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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y Number 制度

• 2015年10月5日，政府正式开始社会保障与税务编号制度（My Number 制度）。
My Number制度是为实现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提高国民的便利性、
并提高行政效率的社会平台。

• My Number是拥有居民票的每个居民所拥有的12位数编号。
My Number在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策领域法律和条例等
规定的行政手续中使用。

※具体包括年金、雇用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手续、
生活保护和儿童津贴等的福祉服务以及确定申报等
税务的手续等。

• 由个人编号通知书通知My Number。

• 面向希望获取的人交付带有面部照片的
My Number卡。

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

为能够容易地掌握收入与其他行政服
务的接受情况，防止不当免责与非法
领取供给等的同时，为真正受到困扰
的人们提供体贴入微的支援。

提高国民的便利性

通过削减附件等简化行政手续，减轻
国民的负担。

不仅可以确认行政机关所掌握的自己
的信息，也可从行政机关收到各种服
务的通知。

提高行政效率

大幅削减行政机关与地方公共团体等
在各种信息的核对、转记、输入等中
所需的时间与劳力。

在多个业务之间开展合作，减少作业
的重复等浪费。



关于个人编号通知书
• 自2020年5月25日起，My Number的通知由寄送“通知卡”的方式改为寄送
“个人编号通知书”的方式。

·

【通知卡】
2015年10月5日～2020年5月24日

【个人编号通知书】
2020年5月25日～

对因出生或者从国外迁入等而初始在居

民票上有记载的人邮寄个人编号通知书。

※不能作为My Number证明文件、本人

确认文件来使用。

通知卡可用于确认My Number。

在社会保障、税务和灾害对策的各种手续中确认

My Number时，需要与通知卡一并出示驾驶执照、

护照等本人确认文件。

※不能作为本人确认文件来使用。

※卡表面记载的住址等发生变更时，将无法作为My 

Number确认文件使用。

“交付申请用QR二维码”
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读取
QR二维码，即可在线申请My 
Number卡。

“语音向导二维码”
通过智能手机等下载APP，即可
收听个人编号通知卡相关的简
单语音向导。



关于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

• My Number卡是带有面部照片的塑料制IC卡，其正面记载有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和性别，
背面记载有My Number。

正面 背面
住址、姓名发生变
更等时，在市区町
村的窗口追加记载
新内容。

可以复印背面的仅
限于行政机关和雇
主等法令规定的组
织和人。

• My Number卡不仅可用于确认My Number，亦可作为本人确认文件使用。此外，可以使用My Number卡

（仅限于发行有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的卡），在便利店等的多功能复印机上获取“居民票复印件”、

“印章注册证明书（仅限完成印章注册的人员）”以及“特别区民税和都民税的征税（非征税）证明书及纳

税证明书”。



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真的安全吗？

正面 背面

➢带有面部照片，无法冒名使用

➢采用特殊加工，无法简单替换照片

➢IC芯片上只记录了姓名等卡片上记载的
信息。
未记录税款、年金、存款余额等隐私性较高的
信息。

➢错误输入各APP设置的密码超过一定次数时，

功能将被锁住

➢采用发现违规读取信息的情况时IC芯片

自动损毁的设计

即使引入My Number 制度后，个人信息仍由各行政机关等持有（所得税信息为税务署、居民

税信息为区持有），且对个人信息实施分散管理。需要其他机关持有的个人信息时，可使用

信息提供网络进行查询、提供。对通信进行加密等，以防止通过My Number盗取个人信息的

情况，可放心使用。

完善的安全保障对策，敬请放心使用！

采用分散管理，而非集中管理！

➢即使个人编号被其他人看见，也不会导致个人信
息盗取

发生遗失、失窃时，24小时365天均可办理暂停使用手续

联系处：My Number 综合免费电话

☎0120-95-1078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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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的申请方法

1 通过邮寄申请

把面部照片粘贴在附属于通知卡或个人编号通知书的“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上，填写必要事项后，封入回信用信封里，投

入邮筒。

①姓名及住址等

如果预先打印的姓名和住址等出现了变更，则可通过双线划去变更部分，手写修正新内容来使用该申请书。

②电话号码

请填写白天可以接通的电话号码。

③外国人居民区分等

记载内容不一致时无法使用，请咨询区市町村窗口。

④是否希望标注盲文

如需标注姓名的盲文时，则请涂掉□。

⑤申请日及申请人姓名

请务必填写申请日和申请人本人的姓名。

⑥面部照片粘贴栏

请粘贴免冠、正面、无背景、且为最近6个月以内拍摄的面部照片。

⑦是否希望发行电子证明书

如果有不希望发行的电子证明书，则请涂掉□。

·请沿线状孔眼剪切附在通知卡上的交付申请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的申请方法

2 通过互联网申请

在用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等拍摄并保存了面部照片后，访问申请用网站。输入必要事项，并在添加面部照片后发送。

※未记载申请书ID（23位半角数字）的申请书无法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

◆申请用网站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kofushinse/pc.html

※有QR二维码的申请书可通过读取QR二维码来访问上述网址。

3 从街区里的证明照片机进行申请

在触摸屏选择“个人编号卡申请”，放入拍照用的钱，用条形码读出器来刷个人编号卡交付申请书的QR二维码。输入必要事

项，并在拍摄面部照片后发送。

※仅限于可应对的证明照片机。

※不能用没有QR二维码的申请书来申请。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kofushinse/pc.html


4 通过My Number卡在线申请支援服务进行申请

未持有记载申请书ID、QR二维码的交付申请书的居民，请前往区政府（区役所）总部大楼户籍住民课或特别办事处窗口委托发
行。领取交付申请书时，需出示本人确认文件。

使用申请书记载的ID或QR二维码，由区担当者现场协助拍摄申请所需照片、提交申请。仅限区政府（区役所）总部大楼户籍

住民课窗口实施。

※未记载申请书ID（23位半角数字）的申请书无法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

完成My Number卡申请后

由地方公共团体系统机构（J-LIS）制作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并向区政府交货。My Number卡的交付准备做好后，就会

用普通邮件（不许转寄）把“个人编号卡交付通知书”邮寄到居民票上记载的住址。

请按照同时寄送的指南，通过互联网或电话预约领取窗口与日期，并在预约的日期由本人前来。请根据同时寄送的指南准备必

要文件等。

关于My Number卡（个人编号卡）的申请方法



关于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 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是由政府运用运营的网站。作为每位国民的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提供各项服务。

使用信息提供等记录
公开系统时，需准备
以下物品。

①My Number卡

②电脑、智能手机等网
络终端设备

③IC卡读写器、支持卡
片读取的智能手机

④使用电子证明书的
APP
（信息提供等记录公
开系统AP）

服务检索及电子申请功能
（贴心服务）

支持检索育儿相关服务、提交在
线申请（育儿一站式服务等）。

显示自己的信息
（你的信息）

可以确认行政机关等持有的自己
个人信息。

通知

可接收行政机关等发出的
通知。

显示信息提供等的记录
（发送和收取记录）

可确认行政机关发送和收取（查询、
提供）自己信息的记录。

更多服务
（外部网站链接）

通过登录外部网站※，可以在信

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上一站式

享受服务。

※e-Tax、年金网站、民营送达

服务等

其他服务

公共税费清帐服务

可通过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

的通知，使用网银（Pay-easy）

和信用卡结清公共税费。



关于电子证明书
• My Number卡标准配备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和签名用电子证明书这2种电子证明书。

电 子 证 明 书

证 明 书
的 名 称

证明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 签名用电子证明书

用 途
在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的登录和便利店交付服务等时，
作为证明是本人的认证手段使用

在利用e-Tax的确定申报等带有文书的电子申请中使用

密码
4位

仅数字

6～16位

英文字母的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有效期限
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5次生日为止

从发行日开始到其后第5次生日为止（但是，第5次生日超过证明
利用者用电子证明书的有效期限时，则延长至证明利用者用电子
证明书的有效期限）
※如果姓名、旧姓、通用称呼、住址、出生年月日和性别任意一
项出现了变更，则即使在有效期限内也自动失效

※在My Number卡失效时，两种电子证明书同时失效

更 新 可以从有效期限届满日的3个月前进行更新

手续费
〇My Number卡初次交付时的发行免费
〇My Number卡再次交付时的发行200日元

其他
如果不希望发行电子证明书，可通过以下2种方式申请不发行
①在My Number卡交付时提出不希望发行
②在申请My Number卡时，把不希望发行的电子证明书的□（框）涂掉



关于健康保险证使用

通过信息提供等
记录公开系统申请后，
My Number卡可作为
健康保险证使用。

My Number卡亦可作为健康保险证用于医院
就诊等。

医院就诊更加方便！

通过人脸识别自
动完成挂号

挂号

诊疗、
药剂处方

可接受基于准
确数据的诊疗
及药剂处方

无需在窗口临时
支付超过限额的

医疗费

支付

更多便捷服务！

可以访问信息提供等
记录公开系统阅览特
定体检及药物信息

通过信息提供等
记录公开系统链
接e-Tax，确定申

报更加轻松

可永久作为健康保险证
使用



咨询处

〇关于整个My Number 制度的事项

・My Number综合免费电话 0120-95-0178

【受 理 时间】平日：上午9点30分～晚上8点

周六周日节假日：上午9点30分～下午5点30分（年底年初除外）

※对于因My Number卡遗失/失窃的暂时停止使用，24小时365日受理。

【外语应对】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关于My Number制度、信息提供等记录公开系统的事项 0120-0178-26

个人编号通知、My Number卡、遗失/失窃的暂时停止使用

0120-0178-27

·My Number卡（社会保障与税务编号制度）网站页面（内阁府）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

·My Number卡综合网站（地方公共团体信息系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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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关于本小册子的事项

·新宿区地域振兴部户籍住民课 03-5273-3601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
http://www.cas.go.jp/jp/seisaku/bangose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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