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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变更等的申请和税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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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区政府

●	新宿区政府

业务日：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12月 29日〜 1月 3日除外）、第 4个星期日

业务时间：8:30 〜 17:00

※	星期二到 19:00 为止，第 4个星期日为 9:00 〜 17:00（根据与其他机关的关系，有一些不处理

的事务。详情请到各窗口询问。）

　　区政府虽可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但各窗口都只能受理日语。所以请您尽量和会说日语的人一

同前往。外国人咨询窗口在新宿区政府 1楼。如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到那里咨询。

　　区政府的电话号码为 03-3209-1111。接线员将用日语接听电话。请您用日语慢慢地将您要办

的事或内线电话号码告诉接线员。接线员将把电话转接到相应的分机上。

●	特别办事处

业务日：星期一〜星期五（节假日、12月 29日〜 1月 3日除外）

※特别办事处在第 4个星期日不开设窗口。

业务时间：8:30 〜 17:00

※星期二到 19:00 为止（有一些不处理的事务。详情请到各窗口询问。）

　　作为大家身边的窗口，特别办事处将办理收纳税金及保险费等款项，发放母子健康手册、发放区、

都营住宅申请书等业务。

※	来自国外的转入申请和中长期滞留者等的申请如需要口译时，请前往区政府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

系的窗口办理。

	 此外，团体申请时，请事先向区政府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系电话咨询。

新宿区政府

	新宿区歌舞伎町 1-4-1	

	03-3209-1111

四谷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内藤町 87

	03-3354-6171

区
政
府
路

明
治
路

靖国路

歌舞伎町清扫中心

区政府第１分厅舍

风林
会馆岗亭

皮卡迪利电影院

花园小学

转盘 丸井

四谷特别办事处
四谷地区中心

四谷区民礼堂

四谷图书馆

至代代木

新宿路

大久保公园

新宿多文化
交流广场

新宿区政府本厅舍

西武新宿站

区政府第２分厅舍

花园神社

STUDIO ALTA大厦
银
行

ad hoc大厦 纪伊国屋
书店

地铁新宿三丁目站

伊势丹

新
宿
站 地铁丸之内线

新宿御苑前站
新宿一丁目
公共汽车站

四谷四丁目
公共汽车站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咨询　　  担当　　  地址　　  电话号码　　  网址　　  传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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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治
路

大久保路

职安路

大久保特别办事处
大久保地区中心
大久保图书馆西

武
新
宿
线

东户山小学

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医院

新
大
久
保
站

至
新
宿

NTT大久保

地铁副都心线
东新宿站

都营大江户线
东新宿站

总务省第2厅舍

户山生涯学习馆
户山图书馆

新宿年金事务所

“新宿这里·开始广场”
儿童综合中心
新宿区劳动者、工作支援中心

榎町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早稻田町 85

	03-3202-2461

早稻田路
榎町儿童家庭
援助中心

榎町特別办事处前
公共汽车站

大久保路

外
掘
路

鹤卷图书馆

地铁有乐町线江户川桥站

榎町特别办事处
榎町地区中心

至水道桥

地铁东西线
神乐坂站地铁东西线

早稻田站

都营大江户线
牛込柳町站

饭田桥站
牛込保健中心
（2021 年 6 月、
搬迁至临时厅舍）

曙桥

市谷站

岗亭

外苑东路

弁天町地区安全中心

箪笥町特别办事处

	新宿箪笥町 15	

	03-3260-1911

至新宿

地铁南北线、
有乐町线、
东西线饭田桥站

神
乐
坂
路

大
久
保
路

目
白
路

牛
込
中
央
路

早稻田路

地铁东西线
神乐坂站

箪笥町特别办事处
牛込箪笥地区中心

牛込箪笥区民礼堂

中町图书馆

都营大江户线
牛込神乐坂站

牛込北町
公共汽车站

细工町高龄
者上门服务
中心

市谷站 饭田桥站

若松町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若松町 12-6	

	03-3202-1361

大久保路

国立国际
医疗研究中心前
公共汽车站

至早稻田户山町
公共汽车站

若松町十字路口

至饭田桥

总务省
统计局

余
丁
町
小
学

东京女子
医大医院

都营大江户线
若松河田站

河田町
公共汽车站

若松町特别办事处
若松地区中心余丁町

公共汽车站

大久保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大久保 2-12-7	

	03-3209-8651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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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塚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高田马场 2-18-1

	03-3209-8551

角筈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西新宿 4-33-7	

	03-3377-4381

明
治
路

早稻田路

至目白
户塚特别办事处
户塚地区中心

神
田
川

高
田
马
场
站

地铁东西线
高田马场站

户塚第二小学

西
武
新
宿
线

青梅路

甲州路

十
二
社
路

环保画廊新宿

京王广场酒店

岗亭
新
宿
中
央
公
园都

　
厅

西口
新
宿
站

新宿消防署
西新宿办事处

高
速
公
路

角筈特别办事处
角筈地区中心

角筈区民礼堂
角筈图书馆

KDDI大厦

至
代
代
木

西新宿小学

汽车站
十二社池之上

SHUKNOVA

都营大江户线
都厅前站

NS大厦

THE KNOT
东京新宿

华盛顿酒店

PARK HYATT东京

柏木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北新宿 2-3-7	

	03-3363-3641

北新宿图书馆
北新宿生涯学习馆

新宿警察署

岗亭

大久保路
小
泷
桥
路

税务署路

北新宿公园

北新公园柏木小学

柏
木
特
别
办
事
处

柏
木
地
区
中
心

神
田
川

蜀江坂公园

丸之内线
西新宿站

区立产业会馆

西新宿中学

大
久
保
站

新
大
久
保
站

新
宿
都
税
事
务
所

西武新宿站

新宿站

新宿税务署

落合第二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中落合 4-17-13

	03-3951-9177

新
目
白
路

山
手

路

西落合图书馆 都营大江户线落合南长崎站

落合第二中学

落合第二特别办事处
落合第二地区中心

岗
亭

落合第三小学

目白学园
新宿小玉保育园

西武新宿线

林芙美子纪念馆

银行

至西武新宿

中井站

妙正寺川

新青梅街道

二之坂
三之坂

五之坂

四之坂

落合第一特别办事处

	新宿区下落合 4-6-7	

	03-3951-9196

目白路

山
手
路

中落合儿童
家庭援助中心

新目白路

圣母医院

公交站
圣母医院

圣母医院入口公共汽车站

上智大学

落合保健中心

落合第一特别办事处
落合第一地区中心

岗亭

妙正寺川

西武新宿线
下落合站

至西武新宿

落合第一小学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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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票（居民登记）

	户籍居民课	居民登记系

各特别办事处

　　外国居民（在留卡颁发对象和特别永住者

等）也将获得居民票。

　　居民票为记录并证明地址、家庭（不仅包

括共同居住者，还包括共同维持家计者）及户

主（家庭的代表人，维持家计的主要人物）的

证件。是办理印章登记、国民健康保险、税金

等的基础资料。

●	居民票的对象人士

•	中长期滞留者（在留卡颁发对象）

•	特别永住者

•	获得临时庇护许可的人士或获得临时滞留许

可的人士

•	因分娩而中途滞留的人士或因丧失国籍而中

途滞留的人士

　上述以外的外国人士不能获得居民票。

●	住所变更的申请

　　地址或家庭成员发生变更时，由本人或其

代理人进行申请。代理人（与本人同一家庭的

人士除外）申请时需要委托书。委托书的格式

请查阅区政府网站。申请为免费。

　　住所变更的申请与已废除的外国人登记手

续不同。特别是搬迁至区外或国外时，请事先

在新宿区政府办理“转出申请”。

　　关于居民票的申请种类和必要资料，请参

照第 7	页的一览表。

●	居民票复印件等的交付

　　需要居民票复印件或居民票记载事项证明

书的人士，请持本人证明材料（在留卡、特别

永住者证明书等）进行申请。

　　代理人（与本人同一家庭的人士除外）申

请时需要委托书。委托书的格式请查阅区政府

网站。

　　通过邮寄申请时，请事先咨询所需资料。

手续费为每份 300日元。

※	居民票的副本可使用便利店发放服务，请参

照第 9页。

※	自动发放机领取服务在2020年3月底结束。

　　来自国外的转入申请、中长期滞留者

的申请如需要口译时或进行团体申请时，

请前往区政府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系的窗

口办理。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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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卡、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法务省出入境在留管理厅	外国人在留综合

信息中心

 0570-013904

（IP 电话、PHS、海外为 03-5796-7112）

●	在留卡的相关手续

　　有以下情形时，请在就近的地方出入境在

留管理局办理手续。

•	 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国籍和地区变更

时

•	 在留卡被盗、遗失时

•	 更新在留卡的有效期限时

•	 持有“技术”等就业资格、“留学”等学习

资格的人士，所属机构变更时

•	 持有“日本人配偶”或“亲属滞留”等在留

资格的人士，与配偶者离婚或亡故时

　　关于申请的必要资料，请向前述问讯处咨

询。

●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相关手续

　　有以下情形时，请至区政府的居民登记系

办理手续。

•	 在日本出生后办理特别永住许可申请时

•	 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国籍和地区变更

时

•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被盗、遗失时

•	 更新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有效期限时

　　关于申请的必要资料，请向上述出入境在

留管理厅问讯处咨询或向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

系（ 	03-5273-3601）咨询。

●	由外国人登记证明书更换

　　在外国人登记法废止（2012年 7月 9日）

时，外国人登记证明书在一定期限内将被视为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原则上在

2015 年 7月 8日之前需要将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更换为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在留卡

　　请在就近的地方出入境在留管理局办理

手续。

•	 中长期在留人士……原则上在 2015年 7月

8日之前更换，请尽快办理手续。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请至区政府的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系办理

手续。

•	 未满 16岁的人士……截止至 16岁生日

•	 16 岁以上的人士，在外国人登记的下次确

认（更换）申请期限为 2015 年 7 月 9 日

以后的人士……截止至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下

次确认（更换）申请期限的开始期（生日）。

•	 上述以外的人士……原则上在 2015年 7月

8日之前更换，请尽快办理手续。

出生、死亡等申报

	户籍居民课	户籍系

●	户籍

　　户籍是用来登记、证明日本人姓名、出生

时间、父母姓名及亲属关系、配偶等亲属关系

等与身份有关的事项的。

●	户籍的申报

　　如外国人在日本出生、死亡，也必须向区

政府提出申报。并且也可以提出婚姻（结婚）、

离婚的申报。申报是免费的。

　　相关的必要资料敬请咨询。

●	出生申报

　　请父亲或母亲在孩子出生后的 14 日以内

向孩子出生地或申报人当前住所所在的政府提

出申报。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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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籍居民的住所变更申请一览表

申请的种类 申请期限 申请所必需的资料（请携带原件）

来自国外的转入申请

（从国外转至区内开始居住时）

开始居住之

日起的 14日

以内

在留卡（在留卡择日颁发的人士凭护照）、特

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外国人登记证明书

※	可能需要提供与户主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书。

※再入境时需要提供所有迁入者的护照。

★	此类申请请至区政府的户籍居民课居民登

记系窗口办理。

成为中长期滞留者时的申请

（区内居住的短期滞留者变为中长

期滞留者时）

成为中长期滞

留者之日起的

14日以内

来自其他区市町村的转入申请

（从区外搬来时）

搬来之日起

的 14日以内

转出证明、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外国

人登记证明书、国民健康保险证（进入已参加

国民健康保险家庭的人士，户主发生改变时）、

个人编号卡、住民基本台帐卡（持有者）

※	可能需要提供与户主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书

转居申请

（在区内搬迁时）

搬迁之日起

的 14日以内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国民健康保险证（已参加的人士）、个人

编号卡、住民基本台帐卡（持有者）

※	可能需要提供与户主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书

转出申请

（搬迁至区外或国外时）
搬迁之前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国民健康保险证（已参加的人士）、个人

编号卡、住民基本台帐卡（持有者）、印章登

记证（已登记的人士）

※	户主迁出时，可能需提供与新户主关系的

证明资料。

★	转出申请可通过邮寄进行，详情请浏览区

政府网站。

家庭变更申请

（户主改变时、家庭拆分或合并时）
变更之日起

的 14日以内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或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与户主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书、国民健康保

险证（已参加的人士）
与户主亲属关系的变更申请

（外国居民与户主的亲属关系不按

户籍申请发生改变时）

※	如需要口译时或进行团体申请时，请事先向区政府户籍居民课居民登记系电话咨询。

※	申请时将进行本人核对，请携带申请人的本人证明材料（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等）。代理人

（与本人同一家庭的人士除外）进行申请时需要提供委托书。

※	与户主亲属关系的证明文书为外语时，请附带翻译者署名的日语译文。

※从国外迁入的申报以及成为中长期在留者时的申报，不能在星期二窗口的延长时间段（17:00-

19:00）和第 4个星期日办理，敬请注意。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8

　　并且，请不要忘记办理以下申报。

•	 出生后的 30日以内在东京出入境在留管理

局申请获取在留资格的相关许可

•	 与自己国家有关的手续（申请护照等）

※	父母或任意一方为特别永住者，申请在日本

出生孩子的特别永住许可时，请在出生后

60 天以内向住民登记系申请办理。此时需

提供出生申报受理证明书。

●	死亡申报

　　请亲属或同居人员在确认当事人死亡事实

后的 7日以内，向死亡地或申报人当前住所所

在的政府提出申报。

印章登记

	户籍居民课	居民登记系

	 各特别办事处

●	印章

　　在日本，印章与签名具有相同的意义，在

签定合同等场合可以使用印章。

　　可以请印章店刻制印章，并在区政府登记

自己的章印。如有必要，还可以请求区政府出

具印章已登记的证明。——印章登记证明书。

●	不能登记的印章

•	 非居民票上登记的姓名、姓、名、别名或部

分组合的姓名•别名的文字

•	 刻有职业、资格等其他事项的印章

•	 橡胶印章及其他容易变形的印章

•	 印记面积小于边长为 8mm的正方形、或超

出边长为 25mm	的正方形

•	 印记不清楚，文字判读困难的印章

•	 凹凸相反的印章

•	 其他不适合登记的印章（例：无外框、有缺

损的印章、简易印章、戒指印章等）

●	印章登记

　　请本人拿着要登记的印章和有效期限内的

在留卡或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外国人登记证明

书）等，向区政府的户籍居民课或特别办事处

提出申请。当天就可以办理登记。有年龄限制（满

15岁以上者）等一定的登记限制。

　　如未持有有效期限内的在留卡或特别永住

者证明书（外国人登记证明书），以及由持有委

托书的代理人提出申请，我们将把核对单邮寄

到本人家里。请本人或代理人在其后拿着以下

材料，到申请的窗口办理相应手续。

•	 回答书

•	 登记的印章

•	 能确认本人身份的材料

※	代理人的话，除登记本人的本人身份确认材

料外，还需要委托书和能确认代理人本人身

份的材料以及代理人的印章。

　　完成登记后，我们将开具印章登记证（卡）。

开印章登记证的手续费为 50日元。

●	印章登记证明书

　　需要印章登记证明书的人，请携带印章登

记证（卡），向区政府的户籍居民课或特别办

事处的窗口进行申领。发放手续费为每份 300

日元。

※	印章登记证明书可使用便利店发放服务领

取。详情请浏览 9页。

●	必须申报的场合（印章登记）

①	印章丢失，没有必要登记时

	 →	印章登记废止申报

②	印章登记证丢失，被盗、烧毁时

	 →	印章登记证丢失申报

③	印章登记证污损、损毁等不能使用时

	 →	印章登记证换证申请

●	迁至区外时（印章登记）

　　如印章登记的人员迁出新宿区，请交还印

章登记证。并且还必须在新住所重新办理印章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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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即使迁入迁出前的相同地址，也需

要重新办理印章登记手续。

●	出境时（印章登记）

　　进行了印章登记的人员如出境，其印章登

记将在其出境之际注销。

　　即使再次迁入相同住所，仍需重新办理印

章登记手续。

●	关于不能获得居民票的人士

　　短期滞留或非法滞留等不能获得居民票的

人士，不在印章登记的对象之列。

关于便利店发放服务

	居民票的副本・印章登记证明书

	 　户籍居民课	户籍登记系

	关于居民税的证明书

	 　税务课	收纳管理系

　　可在设有KIOSK终端（多功能复印机）的

全国便利店获得“居民票副本”、“印章登记证

明书”、“特别区民税•都民税课税（非课税）

证明书”、“特别居民税•都民税纳税证明书”。

　　利用便利店发放服务时需要提供配置有利

用者证明用电子证明书（※）的个人编号卡（9

〜 10页）。

○	可以利用的店铺

　　711、罗森、全家、Ministop 等各店铺

　　但仅限设有 KIOSK 终端（多功能复印机）

的店铺。

○	利用时间

　　6：30〜 23：00（12 月 29 日〜 1月 3

日和系统维护时除外）

○	发放手续费

　　１份 200日元（窗口为 300日元）

※	利用者证明用电子证明书是指在上网等时证

明利用者本人的机制。在“maina-portal”

的登录和便利店发放服务中，可作为本人的

认证手段利用。

个人编号通知书和个人
编号卡

	户籍住民课	住民登记系

●	什么是个人编号通知书

　　因从日本国外迁入或出生等缘由，在日本

国内新登记了住所的人士，将通过简易挂号信

（不需转寄）寄送记载了“个人编号的个人编号

通知书”。个人编号通知书的发行和邮寄由全

国市区町村委托的地方公共团体信息系统机构

（J-LIS）负责。

　　收到个人编号通知书后，请妥善保管。

※“个人编号通知书“不能作为证明个人编号

的资料使用。

●什么是个人编号卡

○	是附脸部照片的 IC 卡，正面记载有姓名、

住址等，背面记载有个人编号。

○	IC 芯片中标准配置了公共个人认证服务的电

子证明书。电子证明书可在“maina-portal”

的登录和便利店发放服务中利用。

○	个人编号卡的首次发放免除手续费。再次发

放的手续费为 800 日元，含电子证明书的

再次发放时另行收取 200日元。

○	住址和姓名等变更时，请在“14 天以内”，

且在出入境在留管理厅批准延长在留期间

时，请在“个人编号卡的有效期限内”，向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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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窗口进行申报，变更卡片的记载内容。

●	个人编号卡的申请、发放

①	邮寄申请的方法

	 　　使用个人编号卡发放申请书和发放申请

书寄送用信封进行申请。申请书和信封请在

户籍住民课或特别办事处领取，或者从下述

主页下载。

	 　　在申请书上贴上脸部照片，填写个人编

号等必要事项，放入发放申请书寄送用信封

中后寄出。

※	也可以使用通知卡附带的申请书。姓名、

住址等有变更时，请在变更位置手写修改

后申请。

②	通过网上、市内的证明照相机进行申请的

方法

	 　　使用个人编号通知书同附的申请书 ID

或二维码进行申请。没有个人编号通知书同

附的申请书时，请携带本人的确认资料，在

户籍住民课或特别办事处申领带 ID 的申请

书。

	 　　网上申请时，用数码相机、智能手机拍

摄脸部照片，保存后访问下述WEB 网站。

访问后请按照画面显示进行申请。

	 　　市内的证明照相机申请时，请从证明照

相机的触控面板中选择“个人编号卡”，按

照画面显示进行申请。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zh-cn/

③通过个人编号卡在线申请支援服务进行申请

	 　　在区政府本厅舍 1楼，区担当人员将

帮助您完成申请所需的拍照到申请手续的各

项内容。申请需要专用的“申请书 ID”。请

携带能够确认本人身份的资料（在留卡等），

在户籍住民课窗口申请发放记载有“申请书

ID”的申请书。

	 　　申请后将向家中寄送个人编号卡发放通

知书，请通过互联网或电话事先预约领取日

期，前往发放场所领取。

	 　　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编号卡发放通知书

和本人身份确认资料（在留卡•特别永住者

证明书等）。关于上述以外的本人身份确认

资料，请咨询户籍住民课。

●关于住民基本台帐卡

　　随着个人编号卡的发行，住民基本台帐卡

的发行已在 2015年 12月 28日结束。

　　已发行的住民基本台帐卡可在有效期限内

继续使用，但在领取个人编号卡时将回收。住

民基本台帐卡和个人编号卡不能同时持有。

支付税金

■税金的目的和种类

	税务课税务系

●	所谓税金

　　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大部分工作都以各种

形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国家负责外交、社会基础设施整备、经济

政策等与整个国家相关的工作。

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体负责福利、教育、保健

卫生、警察、消防等以生活环境为中心、与各

区域紧密相关的工作。

　　我们则以“税金”的形式负担着以上各项

工作的所需费用。换句话说，其性质实际上是

一种我们为了能过安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支

付的会费。

●	居民税（特别区民税・都民税）和所得税

　　税金可以分很多种。其中与我们最密切相

关的税金就是居民税和所得税。

　　属于地方税的居民税和属于国税的所得税

都是针对个人收入所征收的税金，在收入金额

认定等方面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它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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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说所得税是针对本年度

的收入征收的税金，居民税是在下一年度针对

前一年的收入征收的税金，而且它们的税率等

也是不同的。

居民税、所得税、确定
申报

	有关居民税

	 　税务课	课税第1・第2系

	关于居民税的证明书

	 　税务课	收纳管理系

	有关所得税、确定申报

	 　四谷税务署　 	03-3359-4451

	 　新宿税务署　 	03-6757-7776

	 　

●	居民税征收的对象

　　原则上以每年 1	月 1	日在其所在区市町村

拥有住所的人员为征收对象。（与国籍无关）

　　即使之后居住地发生了变化，仍向您 1月

1日当日所居住的市区町村缴纳。

　　对于新入境的外国人，则根据其入境日期、

居留期间、职业等判定其有无住所。

●	不被征收居民税的人员

　　如某人前一年全年收入低于标准额，则不

向其征收居民税（标准额因本人的年龄、所要

抚养的家属人数等而异）。

●	居民税的申报

　　请在每年 3月 15 日之前向区政府税务课

申报您前一年全年的收入。但是、已向税务署

提交过所得税确定申报的人员、所在公司等已

经向区政府提交过工资支付报告书且其收入仅

为工资的人员等无需进行申报。

●	居民税的计算方法

　　居民税有均等计算和按收入计算两个部分。

○	均等计算：不管收入多少，每个人税额相同。

○	按收入计算：根据前一年全年的收入等计算

税额。

●	居民税的缴纳方法

　　个人居民税的缴纳方法如下。

○普通征收

　　这是一种依据区政府发到征收对象家（6

月上旬）的纳税通知书所同附的缴纳书，由个

人每年分 4次进行缴纳的方法。缴纳场所为区

政府、特别办事处或银行、邮局等金融机关、

便利店（仅限于印有缴付条形码的票单）。

　　除了使用手机收银 APP 的手机银行或信

用卡缴纳外（仅限于印有缴付条形码的票单），

还可使用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手机、ATM

进行缴纳的 Pay-easy 缴纳。（仅限对应 Pay-

easy 的缴纳书）。

※详情请查阅主页或咨询收纳管理系。

	http://www.city.shinjuku.lg.jp/hoken/

file04_04_00001.html

○从收入中扣除的特别征收

　　这是一种当纳税人为公司职员等工资收入

人员时，由公司从他们每月工资中扣除，并代

本人向区政府缴纳的方法。（工资收入人员有时

也可通过普通征收方法进行缴纳。）

※	此外，也有从国家年金中扣除的特别征收制

度。

●	出境时的手续

　　居民税课税对象者在接到纳税通知（6月

上旬）前出境时，请指定纳税管理人或是进行

预缴（出境前预缴居民税的制度）。

　　如您在接到纳税通知后出境时，请指定纳

税管理人或是缴纳全额税款。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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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住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书・纳税证

明书的取得

　　前往窗口的人士请携带可确认本人身份的

资料（在留卡、个人编号卡、健康保险证等），

在税务课•特别办事处的窗口申请。发放手续

费 1份 300日元。

※	本人无法前往窗口时，需要提供委托书。详

情请咨询收纳管理系。

※	还有便利店发放服务（参照 9页）。

※详情请查阅主页或咨询收纳管理系。

	http://www.city.shinjuku.lg.jp/hoken/

file04_02_00001.html

●	所得税

　　所得税是与个人收入相关的税金，从 1	年

所有收入中减去免征税部分对剩下的“课税所

得”，根据税率计算出税额。

●	有关确定申报

　　如是在公司等上班的工资收入者，所得税

将从每月工资中扣除，其他人员则必须向税务

署提出确定申报。所得税采用申报纳税制度，

由最清楚自己收入状况的纳税人自己根据税法

正确计算出收入和税额，进行纳税。

　　如您想了解有关所得税、确定申报的详情，

请浏览国税厅的主页。

	http://www.nta.go.jp/

住所的手续、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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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区外国人咨询窗口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5272-5060

汉语 	03-5272-5070

韩国语 	03-5272-5080

●	新宿多文化交流广场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韩国语（仅下午） （星期一）

	03-5291-5171

汉语、泰国语、尼泊尔语 （星期二）

英语（第 2、4个星期三除外）（星期三）

缅甸语、汉语 （星期四）

韩国语

英语（仅第 3个星期五）
（星期五）

●外国人综合咨询援助中心
入境、居留手续、

生活咨询

英语、汉语

	03-3202-5535

	03-5155-4039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菲律宾语、越南语、

印度尼西亚语

●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英语、汉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11000

●外国人居留综合信息中心 居留咨询
英语、西班牙语、汉语、

韩国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13904

	03-5796-7112

●东京都外国人咨询 生活方面所有事宜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5320-7744

汉语 （星期二、星期五） 	03-5320-7766

韩国语 （星期三） 	03-5320-7700

●警视厅综合咨询中心 与犯罪相关的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3-3501-0110

直通线路　　　　　　　　			 	＃ 9110

●警视厅外国人困扰咨询 与犯罪相关的咨询 英语、汉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3-3503-8484

●	东京法务局内面向外国人的人权

咨询
人权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

菲律宾语、葡萄牙语、

越南语等

（星期一〜星期五）  0570-090911

●新宿外国人雇用援助 /指导中心
劳动咨询、

就业・打工帮助
英语、汉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3204-8609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角 劳动咨询

英语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

	03-3816-2135

汉语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菲律宾语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五）

越南语 （星期一〜星期五）

尼泊尔语 （星期二〜星期四）

柬埔寨语 （星期三）

蒙古语 （星期五）

●东京都劳动咨询信息中心 劳动咨询
英语 （星期一〜星期五）

	03-3265-6110
汉语 （星期二〜星期四）

●	东京都保健医疗信息中心

	 “向日葵”
医疗机关、医疗制度

英语、汉语、
（每日） 	03-5285-8181

韩国语、泰国语、西班牙语

●公益财团法人　结核预防会 外国人结核电话咨询

英语、汉语、韩国语（仅第

3周）、越南语、缅甸语（仅

上午）、尼泊尔语（仅第 2、

第 4的上午）

（星期二）10:00 〜 12:00、

13:00 〜 15:00

	03-3292-1218

〜 9

● Tokyo	English	Life	Line 生活咨询 英语 （每日） 	03-5774-0992

● NTT信息中心 电话等
英语、汉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每日） 	0120-005-250

● JR	East	InfoLine 有关 JR东日本的指南 英语、汉语、韩国语 （每日）  050-2016-1603

可受理外语的咨询窗口

　　生活信息报使用的是再生纸张。本印刷物已委托企业印刷制作 1,600 份，价格每份 96.3 日元（含税），但不含编辑时的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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