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国民养老保险体系 中国語/Chinese 

1.国民养老保险体系及其它公共养老保险体系概要

(1) 登记居住在日本的年龄在 20 岁至 59 岁的所有人（包括外籍居民）均须依法为国民养老保险体系所覆盖并缴纳
保费。

(2) 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国民养老保险体系）旨在以代际互助机制为整个社会提供经济互助。
(3) 在您遇到意外的经济困难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不仅支付养老金，而且支付伤残退休金或遗属抚恤金。
(4) 日本政府对养老金提供部分资金补助。
(5) 您的公共养老金缴款作为“社保缴款”是税款抵扣的对象。

2.国民养老保险的保险类型和参保手续

国民养老保险体系项下有 3 类被保险人。您可在下面找到您所属的类型及参保手续：

(1) 第 1 类被保险人
如您登记居住在日本，年龄在 20 岁至 59 岁之间，且您不属于第 2 类或第 3 类被保险人（见以下第（2）

和（3）款），则您为第 1 类被保险人。 
→如您是外籍居民且属于第 1 类被保险人，请先在当地的市政办事处办理居住登记。然后您需要在同一个市政

办事处登记加入国民养老保险体系。
→日本养老金服务署（JPS）将向您发送缴费通知。请根据该通知进行缴费（参见以下“4. 月度缴费”）。
注：持医疗居留签证及长期观光签证的外国居民除外。

(2) 第 2 类被保险人
如您受雇工作于公司、工厂及此等此等工作场所，且已参保员工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员工养老保险”体

系，那么您是第 2 类被保险人。 
→您的雇主负责代表您办理您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参保。更多细节您可询问您的雇主。
→您的缴费会从您的工资中扣除，然后由您的雇主为您缴纳。

(3) 第 3 类被保险人
如您是第 2 类被保险人的经济上有依赖性的配偶，而且您的年龄在 20 岁至 59 岁之间且居住于日本境内，

那么您是第 3 类被保险人。 
→您的配偶（第 2类被保险人）应通过其雇主向 JPS的分支办事处汇报您是符合资格的经济上有依赖性的配偶。

更多细节您可询问您配偶的雇主。
→您无需缴纳保险费；保险费包含在第 2 类被保险人所缴纳的保险费中。
→如果您临时去往/停留在日本境外，您可能被破例视为第 3 类被保险人。

3. 养老金证

当办参保手续后，会领到养老金证。养老金证作为领取养老金时以及进行咨询时的身份确认，是非常重要的证
件。因要使用一生，故请妥善保管。 

另外，如果发生丢失等情况，第 1 类被保险人应在 JPS 分支办事处或当地的市政办事处申请补发。第 2 类被保
险人可在 JPS 分支办事处申请补发，或让雇主申请补发。第 3 类被保险人应通过其配偶的雇主申请补发。 

4.月度缴费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国民养老保险的月度缴费金额是 16,540 日元。毎个月的缴费金额，请于次月结束
之前缴纳。 

除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邮局、便利店等窗口通过现金缴纳外，还可利用银行账户自动转账和网络缴纳的方法。 
另外，预缴将来几个月份的保费还可享受折扣。如果通过银行自动转账而非现金付款方式进行预缴，享受的折

扣还会更多。 

5.缴纳保费存在困难（保费豁免制度）

如收入过低而无力缴纳保费或有其它原因，
可在当地的市政办事处申请保费豁免。 

JPS 分支办事处会对前一年度收入等情况
进行调查。如批准您的申请，您将免于缴纳部分
或全部的保费。 

请参看此表了解豁免类型、应缴金额，以及
与无豁免期的未来老龄基本养老金金额相比的
有豁免期的金额比例。 
「敬请注意」 
(1) 关于四分之一缴纳、半额缴纳以及四分之三缴纳，若没有缴纳剩余的应缴金额，部分免除制度将无效，同于没

有缴纳，故不仅不包含在将来的老龄基础养老金的计算中，还有可能无法领取发生不测时的伤残基本抚恤金和

遗属基本抚恤金，敬请注意。
(2) 学生可以申请针对学生的特例缴费。不过，这并不适用于在大多数外国学校的日本分校就读的学生或短期就读

的学生。

豁免类型 保费金额 老龄基本养老
金金额 

全额免除 0 日元 八分之四 

四分之一缴纳（四分之三免除） 4,140 日元 八分之五 

半额缴纳（半额免除） 8,270 日元 八分之六 

四分之三缴纳（四分之一免除） 12,410 日元 八分之七 

针对低收入人士的延迟缴纳制
度 

0 日元 0 

针对学生的缴纳特例制度 0 日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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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补缴过去的缴费豁免期里没有缴纳的金额 

如过去有全额或部分豁免的期间，可回溯补缴最多 10 年的豁免缴纳的金额。如回溯补缴过去期间的金额，将
来的老龄基本养老金将基于足额缴纳的金额计算。 

如回溯补缴的金额在 3 个财政年度之前即到期应缴，则对此金额将以一定的指数上浮计收。 
 

7.国民养老保险金发放金额 

(1) 老龄基本养老金 
如已缴纳至少 10 年的国民养老保险保费，达到 65 岁时发放以下金额。*1 

★养老金金额＝781,700 日元（已缴纳保费 40 年者在 2020 财年的年度金额） 
(2) 伤残基本抚恤金 

若你因患病或受伤导致了国家规定的 1 级或 2 级伤残，且参保了国民养老保险，将向你发放以下残障基本
养老金。*2 
★养老金金额＝977,125 日元（1 级残障在 2020 财年的年度金额） 

781,700 日元（2 级残障在 2020 财年的年度金额） 
(3) 遗属基本抚恤金 

当参保国民养老保险过程中的居民死亡时，向靠该居民维持生计的遗属（有子女的配偶或子女）支付遗属
基本养老金。*2 
★养老金金额＝1,006,600日元（在 2020 财年向有一个子女的符合资格的配偶发放的年度金额） 

*1 在 65 岁之前加入日本国籍的居民、获得永住许可的居民在海外居住的期间中，自 1961 年 4 月 1 日至取
得日本国籍之日的前一天的20岁以上不足60岁的期间被包含在10年的领取资格期间内（称为合算对象期间）。
关于该合算对象期间，在查看是否满足老龄基本养老金的资格期间时，会被计入，但在计算发放金额时，则不
予以考虑。 

*2 在残障基本养老金和遗属基本养老金中有一定的保费缴纳条件，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就不能领取。详情请
询问 JPS 分支办公室或当地的市政办事处（请参见以下“10.国民养老保险咨询和问询方式”） 。 

 

8.非日本人士退保时的一次性支取 
如为非日本人士，在登记离开日本（不再为日本

居民）后两年内，可申请一次性支取保险金。申请时
需满足以下条件： 

– 已向国民养老保险体系缴款总计至少 6 个月（不
包括作为第 2 类或第 3 类被保险人的投保期间） 

– 没有达到领取老龄基本养老金的资格条件。 
 

支取的金额取决于缴纳保费的月数。此表显示最
后一次缴纳保费在 2020 财年时的支取示例金额。 
 

※ 如有缴付豁免期间，总计缴付月数的计算如下： 
 

全额缴纳月数＋（四分之一缴纳月数）×1/4＋（半额缴纳月数）×1/2＋（四分之三缴纳月数）×3/4 
 
「申请手续」 

① 向当地市政办事处登记自己不再在日本居住时，请一并登记退出国民养老保险体系。申请表可在任何的市
政办事处（国民养老保险窗口）、任何的 JPS 分支办事处或网上获取
（https://www.nenkin.go.jp/international/index.html） 

② 提交申请，请您确认申请书中所记载的注意事项并在填写所需事项后，用航空邮件将其及支持性文件发送
至日本养老保险服务署：〒168－8505 日本国东京都杉並区高井户西 3－5－24  
领取退保支取款后，成为其支付对象的期间不会成为保险金缴纳完毕期间。敬请注意。 

 

9.社保协议 

有的国家与日本签订了协定，意在避免养老保险制度的双重参保，同时，接受外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期间
并可领取年金。详情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https://www.nenkin.go.jp/international/index.html） 

 

10.国民养老保险的咨询和问询方式 

关于国民养老保险的问询，请带上养老保险证到您所在的市政办事处或 JPS 分支办事处进行咨询。JPS 分支办
事处的列表请见网站。（https://www.nenkin.go.jp/international/index.html） 

电话问询时，请拨打以下号码「养老保险电话号码」。 
另外，问询时，请准备好记载有养老保险号码的养老保险证等资料。 

 
•「养老保险电话号码（从日本国内拨打）」   0570-05-1165→请您负担市话费 
•「养老保险电话号码（从日本国外拨打）」+81-3-6700-1165→请您负担国际话费 

    

 

 
 

保险金缴纳完毕期间的合计※ 一次性支取金额 

6 个月以上不足 12 个月 49,620 日元 

12 个月以上不足 18 个月 99,240 日元 

18 个月以上不足 24 个月 148,860 日元 

24 个月以上不足 30 个月 198,480 日元 

30 个月以上不足 36 个月 248,100 日元 

36 个月以上 297,720 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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