

25,824日元

60,801日元

217万日元

97万日元

64万日元

66,624日元

66,624日元

减轻20%

41,319日元

107,943日元

300万日元

180万日元

147万日元

153,027日元

153,027日元

51,649日元

204,676日元

年金收入额

所得额

计征保险费的

所得额

减轻前的

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

所得分配额 ①

被保险者均等分

配额的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 ②

保险费总额

①＋②

公共年金收入额

不到 330万日元 

330 万日元以上，不到 410 万日元

410 万日元以上，不到 770万日元

770万日元以上

120 万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25 ＋ 37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15 ＋ 78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收入额 × 0.05 ＋ 155 万 5千日元

公共年金等扣除额

※显示金额为年额。

※按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所得分配率10.41％计算。

※所得分配额和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中出现不到1日元的尾数时舍去。

※关于公共年金等扣除额的计算方法，请参阅下表。

※遗属年金等非课税年金不计入保险费的征收对象收入额当中。

※上述公共年金等扣除额适用于截至有收入年份的12月31日为65岁以上者。

＜参考＞所得分配额的计算方法示例　（年金收入不到330万日元时）

（年金收入额 － 120万日元 － 33万日元）×10.41％

（公共年金等扣除额） （基础扣除额） （所得分配率）

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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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金额为年额。

※按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所得分配率10.41％计算。

※所得分配额和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中出现不到1日元的尾数时舍去。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纳方法

特别征收 从年金中扣除交纳

【可以将特别征收（从年金中扣除交纳）变更为转账交纳】

◎后期高龄者夫妻二人家庭
　（只有年金收入）时
　＊（户主＝丈夫或妻子）时

80万日元

79万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减轻90%

5,164日元

5,164日元

5,164日元

5,164日元

10,328日元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合计

168万日元

79万日元

48万日元

0日元

15万日元

0日元

15,615日元

0日元

减轻20%

12,492日元

0日元

减轻85%

7,747日元

7,747日元

20,239日元

7,747日元

27,986日元

222万日元

 79万日元

102万日元

0日元

69万日元

0日元

71,892日元

0日元

71,829日元

0日元

减轻50%

25,824日元

25,824日元

97,653日元

25,824日元

123,477日元

266万日元

 79万日元

146万日元

0日元

113万日元

0日元

117,633日元

0日元

117,633日元

0日元

减轻20%

41,319日元

41,319日元

158,952日元

41,319日元

200,271日元

300万日元

79万日元

180万日元

0日元

147万日元

0日元

153,027日元

0日元

153,027日元

0日元

51,649日元

51,649日元

204,676日元

51,649日元

256,325日元

年金收入额

所得额

计征保险费的

所得额

减轻前的

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

所得分配额①

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②

保险费总额

①＋②

●例中妻子的年金收入额79万日元为基础年金金额

根据年金（养老金）领取额等分为“特别征收（从年金中扣除交纳）”和“普通征收”两种。

保险费的征收事务由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办理。

原则上，一年领取18万日元以上的年金者，在每年分6次发放年金的月份，直接从年金

中扣除。

目前选择特别征收交纳保险费者，或者接到特别征收开始通知者，若希望以后改为

转帐方式交纳，可以通过申请选择转帐方式交纳。

※手续办理方法等，请向所居住地的市区町村的主管部门确认。

※特别征收的中止时期将根据申请时期而定。

普通征收

不属于特别征收对象者，在市区町村规定的交费期限（每年7月至翌年3月，共9期）内

通过转账或交费单（交纳通知单）等方式交纳保险费。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和护理保险费的合计额超过年金领取额的二分之一时，将

变为普通征收（请参阅第13页 “保险费征收方法确定示例”部分）。此外，即便属

于特别征收的对象，也可能会根据情况变为普通征收。

※因为在年度内到达年龄等而取得资格者或迁入者，在一段时间内将按普通征收来

交纳。

（备注）领取多项年金者，在年额为18万日元以上的年金中，将选择优先顺序靠前的一项年金

作为特别征收的对象。

通过转帐或用交费单等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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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金额为年额。

※按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51,649日元、所得分配率10.41％计算。

※所得分配额和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中出现不到1日元的尾数时舍去。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纳方法

特别征收 从年金中扣除交纳

【可以将特别征收（从年金中扣除交纳）变更为转账交纳】

◎后期高龄者夫妻二人家庭
　（只有年金收入）时
　＊（户主＝丈夫或妻子）时

80万日元

79万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0日元

减轻90%

5,164日元

5,164日元

5,164日元

5,164日元

10,328日元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夫

妻

合计

168万日元

79万日元

48万日元

0日元

15万日元

0日元

15,615日元

0日元

减轻20%

12,492日元

0日元

减轻85%

7,747日元

7,747日元

20,239日元

7,747日元

27,986日元

222万日元

 79万日元

102万日元

0日元

69万日元

0日元

71,892日元

0日元

71,829日元

0日元

减轻50%

25,824日元

25,824日元

97,653日元

25,824日元

123,477日元

266万日元

 79万日元

146万日元

0日元

113万日元

0日元

117,633日元

0日元

117,633日元

0日元

减轻20%

41,319日元

41,319日元

158,952日元

41,319日元

200,271日元

300万日元

79万日元

180万日元

0日元

147万日元

0日元

153,027日元

0日元

153,027日元

0日元

51,649日元

51,649日元

204,676日元

51,649日元

256,325日元

年金收入额

所得额

计征保险费的

所得额

减轻前的

所得分配额

所得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

所得分配额①

被保险者均等分配额的

减轻比例

减轻后的被保险者

均等分配额②

保险费总额

①＋②

●例中妻子的年金收入额79万日元为基础年金金额

根据年金（养老金）领取额等分为“特别征收（从年金中扣除交纳）”和“普通征收”两种。

保险费的征收事务由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办理。

原则上，一年领取18万日元以上的年金者，在每年分6次发放年金的月份，直接从年金

中扣除。

目前选择特别征收交纳保险费者，或者接到特别征收开始通知者，若希望以后改为

转帐方式交纳，可以通过申请选择转帐方式交纳。

※手续办理方法等，请向所居住地的市区町村的主管部门确认。

※特别征收的中止时期将根据申请时期而定。

普通征收

不属于特别征收对象者，在市区町村规定的交费期限（每年7月至翌年3月，共9期）内

通过转账或交费单（交纳通知单）等方式交纳保险费。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和护理保险费的合计额超过年金领取额的二分之一时，将

变为普通征收（请参阅第13页 “保险费征收方法确定示例”部分）。此外，即便属

于特别征收的对象，也可能会根据情况变为普通征收。

※因为在年度内到达年龄等而取得资格者或迁入者，在一段时间内将按普通征收来

交纳。

（备注）领取多项年金者，在年额为18万日元以上的年金中，将选择优先顺序靠前的一项年金

作为特别征收的对象。

通过转帐或用交费单等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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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征收方法的确定示例 ■关于保险费的减免和缓期征收
被保险者或保险费的连带交纳义务者※符合下述　～　的理由中的任何一条，被认

为无法交纳全部或部分保险费时，可能会以无法交纳的金额为限，减轻或免除保险

费。

此外，因相同理由，被认为无法一次性交纳全部或部分保险费时，可能会以无法交

纳的金额为限，最长延缓1年进行征收（交纳）。

详细情况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滞纳保险费后果会怎样？
○超过交纳期限而不交纳时，将会收到催款信。(有被要求交纳滞纳金的可能)

○没有特殊事由仍然滞纳时，将会领取比一般保险证有效期限短的被保险者证。

○如滞纳1年以上，被保险者证将有可能被收回，由暂时发放的“被保险者资格证明书”代

替。

使用“被保险者资格证明书”看医生的时候，医疗费的自行负担比例提高到100%。之后,

到所属市区町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除去原来的自行负担比例之外的剩余部分会被返还。

○没有任何理由滞纳1年零6个月以上时，可能会被停止全部或部分保险支付。

○根据情况, 也有可能会冻结其财产，所以请在期限内交纳保险费。交纳有困难时，请及早

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因震灾、风水灾、火灾或其他类似灾害，被保险者用于居住的主要住宅、被

保险者的家产及其他财产遭受严重损害时

被保险者或保险费的连带交纳义务者的收入因业务收益不良、停业或终止、

失业等理由而大幅减少时

被保险者被拘禁在刑事设施、劳役所或其他的此类设施时

领取老龄基础年金50万日元、老龄厚生年金270万日元（年金合计320万日元），

并从年金中扣除年额100,000日元护理保险费（备注）时：

(备注） 护理保险费因居住地的市区町村而异。

交纳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者，在申报所得税和个人住民税时，有时可以享受社会

保险费扣除优惠措施。适用这一措施后，家庭内的所得税总额、个人居民税等负担

金额将会出现变化，敬请留意。申报内容等请向管辖所得税的税务署咨询，个人住

民税请向市区町村咨询。

※市町村判断标准：根据拟征收的每次年金给付金额，作为判断实际预定征收的每次护理保险

费和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额的实际总额是否超出一半（半额）。

①上述年金收入为320万日元时，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为225,496日元。

②虽然2种年金均为年额18万日元以上，其中，老龄基础年金在特别征收对象年金最

优先，于是根据老龄基础年金确定交纳方法（特别征收或普通征收）。

③将老龄基础年金领取额（50万日元），与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和护理保险费的合

算额（325,496日元）进行对比之后确定。

325,496日元

― 关于扣除社会保险费 ― !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护理保险费）

经衡量后确定，通过普通征收交纳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250,000日元

＞ （老龄基础年金领取额(50万日元)

×1/2）

1

2

3

※连带交纳义务者：是指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户主和被保险者的配偶。

保险费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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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征收方法的确定示例 ■关于保险费的减免和缓期征收
被保险者或保险费的连带交纳义务者※符合下述　～　的理由中的任何一条，被认

为无法交纳全部或部分保险费时，可能会以无法交纳的金额为限，减轻或免除保险

费。

此外，因相同理由，被认为无法一次性交纳全部或部分保险费时，可能会以无法交

纳的金额为限，最长延缓1年进行征收（交纳）。

详细情况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滞纳保险费后果会怎样？
○超过交纳期限而不交纳时，将会收到催款信。(有被要求交纳滞纳金的可能)

○没有特殊事由仍然滞纳时，将会领取比一般保险证有效期限短的被保险者证。

○如滞纳1年以上，被保险者证将有可能被收回，由暂时发放的“被保险者资格证明书”代

替。

使用“被保险者资格证明书”看医生的时候，医疗费的自行负担比例提高到100%。之后,

到所属市区町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除去原来的自行负担比例之外的剩余部分会被返还。

○没有任何理由滞纳1年零6个月以上时，可能会被停止全部或部分保险支付。

○根据情况, 也有可能会冻结其财产，所以请在期限内交纳保险费。交纳有困难时，请及早

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因震灾、风水灾、火灾或其他类似灾害，被保险者用于居住的主要住宅、被

保险者的家产及其他财产遭受严重损害时

被保险者或保险费的连带交纳义务者的收入因业务收益不良、停业或终止、

失业等理由而大幅减少时

被保险者被拘禁在刑事设施、劳役所或其他的此类设施时

领取老龄基础年金50万日元、老龄厚生年金270万日元（年金合计320万日元），

并从年金中扣除年额100,000日元护理保险费（备注）时：

(备注） 护理保险费因居住地的市区町村而异。

交纳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者，在申报所得税和个人住民税时，有时可以享受社会

保险费扣除优惠措施。适用这一措施后，家庭内的所得税总额、个人居民税等负担

金额将会出现变化，敬请留意。申报内容等请向管辖所得税的税务署咨询，个人住

民税请向市区町村咨询。

※市町村判断标准：根据拟征收的每次年金给付金额，作为判断实际预定征收的每次护理保险

费和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金额的实际总额是否超出一半（半额）。

①上述年金收入为320万日元时，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为225,496日元。

②虽然2种年金均为年额18万日元以上，其中，老龄基础年金在特别征收对象年金最

优先，于是根据老龄基础年金确定交纳方法（特别征收或普通征收）。

③将老龄基础年金领取额（50万日元），与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和护理保险费的合

算额（325,496日元）进行对比之后确定。

325,496日元

― 关于扣除社会保险费 ― !

（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护理保险费）

经衡量后确定，通过普通征收交纳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

250,000日元

＞ （老龄基础年金领取额(50万日元)

×1/2）

1

2

3

※连带交纳义务者：是指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户主和被保险者的配偶。

保险费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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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负担高额医疗费时
1个月（同一个月）的医疗费高额时（超过自行负担限额支付时），经申请之后，日后

可作为高额疗养费领回超过自行负担限额的部分。

另外，关于同一医疗机构等的窗口负担，若为门诊时以个人为单位、住院时则以家庭

为单位的自行负担额为上限，超过的部分则无需事后申请。但，牙科和牙科以外、住

院和门诊将分别进行计算。

【关于低所得Ⅱ、Ⅰ】
对于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家庭的被保险者，申请后可适用低所得Ⅱ或Ⅰ的分
类。获得认定后，我们将颁发“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请在医疗机构等的窗

口同被保险者证一道出示。

■自行负担比例

一般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的判定

请您办理所得申报

自行负担 10%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自行负担 30%

　在医疗机构的自行负担比例，一般为10%，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备注）为30%。

根据截至每年8月1日现在，采用该年度的 “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

得）”情况，对该年度的自行负担比例进行定期判定。

※由4月至7月采用上年度的所得；对8月至翌年3月采用该年度的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得）

来判定。但是，即使在有效期限内，自行负担比例也会因家庭结构或所得等变化而产生变更。自行负担比

例在有效期限内发生变化时，日后将有可能会追收或退还相当于差额20％的金额。

●同一家庭中被保险者只有1名时

　→被保险者本人的收入额（备注）不到383万日元

●同一家庭中有多名被保险者时

　→被保险者的收入（备注）合计额不到520万日元

●同一家庭中被保险者只有1名，

　并且同一家庭中有超过70岁但不满75岁者时

　→被保险者本人的收入额（备注）在383万日元以上，并且被保险者本人和

70至未满75岁者的收入（备注）合计额不到520万日元

（备注）所谓“收入（额）”，是根据所得税法规定的各种所得金额（除去退职所得的金额。）的计算上收

入金额以及应该算入总收入的金额的共计额，扣除必要经费等之前的金额。通过必要经费或特

别扣除，如果所得为0或为负数的情况时，合计收入金额。（例：通过人寿保险的到期额，确定

申告的分离征税的上市股票等的出售金额）

　截至每年的8月1日，该年度的“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得）”为145万日

元以上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以及属于与其同一家庭的被保险者，均视为与现役

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要自行负担30%医疗费。（但是，1945年1月2日以后出生的被保险

者和同一家庭的被保险者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第7页备注2）的共计额在210万日元以

下时负担10%。）

※即使被判定为与现役劳动人员相同所得者，并被要求自行负担30%，若符合下述条件，可向居住地的市区

町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期高龄者医疗标准收入额适用申请），将从申请之月的下个月起，使负担比例

变更为10%。申请获准之后，日后将发放可适用10%负担比例的被保险者证。

自行负担比例和减轻保险费根据所得额进行判断，故即使没有收入也需要前往市区町村主
管部门办理简易申报。

【申请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印章 
●适用低所得Ⅰ（老龄福利年金领取者）时需要老龄福利年金证书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Ⅱ
Ⅰ

门诊（以个人为单位）

自行负担限额（月额）

门诊＋住院（以家庭为单位）

12，000日元
14，000日元

(年间上限为14.4万日元)

8，000日元

44，400日元
57，600日元

80，100日元＋1％ （备注1）
（44，400日元 （备注2））

24，600日元

15，000日元

44，400日元
57，600日元（备注3）

（44，000日元 （备注2））

（备注1） “1％”意味着医疗费超过267,0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

（备注2） 被保险者自被纳入高额疗养费的月份起1年内，以家庭为单位适用了3次以上高额疗养费时的第4次以后的适用

　　　  金额。（不能合计其他医疗保险的支付次数。）

（备注3）2017年8月开始的金额。

※根据截至每年8月1日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所得和征税情况进行定期判定，确定是否符合低所得Ⅱ或Ⅰ标准。
　除了定期判定以外，可根据家庭结构或所得等变化而调整判定结果。在判定时，对4月至7月适用上一年度的所得作为判

　定依据，8月至翌年3月为止则根据该年度的住民征税状况。

※请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该证件。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为低所得Ⅰ以外的被保险者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其所有家庭成员的所得为0日元者

　（但，公共年金扣除额度为80万日元计算）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领取老龄福利年金的被保险者

（备注3）

（备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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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负担高额医疗费时
1个月（同一个月）的医疗费高额时（超过自行负担限额支付时），经申请之后，日后

可作为高额疗养费领回超过自行负担限额的部分。

另外，关于同一医疗机构等的窗口负担，若为门诊时以个人为单位、住院时则以家庭

为单位的自行负担额为上限，超过的部分则无需事后申请。但，牙科和牙科以外、住

院和门诊将分别进行计算。

【关于低所得Ⅱ、Ⅰ】
对于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家庭的被保险者，申请后可适用低所得Ⅱ或Ⅰ的分
类。获得认定后，我们将颁发“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请在医疗机构等的窗

口同被保险者证一道出示。

■自行负担比例

一般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的判定

请您办理所得申报

自行负担 10%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自行负担 30%

　在医疗机构的自行负担比例，一般为10%，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备注）为30%。

根据截至每年8月1日现在，采用该年度的 “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

得）”情况，对该年度的自行负担比例进行定期判定。

※由4月至7月采用上年度的所得；对8月至翌年3月采用该年度的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得）

来判定。但是，即使在有效期限内，自行负担比例也会因家庭结构或所得等变化而产生变更。自行负担比

例在有效期限内发生变化时，日后将有可能会追收或退还相当于差额20％的金额。

●同一家庭中被保险者只有1名时

　→被保险者本人的收入额（备注）不到383万日元

●同一家庭中有多名被保险者时

　→被保险者的收入（备注）合计额不到520万日元

●同一家庭中被保险者只有1名，

　并且同一家庭中有超过70岁但不满75岁者时

　→被保险者本人的收入额（备注）在383万日元以上，并且被保险者本人和

70至未满75岁者的收入（备注）合计额不到520万日元

（备注）所谓“收入（额）”，是根据所得税法规定的各种所得金额（除去退职所得的金额。）的计算上收

入金额以及应该算入总收入的金额的共计额，扣除必要经费等之前的金额。通过必要经费或特

别扣除，如果所得为0或为负数的情况时，合计收入金额。（例：通过人寿保险的到期额，确定

申告的分离征税的上市股票等的出售金额）

　截至每年的8月1日，该年度的“住民税征税所得（各种所得扣除后的所得）”为145万日

元以上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以及属于与其同一家庭的被保险者，均视为与现役

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要自行负担30%医疗费。（但是，1945年1月2日以后出生的被保险

者和同一家庭的被保险者的计征保险费的所得额（第7页备注2）的共计额在210万日元以

下时负担10%。）

※即使被判定为与现役劳动人员相同所得者，并被要求自行负担30%，若符合下述条件，可向居住地的市区

町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期高龄者医疗标准收入额适用申请），将从申请之月的下个月起，使负担比例

变更为10%。申请获准之后，日后将发放可适用10%负担比例的被保险者证。

自行负担比例和减轻保险费根据所得额进行判断，故即使没有收入也需要前往市区町村主
管部门办理简易申报。

【申请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印章 
●适用低所得Ⅰ（老龄福利年金领取者）时需要老龄福利年金证书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Ⅱ
Ⅰ

门诊（以个人为单位）

自行负担限额（月额）

门诊＋住院（以家庭为单位）

12，000日元
14，000日元

(年间上限为14.4万日元)

8，000日元

44，400日元
57，600日元

80，100日元＋1％ （备注1）
（44，400日元 （备注2））

24，600日元

15，000日元

44，400日元
57，600日元（备注3）

（44，000日元 （备注2））

（备注1） “1％”意味着医疗费超过267,0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

（备注2） 被保险者自被纳入高额疗养费的月份起1年内，以家庭为单位适用了3次以上高额疗养费时的第4次以后的适用

　　　  金额。（不能合计其他医疗保险的支付次数。）

（备注3）2017年8月开始的金额。

※根据截至每年8月1日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所得和征税情况进行定期判定，确定是否符合低所得Ⅱ或Ⅰ标准。
　除了定期判定以外，可根据家庭结构或所得等变化而调整判定结果。在判定时，对4月至7月适用上一年度的所得作为判

　定依据，8月至翌年3月为止则根据该年度的住民征税状况。

※请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该证件。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为低所得Ⅰ以外的被保险者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其所有家庭成员的所得为0日元者

　（但，公共年金扣除额度为80万日元计算）

·所有家庭成员均属于住民税非征税者，且领取老龄福利年金的被保险者

（备注3）

（备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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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高额疗养费的计算示例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初次成为高额疗养费支付对象时，广域联合组织将寄送申请书（诊疗月份的大约3个

月之后），请您向所在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递交申请。

※高额疗养费申请一次之后，只要帐户等没有变更，则无需再次申请。

※住院时的伙食费、无法适用医疗保险的额外病床费等，不得算入高额疗养费。

※要适用“低所得Ⅱ·Ⅰ”待遇的，需要向医疗机构等处的窗口出示保险证和“限额适用
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第16页）。如果没有出示认定证，则适用“一般”类的

自行负担限额，与“低所得Ⅱ·Ⅰ”之间的差额将作为高额疗养费，以后退付。
※高额疗养费的计算是根据医疗机构等提交的诊疗报酬明细单等资料进行的，因此，

有时可能由于延迟提交或再次审查，而延迟申请指南及支付。

※即便支付了高额疗养费，也可能由于重新审核或驳回诊疗报酬明细单等原因，缩减

支付金额。此时，可能从以后支付的金额中扣除或要求退还。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

同等所得者

一　般

低所得
Ⅱ
Ⅰ

门诊（个人）

自行负担限额（月额）

门诊＋住院（个人合计） 门诊＋住院（家庭总和）

22，200日元

28，800日元

6，000日元

7，000日元

4，000日元

40，050日元＋1% （备注1）

22，200日元

28，800日元

80，100日元＋1% （备注１）
（44，400日元（备注2））

44，400日元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备注2））

24，600日元

15，000日元

（所得分类为“一般”的家庭）

A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10,000日元

门诊的自行负担限额为

12,000日元（注）
门诊的发放额为

10,000日元①

自行负担
10,000日元

按
个
人
计
算

门
诊
部
分

按
家
庭
内
所
有
门
诊
部
分

与
住
院
部
分
汇
总
计
算

最终确定的门诊
自行负担额
12,000日元

该家庭的最终高额疗养费补贴

日后将发放 。10,000日元＋17,000日元＝27,000日元

※高额疗养费根据所用金额分摊给夫妻双方

门诊自行负担额
5,000日元

住院自行负担额
44,400日元

门诊＋住院的发放额
17,000日元②

家庭自行负担限额
44,400日元(备注)

自行负担
12,000日元

自行负担
5,000日元

※窗口负担数额不超过
　以个人为单位的限额。

※

住
院
时
，
窗
口
负
担
不
超
过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的
限
额

医疗费

100,000日元

B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12,000日元

丈夫（78岁）

C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5,000日元

D医院 （住院）

自行负担

44,400日元

妻子（75岁）

由于未超过门诊的自

行负担限额12,000日

元 (备注 )，不予发放。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上表的红色框部分）按个人分别适用限额。但是同一家庭中若有应由其他被保险者负担的金

额时，适用与通常同样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限额进行计算。

(备注1)个人合计的“1%” 意味着医疗费超过133,5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家庭总和的“1%” 意味着

医疗费超过267,0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

(备注2)被保险者自被纳入高额疗养费的月份起1年内适用了3次以上高额疗养费（家庭总和）时的第4次以后的适用金额。

（不能合计其他医疗保险的支付次数。）

(备注3）关于低所得Ⅱ·Ⅰ，请参看16页。
(备注4)2017年8月开始的金额。

　月份中途满75岁而重新成为被保险者的时候，其生日月份的医疗费为生日前加

入的医疗保险制度（国民健康保险、受雇者保险等）和生日后加入的后期高龄者医

疗制度的自行负担限额分别为通常月份的一半（半额）。

(备注4)

（备注4） （备注4）
（备注4）

12，300日元

7，500日元

(备注)2017年8月开始将改定自己负担限度额。详情，请参阅16页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医疗费

200,000日元

医疗费

50,000日元

医疗费

800,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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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高额疗养费的计算示例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初次成为高额疗养费支付对象时，广域联合组织将寄送申请书（诊疗月份的大约3个

月之后），请您向所在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递交申请。

※高额疗养费申请一次之后，只要帐户等没有变更，则无需再次申请。

※住院时的伙食费、无法适用医疗保险的额外病床费等，不得算入高额疗养费。

※要适用“低所得Ⅱ·Ⅰ”待遇的，需要向医疗机构等处的窗口出示保险证和“限额适用
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第16页）。如果没有出示认定证，则适用“一般”类的

自行负担限额，与“低所得Ⅱ·Ⅰ”之间的差额将作为高额疗养费，以后退付。
※高额疗养费的计算是根据医疗机构等提交的诊疗报酬明细单等资料进行的，因此，

有时可能由于延迟提交或再次审查，而延迟申请指南及支付。

※即便支付了高额疗养费，也可能由于重新审核或驳回诊疗报酬明细单等原因，缩减

支付金额。此时，可能从以后支付的金额中扣除或要求退还。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

同等所得者

一　般

低所得
Ⅱ
Ⅰ

门诊（个人）

自行负担限额（月额）

门诊＋住院（个人合计） 门诊＋住院（家庭总和）

22，200日元

28，800日元

6，000日元

7，000日元

4，000日元

40，050日元＋1% （备注1）

22，200日元

28，800日元

80，100日元＋1% （备注１）
（44，400日元（备注2））

44，400日元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备注2））

24，600日元

15，000日元

（所得分类为“一般”的家庭）

A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10,000日元

门诊的自行负担限额为

12,000日元（注）
门诊的发放额为

10,000日元①

自行负担
10,000日元

按
个
人
计
算

门
诊
部
分

按
家
庭
内
所
有
门
诊
部
分

与
住
院
部
分
汇
总
计
算

最终确定的门诊
自行负担额
12,000日元

该家庭的最终高额疗养费补贴

日后将发放 。10,000日元＋17,000日元＝27,000日元

※高额疗养费根据所用金额分摊给夫妻双方

门诊自行负担额
5,000日元

住院自行负担额
44,400日元

门诊＋住院的发放额
17,000日元②

家庭自行负担限额
44,400日元(备注)

自行负担
12,000日元

自行负担
5,000日元

※窗口负担数额不超过
　以个人为单位的限额。

※

住
院
时
，
窗
口
负
担
不
超
过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的
限
额

医疗费

100,000日元

B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12,000日元

丈夫（78岁）

C医院 （门诊）

自行负担

5,000日元

D医院 （住院）

自行负担

44,400日元

妻子（75岁）

由于未超过门诊的自

行负担限额12,000日

元 (备注 )，不予发放。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上表的红色框部分）按个人分别适用限额。但是同一家庭中若有应由其他被保险者负担的金

额时，适用与通常同样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限额进行计算。

(备注1)个人合计的“1%” 意味着医疗费超过133,5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家庭总和的“1%” 意味着

医疗费超过267,000日元时，相当于超出部分的1％的金额。

(备注2)被保险者自被纳入高额疗养费的月份起1年内适用了3次以上高额疗养费（家庭总和）时的第4次以后的适用金额。

（不能合计其他医疗保险的支付次数。）

(备注3）关于低所得Ⅱ·Ⅰ，请参看16页。
(备注4)2017年8月开始的金额。

　月份中途满75岁而重新成为被保险者的时候，其生日月份的医疗费为生日前加

入的医疗保险制度（国民健康保险、受雇者保险等）和生日后加入的后期高龄者医

疗制度的自行负担限额分别为通常月份的一半（半额）。

(备注4)

（备注4） （备注4）
（备注4）

12，300日元

7，500日元

(备注)2017年8月开始将改定自己负担限度额。详情，请参阅16页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医疗费

200,000日元

医疗费

50,000日元

医疗费

800,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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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区
分

Ⅰ

Ⅱ・Ⅲ

320日元
(备注２)

0日元
(备注２)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高额医疗及高额护理合算制度■住院时的伙食费
　住院时将自行负担伙食费的标准负担额。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和护理保险两方面均有自行负担的家庭，且全年（每年8月至翌年

7月底）的自行负担合计额达高额时，通过申请，可将超出下表所列的自行负担限额的

金额作为补贴领取。

仿制药品是指专利药品（至今为止使用的药）的专利期限过了以后销售的药品。

仿制药品是经国家认可的和专利药品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同，且具有同等疗效的药

品。由于其开发期间短，开发成本低，因此，比专利药品经济实惠。

·并非所有的先发药品(专利药品)都有非专利药品。

·依照病状（效力）的不同可能无法以仿制药品（非专利药品）代替。

·药品的颜色、大小、形状等可能不同于先发药品。

·医药机构和药局内常备的药品有限，因此若需要仿制药品时需花费时间索取。

☆若希望使用仿制药品时，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选择仿制药品有助于减轻药费负担以及改善医疗保险的财政状况，因此大力向大家推荐。

■住院卧床疗养时

伙食费和居住费的标准负担额

促进使用非专利药品（仿制药品）

注意事项

　住院卧床疗养时，将自行负担部分伙食费和居住费。

※疑难病患者住院时，只需负担上述住院时的伙食费。住院医疗的必要性较高者，从2017年10月开始，

除伙食费以外还需负担居住费。

※医疗区分Ⅱ·Ⅲ···住院医疗的必要性高者
   医疗区分Ⅰ···Ⅱ·Ⅲ以外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适用限额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印章

能够确认住院天数超过90天的凭证（发票等）

※要适用低所得Ⅱ或Ⅰ待遇，必须出示“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
　关于低所得Ⅱ和Ⅰ的说明，请参阅16页。
（备注1）于2016年3月31日，连续在精神病房楼住院1年以上，且今后将继续在医疗机构住院者，也可作为一项过渡措施，

将其列为对象。

（备注2）必须从被认定为低所得Ⅱ的那天起超过90天住院的情况下。要适用该标准，必须在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
（备注3）2018年4月起将改为460日元

（备注4）负担额为160日元系从申请日的次月开始。

（备注1） 由管理营养士或营养士进行营养管理等时。除此以外为420日元。

（备注2）2017年10月起将为370日元。

（备注3）2017年10月起为200日元，2018年4月起将为370日元。

（备注1）若该家庭属于低所得者Ⅰ且有多人利用护理服务的，对于其护理的支付部分，适用低所得Ⅱ类的自行负担限额31
万日元。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负担额（平均每餐）

360日元 （备注3）

260日元

210日元

160日元 （备注4）

100日元

指定疑难病患者（备注1）

住院90天以内（过去12个月的住院天数）

住院超过90天（备注2）（过去12个月的住院天数）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
的自行负担限额（年额）

67万日元

56万日元

31万日元

19万日元（备注1）

（备注１)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老龄福祉年金发放者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平均每餐的伙食费 平均每天的居住费

460日元

210日元

130日元

100日元 0日元

Ⅱ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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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区
分

Ⅰ

Ⅱ・Ⅲ

320日元
(备注２)

0日元
(备注２)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高额医疗及高额护理合算制度■住院时的伙食费
　住院时将自行负担伙食费的标准负担额。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和护理保险两方面均有自行负担的家庭，且全年（每年8月至翌年

7月底）的自行负担合计额达高额时，通过申请，可将超出下表所列的自行负担限额的

金额作为补贴领取。

仿制药品是指专利药品（至今为止使用的药）的专利期限过了以后销售的药品。

仿制药品是经国家认可的和专利药品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同，且具有同等疗效的药

品。由于其开发期间短，开发成本低，因此，比专利药品经济实惠。

·并非所有的先发药品(专利药品)都有非专利药品。

·依照病状（效力）的不同可能无法以仿制药品（非专利药品）代替。

·药品的颜色、大小、形状等可能不同于先发药品。

·医药机构和药局内常备的药品有限，因此若需要仿制药品时需花费时间索取。

☆若希望使用仿制药品时，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选择仿制药品有助于减轻药费负担以及改善医疗保险的财政状况，因此大力向大家推荐。

■住院卧床疗养时

伙食费和居住费的标准负担额

促进使用非专利药品（仿制药品）

注意事项

　住院卧床疗养时，将自行负担部分伙食费和居住费。

※疑难病患者住院时，只需负担上述住院时的伙食费。住院医疗的必要性较高者，从2017年10月开始，

除伙食费以外还需负担居住费。

※医疗区分Ⅱ·Ⅲ···住院医疗的必要性高者
   医疗区分Ⅰ···Ⅱ·Ⅲ以外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适用限额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印章

能够确认住院天数超过90天的凭证（发票等）

※要适用低所得Ⅱ或Ⅰ待遇，必须出示“限额适用及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
　关于低所得Ⅱ和Ⅰ的说明，请参阅16页。
（备注1）于2016年3月31日，连续在精神病房楼住院1年以上，且今后将继续在医疗机构住院者，也可作为一项过渡措施，

将其列为对象。

（备注2）必须从被认定为低所得Ⅱ的那天起超过90天住院的情况下。要适用该标准，必须在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
（备注3）2018年4月起将改为460日元

（备注4）负担额为160日元系从申请日的次月开始。

（备注1） 由管理营养士或营养士进行营养管理等时。除此以外为420日元。

（备注2）2017年10月起将为370日元。

（备注3）2017年10月起为200日元，2018年4月起将为370日元。

（备注1）若该家庭属于低所得者Ⅰ且有多人利用护理服务的，对于其护理的支付部分，适用低所得Ⅱ类的自行负担限额31
万日元。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负担额（平均每餐）

360日元 （备注3）

260日元

210日元

160日元 （备注4）

100日元

指定疑难病患者（备注1）

住院90天以内（过去12个月的住院天数）

住院超过90天（备注2）（过去12个月的住院天数）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低所得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
的自行负担限额（年额）

67万日元

56万日元

31万日元

19万日元（备注1）

（备注１)

所得分类

与现役劳动人员同等所得者

一般

老龄福祉年金发放者

低所得Ⅱ

低所得Ⅰ

平均每餐的伙食费 平均每天的居住费

460日元

210日元

130日元

100日元 0日元

Ⅱ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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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申请退还医疗费时（疗养费的发放）■需要长期接受高额治疗时
因厚生劳动省所指定的特定疾病，而需要长期继续接受高额治疗时，每月的自行负担额为

每个医疗机构 (医科与配药合算 ,同一医疗机构的门诊与住院分算 )，以 10,000日元为限。

但在医疗机构和药店的窗口，可以和通常一样支付。

■遇到交通事故时

注意！

像交通事故那样，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受伤并接受诊疗时，也可以适用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此时，由广域联合组织临时垫付医疗费（部分负担费除外），然后再要求第三者（肇事人）付

款。

❶ 请向警察申请出具“事故证明书”。
❷ 请带上“事故证明书”、“印章”、“被保险者证”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报。
　　  请在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办理“因第三者行为而造成的伤病申报”手续。

要适用以上待遇，必须在医疗机构的窗口出示“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请在市区町村

主管部门申请该就诊证。

对月份中途满75岁者适用特例措施，在其生日月份，在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下的自行负

担额以5,000日元为限。

若从肇事者处接受诊疗费或进行和解时，有时无法享受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

待遇。所以在和解之前务必请到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厚生劳动省指定的特定疾病】
　●先天性血液凝固因子异常的部分症状（由第Ⅷ、第Ⅸ因子引起的疾病）
　●需要人工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
　●因服用血液凝固因子制剂而引起的HIV 感染症

【申请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更生医疗券等证明特定疾病的证件

●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之前所使用的 “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

　 （只限持证者）

●印章

在下列❶～❺的情况下，自行负担诊疗所需的全部费用时，如果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准发放，日后就会获得扣除部分负担金后的剩余金额。但自发

放医疗费等之日（全部支付完毕日）的翌日起经过2年之后，将丧失领取资格，无法申请，

请加以注意。

❶因急病等，
　迫不得已在无法出示被保险者证的情况下接受诊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诊疗报酬明细单或诊疗内容明细单　●发票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申请仅限于广域联合认为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时。

❷因碰伤、扭伤等接受柔道正骨师的治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❸接受医生认为必要的针术、灸术、推拿和按摩等治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同意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❹购买医生认为必要的石膏、背心等医疗用具时或输血的新鲜血液费用等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意见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❺在国外旅行中意外生病受伤，不得不接受诊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诊疗内容明细单 （附上日文翻译）　●发票
●发票明细单 （附上日文翻译）　●可确认出国履历的资料 （护照等）
●涉及调查的同意书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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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申请退还医疗费时（疗养费的发放）■需要长期接受高额治疗时
因厚生劳动省所指定的特定疾病，而需要长期继续接受高额治疗时，每月的自行负担额为

每个医疗机构 (医科与配药合算 ,同一医疗机构的门诊与住院分算 )，以 10,000日元为限。

但在医疗机构和药店的窗口，可以和通常一样支付。

■遇到交通事故时

注意！

像交通事故那样，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受伤并接受诊疗时，也可以适用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此时，由广域联合组织临时垫付医疗费（部分负担费除外），然后再要求第三者（肇事人）付

款。

❶ 请向警察申请出具“事故证明书”。
❷ 请带上“事故证明书”、“印章”、“被保险者证”向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报。
　　  请在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办理“因第三者行为而造成的伤病申报”手续。

要适用以上待遇，必须在医疗机构的窗口出示“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请在市区町村

主管部门申请该就诊证。

对月份中途满75岁者适用特例措施，在其生日月份，在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下的自行负

担额以5,000日元为限。

若从肇事者处接受诊疗费或进行和解时，有时无法享受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

待遇。所以在和解之前务必请到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满75岁月份的特例措施]　

【厚生劳动省指定的特定疾病】
　●先天性血液凝固因子异常的部分症状（由第Ⅷ、第Ⅸ因子引起的疾病）
　●需要人工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
　●因服用血液凝固因子制剂而引起的HIV 感染症

【申请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更生医疗券等证明特定疾病的证件

●被纳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被保险者之前所使用的 “特定疾病疗养就诊证”

　 （只限持证者）

●印章

在下列❶～❺的情况下，自行负担诊疗所需的全部费用时，如果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准发放，日后就会获得扣除部分负担金后的剩余金额。但自发

放医疗费等之日（全部支付完毕日）的翌日起经过2年之后，将丧失领取资格，无法申请，

请加以注意。

❶因急病等，
　迫不得已在无法出示被保险者证的情况下接受诊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诊疗报酬明细单或诊疗内容明细单　●发票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申请仅限于广域联合认为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时。

❷因碰伤、扭伤等接受柔道正骨师的治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❸接受医生认为必要的针术、灸术、推拿和按摩等治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同意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❹购买医生认为必要的石膏、背心等医疗用具时或输血的新鲜血液费用等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意见书　●发票　●明细单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❺在国外旅行中意外生病受伤，不得不接受诊疗时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诊疗内容明细单 （附上日文翻译）　●发票
●发票明细单 （附上日文翻译）　●可确认出国履历的资料 （护照等）
●涉及调查的同意书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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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他费用补贴事宜■柔道正骨、针术、灸术、按摩推拿等的看病方法

❶接受柔道正骨师施术时

［可以使用健康保险的情况］

●骨折　●脱臼　●碰伤以及扭伤等（包括肌肉断裂。）

※对于骨折和脱臼，除应急治疗以外，需要事先征得医生同意。

［接受施术时的注意事项］

·单纯针对肩酸、肌肉疲劳等进行施术的，不属于保险对象，需要自行负担全额。

·允许柔道正骨师代患者请求发放保险，因此，支付自行负担的数额后，即可接

受施术。接受施术时，请确认“疗养费发放申请书”中的施术部位和次数，并

签名或盖章。

·就同一种外伤等，在保险医疗机构（医院、诊疗所等）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即

便接受了施术，也不属于保险等的对象。

❷接受医生认为必要的针术、灸术、按摩推拿等施术时

［属于健康保险对象的疾病与症状］

●针术、灸术

·神经痛　·风湿病　·颈臂综合症　·肩周炎　·腰痛症

·颈椎扭伤后遗症

·其他主要症状为慢性疼痛的疾病

●按摩推拿

医疗上需要推拿的病症，如肌肉麻痹、关节弯曲等

［接受施术时的注意事项］

·需要医生事先开具同意书或诊断书，方可适用保险。

·单纯以恢复疲劳或放松为目的，或为了预防疾病而进行的推拿等施术，不属于

保险的对象，需要自行负担全额。

·就同一种对象疾病在保险医疗机构（医院、诊疗所等）接受治疗期间，即便接

受了针术、灸术施术，也不属于保险的对象。

　根据医生的要求，利用访问看护站等时，只要出示被保险者证，就可适用保险。

根据医生的要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行移动困难的重病患者紧急移送到别的医院时，

如广域联合认为必要时，可发放移送所需费用。

※自己平时可以定期去医院看病者，其使用的交通费用不属于临时且紧急的不得已的情况，

　不在发放对象内。

◎ 访问看护疗养费

接受高度先进的治疗时，针对其中与一般治疗重复的部分可适用保险，可以凭被保险者证接

受诊疗。

◎ 保险外并用疗养费

　被保险者去世时，向为其举办葬礼者发放50,000日元葬礼费。
　　※自举办葬礼当天的第二天起超过2年时，将不视为发放对象，敬请注意。

◎ 葬 礼 费

被保险者所属家庭成员中，在过去1年以内因为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情况:

　　①因灾害使住宅、家当或其他财产遭受显著损害

　　②收入因停业或失业等原因显著减少

　　③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户主死亡、身心患有严重残疾或长期住院

而被免除住民税,或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收入低于生活保护法所规定的生活保护基准，且存款

金额低于生活保护基准3个月以下等，而被承认难以支付部分负担费时，有可能以6个月为限，

免除部分负担费。

详情请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 部分负担费的免除制度

◎ 移 送 费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意见书　●发票　
●可确认移送路线的资料（地图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葬礼的发票　
●可确认申请者办理葬礼的资料（葬礼的发票上记载的姓名与申请者相异时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接受柔道正骨等施术时，属于医疗费扣除对象。请务必收好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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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其他费用补贴事宜■柔道正骨、针术、灸术、按摩推拿等的看病方法

❶接受柔道正骨师施术时

［可以使用健康保险的情况］

●骨折　●脱臼　●碰伤以及扭伤等（包括肌肉断裂。）

※对于骨折和脱臼，除应急治疗以外，需要事先征得医生同意。

［接受施术时的注意事项］

·单纯针对肩酸、肌肉疲劳等进行施术的，不属于保险对象，需要自行负担全额。

·允许柔道正骨师代患者请求发放保险，因此，支付自行负担的数额后，即可接

受施术。接受施术时，请确认“疗养费发放申请书”中的施术部位和次数，并

签名或盖章。

·就同一种外伤等，在保险医疗机构（医院、诊疗所等）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即

便接受了施术，也不属于保险等的对象。

❷接受医生认为必要的针术、灸术、按摩推拿等施术时

［属于健康保险对象的疾病与症状］

●针术、灸术

·神经痛　·风湿病　·颈臂综合症　·肩周炎　·腰痛症

·颈椎扭伤后遗症

·其他主要症状为慢性疼痛的疾病

●按摩推拿

医疗上需要推拿的病症，如肌肉麻痹、关节弯曲等

［接受施术时的注意事项］

·需要医生事先开具同意书或诊断书，方可适用保险。

·单纯以恢复疲劳或放松为目的，或为了预防疾病而进行的推拿等施术，不属于

保险的对象，需要自行负担全额。

·就同一种对象疾病在保险医疗机构（医院、诊疗所等）接受治疗期间，即便接

受了针术、灸术施术，也不属于保险的对象。

　根据医生的要求，利用访问看护站等时，只要出示被保险者证，就可适用保险。

根据医生的要求，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行移动困难的重病患者紧急移送到别的医院时，

如广域联合认为必要时，可发放移送所需费用。

※自己平时可以定期去医院看病者，其使用的交通费用不属于临时且紧急的不得已的情况，

　不在发放对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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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外并用疗养费

　被保险者去世时，向为其举办葬礼者发放50,000日元葬礼费。
　　※自举办葬礼当天的第二天起超过2年时，将不视为发放对象，敬请注意。

◎ 葬 礼 费

被保险者所属家庭成员中，在过去1年以内因为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情况:

　　①因灾害使住宅、家当或其他财产遭受显著损害

　　②收入因停业或失业等原因显著减少

　　③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户主死亡、身心患有严重残疾或长期住院

而被免除住民税,或被保险者所属家庭的收入低于生活保护法所规定的生活保护基准，且存款

金额低于生活保护基准3个月以下等，而被承认难以支付部分负担费时，有可能以6个月为限，

免除部分负担费。

详情请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咨询。

◎ 部分负担费的免除制度

◎ 移 送 费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医生的意见书　●发票　
●可确认移送路线的资料（地图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申请所需资料〉

●被保险者证　●申请书　●葬礼的发票　
●可确认申请者办理葬礼的资料（葬礼的发票上记载的姓名与申请者相异时等）
●印章　●记载申请者账户信息的资料

看病时（适用保险时）

接受柔道正骨等施术时，属于医疗费扣除对象。请务必收好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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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事业 此类情况下要向市区町村申报

为了早期发现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将以后期高龄者医疗

制度被保险者为对象进行体检。

将于每年4月下旬同时向所有被保险者邮送就诊券，对于年

度中途新满75岁者，将于生日的第二月初寄去就诊券，就

诊时请务必携带此券和被保险者证。

■体检

以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被保险者为对象，实施补助综合体检一部分费用的

事业。

能够享受费用补助者，请带上综合检查的发票和检查结果通知书等的复印件、被保险者

证、帐户证明资料、印章，到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申请。但从就诊当天的第二天起超过2年时，

将不视为补助对象，敬请注意。

■关于综合体检费用补助事业的实施

对　　　 象

就 诊 费 用

就 诊 期 限

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被保险者

免  费

发生情况 必要物件和手续 时间

领取就诊券之时至该年度的3月31日（年度中1次）

※住在残疾人支援设施或养老保险设施等的被保险者和在医院或诊疗所持续住院

　6个月以上的被保险者，不属于体检对象。

※接受综合体检者，不需要接受体检。

迁到其他市区町村时

※有时需要上述以外所需资料和办理上述以外的必要手续，请到您所居住的市区町村主管部门处进行咨询。

从其他市区町村迁入时

出现一定的残疾状态时

（65岁至74岁者）

撤回广域联合的残疾认定时

（65岁至74岁者）

被保险者死亡时

享受生活保护时

不再享受生活保护时

退还被保险者证

负担分类等证明书

（从府外迁入的情况下）

国民年金证书、

身体残疾者手册、

印章

退还被保险者证、

印章

退还被保险者证

申请葬礼费

（参照第24页）

退还被保险者证、

生活保护 （领取） 证明书

生活保护 （废止） 证明书

决定迁出之时

搬入新住所起14天以内

向广域联合申请一定程度

的残疾认定时

希望撤回广域联合的残疾

认定之时

提出死亡申报之后

举行葬礼之时

迅速地

迅速地

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被保险者

以26，000日元为上限，补助部分综合体检费用。

4月1日～该年度的3月31日（年度中1次）

※每年4月至翌年3月的1年期间，可以接受1次免费就诊。

※脑部健检、PET（综合癌症检查）各种癌症检查、追加检查等费用，不在补助范围内。

※接受综合体检者，需以公益社团法人日本综合体检学会所列出的检查项目为准。

对　　象

补 助 额

体检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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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是“以 75岁以上者和被认定

有一定残疾的 65岁以上者”为服务对象、靠广大

民众的力量来支持的医疗制度。希望各位予以理解。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指南

致75岁以上者
被认定为有一定

残疾者为 65岁

【2017年6月制作】

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

大阪府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
邮编540－0028　大阪市中央区常盤町1－3－8（中央大通FN大厦8楼）

问讯处

主要业务内容

被保险者资格、被保险者证等、

保险费相关事宜

传真号码　06－4790－2030（各课通用）　网页　　http://www.kouikirengo-osaka.jp/
或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后期高龄者医疗主管课

本冊子记载了截止于2017年6月最后一天的制度内容。今后，记载内容可能会因修改制度而与现行制度出现不同之处。
请给予谅解。

この冊子は環境に配慮し、
植物油インキを使用しています

無断転載・複製禁止　Ⓒ

支付业务、保健事业（体检等）、
医疗费通知、检查医疗费明细表等
相关事宜

广域联合的预算、事务局庶务、
宣传、广域联合议会等相关事宜

主管部门

资格管理课

总务企画课

支　付　课

电话号码

06－4790－2028

06－4790－2031

06－4790－2029

◇通知◇

●请防备汇款欺诈和诈取个人信息等行为！

伪装成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职员，诈取还付金的案件时有发生！若遇到有

关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可疑电话或来访等情况时，绝对不要立即服从其

指示，请向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主管部门确认询问。万一受害时，请迅速

向警察署报案。

●关于在医疗机构看病和在药店拿药

现在，轻症患者在休息日和夜间到急救医疗机构看病的情况有所增加，加

大了需要紧急治疗的重症患者的治疗难度。因此，为了使大家能够放心看

病，请注意下列事项。

☆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在平日的时间内看病。

☆有经常看病的医生，如有担心的症状，首先向其咨询。

☆重复检查和下药，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请避免因同样的疾病到多

家医疗机构看病。

☆药物剩下时或利用普遍可以降低费用的仿制药品，请向医生或药剂师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