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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留管理制度  

2  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户口薄制度）                埼玉县的吉祥物-小紫鸽 

3  我的号码（マイナンバー）制度  

4  其他的制度 

外籍人士入境日本时，需要事先获得本国政府发行的护照和日本大使馆等签发的签证（一

部分国家可免除）。 

可以在日本居住的期间称为“在留期间，”在留期间在获准入国时就已决定。在日本居住

期间的各种有关手续要到管辖住址的地方出入国在留管理官署等办理。居住在埼玉县的人，

可到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埼玉办事处办理。 

 

有关的在留制度（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网页） 

http://www.immi-moj.go.jp/tetuduki/index.html（日语） 

http://www.immi-moj.go.jp/chinese/index.html（中文简体字・繁体字） 

各网站链接有发生变更的可能。 

 

 

 

第一章   在留管理制度 

       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我的号码制度 

 
       

 

       

http://www.immi-moj.go.jp/tetuduki/index.html
http://www.immi-moj.go.jp/chine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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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窗口和问讯处 

 

机关名称 电话号码 交 通 受理时间 接待用语 

外国人在留综合报道中心 0570--013904 

（IP、PHS、国

外时的电话号

码：

03-5796-7112) 

东京都港区港南5-5-30 

JR品川站港南口乘坐品川

埠头循环公共汽车，在《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前

》下车 

8：30～17：15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

始休息日除外） 

日语、英语、 

汉语、韩国语、

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等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0570-03-4259 

(IP,PHS,海外: 

03-5796-7234) 

东京都港区港南5-5-30 

从JR品川站港南口乘坐都

营《品川埠頭循環》公共汽

车，在《东京出入国在留管

理局前》下车 

9:00～16:00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

始休息日除外） 

日语 

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埼

玉办事处 

 

048-851-9671 

 

埼玉县埼玉市中央区下落

合5-12-1 埼玉第二法务综

合办公楼１楼 

埼京線与野本町站步行10

分钟 

9:00～16：00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

始休息日除外） 

日语 

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 

埼玉 

在公共机关（市役所等）

的办事窗口，如遇到语言

不通等问题时，可委托办

事人员打电话，咨询中心

会为您提供电话传译。 

048-833-3296 

 

 

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北浦

和5-6-5 

京浜东北线北浦和站步行

10分钟 

埼玉县浦和联合办公楼3楼 

 

9：00-16：00 

（节假日、年末年

始休息日除外）。 

（入管制度、劳动

、法律和福利等专

门问题咨询需预

约咨询） 

日语、英语、 

汉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韩国朝鲜语 

他加禄语、 

泰语、越南语 

印度尼西亚语, 

泥泊尔语 

外国人综合咨询支援中心 03-3202-5535

或 

03-5155-4039

（包括传真） 

 

 

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

2-44-1 

东京都健康广场《ハイジ

ア》11楼 

新宿《多文化共生广场内 

  

9:00～16：00 

 

星期一至五 

（节假日、年末年

始及第2・4周的星

期三除外） 

平时：日语、汉

语、英语 

葡萄牙语; 

周一,二,三 

西班牙语; 

周一,二,三 

印尼语;周二 

越南语;周一,四 

他加禄语;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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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留管理制度 

(1) 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间 

在入境时被许可的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限，均在护照上表明。在留资格出入境管理及难民

认定法附表中有规定。 

除了持有永住者、日本人配偶者、永住者的配偶者及定住者资格以外，其他的在留资格

不能进行在留资格认定以外的就业活动。 

要想从事在留资格以外的就业活动时，必须事先办理获得批准的手续。要是在没有取得

资格进行就业时，根据情况要受到处罚或被勒令出境。 

另外，从原则上说，在留期间是指只能在规定的在留期间内才能在日本居住，超过这个

期限就不能居住在日本。超过期限想继续居住时，必须事先办理更新许可的手续。 

 

(2) 在留卡（居留卡） 

在留卡是针对中长期在留者的入境许可、在留资格变更许可、在留期间更新等有关各种

在留许可而交付的卡。 

中长期在留者是指持有入境管理法所规定的在留资格，在我国（日本）中长期居住的外

国人，不包括拥有以下①-⑥的在留资格者。 

① 在留期间为 3 个月以下者 

② 在留期间为《短期滞在》者 

③ 在留资格为《外交》或《公务》者 

④ 在留资格被认定为《特定活动》者的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本邦事务所（台北驻日经济

文化代表处等）人员及驻日巴勒斯坦常驻总代表部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⑤ 特别永驻住者 

⑥ 没有在留资格的人 

注：对特别永住者会交付《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  机场的出入境手续 

在新千岁机场、成田机场、羽田机场、中部机场及关西机场、广岛机场和福冈机场，在

护照上加盖入境许可印章的同时，根据入境许可，对中长期在留者发放在留卡。 

在其他机场入境时，中长期在留者在居住地所属的市町村的办事窗口申报了居住地址以

后，在留卡会邮寄给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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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在市町村办理的手续 

再次来日本者、搬家者，请到市町村的办事窗口办理以下手续。 

这个申报可与住民基本台帐制度的迁入和迁出申报一并办理。 

再次入境日本者 

在入境机场取得在留卡者，在决定住所后的14天之内，携带在留卡，在居住地的市町村

工作窗口提出申报。 

    搬迁者 

中长期在留者，在住址发生变化时，在搬迁后的14天之内，携带在留卡，在新住址所属

的市町村的工作窗口申报。 

 

●  应在地方出入国在留管理官署办理的手续 

    住址以外的（变更）申报 

在对以下各项进行申报或申请时，请携带护照、相片、在留卡。原则上，在提出申请或

申报日的同一天，可以领取新的在留卡。 

    ①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国籍或地区的变更申请 

结婚后，如果姓、国籍或地区等发生变化或对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国籍或地区进

行变更时，请在14天之内提出申报。 

    ②在留卡有效期间的更新申请 

永住者、未满16岁者,在留卡的有效期间为16岁生日者，在有效期间的期限之前，要申

请办理在留卡的有效期更新 

    ③在留卡的在交付申请 

     当在留卡遗失、被盗、消失或破损时，可申请再交付。 

 

    有关所属机关、配偶者的申报 

在提出以下申请时，请携带在留卡。也可以将材料邮寄到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或在东

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电子申请系统的网络上申请。即便提出申请，也不再交付新的在留卡。 

①针对所属机关的申报 

在中长期在留者中，持有在留资格为"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等（艺术、宗教、报

道除外）等就职资格或持有“留学”等留学资格的人，如果所属机关（公司或学校）的

名称、所在地发生变更、消失、离开（合约终结），变换单位（缔结新的合约）等情况

时，请在14天以内提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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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有关配偶者的申报 

中长期在留者中，在留资格为“家族滞在”“日本人的配偶者”和“永住者配偶者”

等人，在和配偶者离婚或死别时，请在14天之内提出申报。 

 

    在留审查 

在以下的几种情况下，一定要提出申请，接受许可认定。许可认定需要数日。对于①、

③、④、⑦的申请，在被批准以后，对于中长期在留者将会交付新的在留卡、但不在护照

上按认可印章（中长期在留以外者，在护照上按认可印章）。 

    ①在留资格变更 

在留目的发生了变化，想变更在留资格（例如：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业时）。 

    ②资格外的活动许可 

持有现在的在留资格，从事在留资格认定外的活动，运营有收入的经营项目、进行有

报酬的活动时（要事先取得认可）。 

    ③取得在留资格 

在日本出生的外国人或曾是日本人但取得外国国籍超过60天，想在日本居住时（要在

出生后的30天之内或成为外国人的30天之内）。 

    ④在留期间的更新 

超过了许可的在留期间，但为了继续从事同样的活动而需要延长在留期间时（申请要

在在留期间期限到来的3个月之前）。 

    ⑤就劳资格证明书 

这是证明外国人已取得在日本可以劳动的在留资格的证明书（如果向雇佣方出示这个

证明书，就能证明你有工作的资格）。 

    ⑥再入国许可 

在被认可的在留期间中，如果暂时离开日本，在事前要取得《再入国许可》。如果取

得再入国许可，在回到日本时就不需要通常所需要的签证，被认定为是以前在留资格或

在留期间的延续。再入国许可的有效期间最长为5年。 

持有有效护照和在留卡（或是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在出国后一年内（如果在留期限

不到一年，则到该期限为止。特别永住者为出国后两年内），入境时，被认为已获得再

入国许可 

    ⑦永久许可 

     希望在日本定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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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2012 年 7 月 9日开始实施外国人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住民基 

本台帐由记载了姓名、出生年月、性别和住址的住民票以家庭为单位编制而成，是提供

行政服务时事务处理的基础材料。 

有关住民基本台帐的各种手续，由市区町村的办事窗口承办。详情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

村问询。 

(1) 住民票 

对符合下列①至④项中任何一项者，住所所在地的市町村将制作住民票（观光等短期

滞在者除外）。 

住民票的抄本由市町村的办事窗口交付，是代替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的证

明书，在办理各种手续时使用。 

    ①和日本人同样的记载事项 

有关姓名、户主的姓名及亲属关系、出生的年月日、性别、地址、国民健康保险和

年金等的事项。   

    ②外国人住民特有的记载事项 

     国家和地区、成为外国人居民的年月日及下面表中所区分的事项。 

＊在住民票中不记载在外国人登录法中应该登录的国籍所属国的地址、出身地、职

业、护照号码等信息。 

 

区分的对象 对象者内容 记载事项 

中长期在留者 

（在留卡交付对象者） 

已被决定在留期间为 3 个月以下

的外国人和短期滞在、外交公用等

在留资格者除外 

・在留卡上记载的在留资格、

在留期间及期间的期限日，在

留卡的号码 

・是中长期在留者 

特别永住者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交付对

象者） 

根据入管特例法决定的特别永住

者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中所记载

的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号码 

・是特别永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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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的对象 对象者内容 记载事项 

一时庇护许可者 

或是 

临时滞在许可者 

根据入管法的规定而受到一时庇

护入境许可的外国人、正在进行难

民认定申请被许可临时逗留在日

本的外国人 

・一时庇护许可书上记载的登

陆期间，或是临时滞在许可书

上记载的滞留期间。 

・是一时庇护许可者或是临时

滞在者 

因为出生而而一时滞留者 

或是 

因为丧失国籍的一时滞在者 

外国人的出生或丧失了日本国籍

者（这个理由开始至 60 日为止没

有在留资格也可以在留） 

是因出生而一时滞留或是丧失

国籍的一时滞留者 

 

(2)住民基本台帐制度的手续 

  ①入境日本国时 

    入境日本并长期居住时，在从居住日起算起的 14 日间，请到居住地市町村办理迁入申   

  报手续。 

  ②搬迁时 

    在搬迁前要事先向市区町村申报搬迁，得到迁出证明书。搬家后到新住址（在搬入后     

  14 天以内）向迁入的市町村交付迁出证明书，办理迁入申报手续。 

  ③出国时 

    出国时，有再入国许可者，原则上也需要办理迁出的申报 

   

(3) 住民基本台帐卡 

    2016 年开始发行个人号码卡。 

    为此，住民基本台帐卡的发行在 2015 年 12 月结束。 

    但是，已经持有基本台帐卡者，在基本台帐卡有限期限以前，还可继续利用。 

    还有，在取得我的号码卡时，即便住民台帐卡还在有效期限内，也需要把住民台帐卡 

 交还给居住地市町村。 

    有关个人号码卡的详细内容，请参考《3 个人号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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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的号码（マイナンバー）制度 

    从 2015 年 10 月 5 日起，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和税的号码（我的号码）制度》。 

    我的号码是每个人拥有的一个固定的 12 位数的号码。在办理社会保障、税务等手续  

 时，有向市町村役所、工作单位提出的必要。 

    外国居民的我的号码和日本居民一样，对有住民票的外国籍居民同样交付。 

 

(1) 办理我的号码的手续 

 ① 我的号码的通知 

在 2020年 5月 25日之后进行住民登录时,根据住民台帐制度时登记在住民票中记载的地

址，邮送记载有<个人号码的“个人号码通知”>。 

为此，要是居住地地址和住民票中记载的地址不一样，就收不到个人号码通知。发生这

种情况时，请向住民票中记载地址的市町村办事窗口咨询。 

请注意:个人号码通知,是为了通知你的号码而邮送的。是不能作为<证明我的号码的证明

材料>使用。从 2020 年 5 月开始<通知卡>变为<个人号码通知>。 

 

② 我的号码的利用 

 因为在源泉徴収票的做成和办理税务等社会保险时必需，所以我的号码有必要告知工  

 作单位。另外，在办理社会福利等手续时，我的号码也有必要告知市町村等行政机关。 

 此外，在做成征税法定材料时也需要我的号码，所以也有可能有向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出示的必要。 

 

 (2) 使用我的号码时的注意点 

     除了办理有关社会保障及税务等由法律规定的各种相关手续时，禁止利用和收集别人的  

   我的号码。自己的我的号码，除了在必须的场合以外，不要随意告知别人。 

     另外，利用不法手段，获取别人的我的号码，会受到法律制裁。 

 

 (3) 我的号码卡 

  ① 我的号码卡的用途 

     有我的号码的外国居民，可以申请我的号码卡。 

     我的号码卡中记载有住民票上记载的姓名、地址、出身年月日及性别等，还印有个人照

片和我的号码，可作为正式的身份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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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C芯片中记载的事项，除了我的号码卡券面中记载的内容以外，电子证明书等都不记 

   载收入等隐私性很强的个人信息。 

 

  ② 我的号码卡的交付申请方法 

     我的号码卡的申请交付，可将自己的照片贴在邮送的我的号码通知时一起寄来的申请材

料上邮送申请，或是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在网上申请。 

     详细内容，可向以下咨询窗口问讯 

 

☎ 咨询窗口和问讯处 

名称 电话号码 受付时间 接待语言 

我的号码 

综合免费电话 
0120-0178-26 

周一至周五  9：30～20；00 

周六、日、节假日;9：30～17；30 

英语・汉语・韩国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有关我的号码网站  

除去12月29日至1月3日的每天 

 
葡萄牙语 

我的号码 

综合免费电话 

（有关我的号码卡、电子

证明材料、个人号码通知

、通知卡因丢失或被盗暂

时停止利用等相关内容） 

0120-0178-27 

周一至周五;9：30～20；00 

周六、日、节假日;9：30～17；30 

（年末年始12月29日～1月3日除外） 
英语・汉语・韩国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有关灵活利用我的号码

积分点数进而促进消费

的相关内容 

 

0570-0100-76 

(付费电话） 

周一至周五;9：30～20；00 

周六、日、节假日;9：30～17；30 

（年末年始12月29日～1月3日除外） 

英语・汉语・韩国语・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我的号码制度相关内容说明网站 

（内阁官房 社会保障改革担当室・内阁府 大臣官房号码制度担当室） 

http://www.cas.go.jp/jp/bangouseido/foreigners/index.html 

（英语、汉语、韩国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缅甸语、柬埔寨语、

菲律宾语、法语、德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老挝语、马来西亚语、蒙古语、波斯语，

俄语，泰语，藏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尼泊尔文） 

 

通知卡、我的号码卡相关内容说明网站 

http://www.cas.go.jp/jp/bangouseido/foreigne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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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团体信息系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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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汉语、韩国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在画面的右上方选择语言 

 

 

 

4 其他制度 

(1)  外国籍人士取得日本国籍 

 ①  归化 

     外籍人士,向法务大臣申请加入日本国籍,得到法务大臣的的许可后,可取得日本国籍. 

 ② 取得国籍 

     出生后被日本人认知的未满20岁的外国人、因没有保留日本国籍而失去日本国籍在日本  

   有住所的未满20岁的外国人，向法务大臣递交《国籍取得申请书》之后，可以获取日本国  

   籍。 

 

(2)  国籍的选择 

 持有外国国籍和日本国籍者（多重国籍者）在满２２岁以前（满２０岁后成为多重国籍 

 者时，成为多重国籍之日起两年以内）必须选择一个国籍。如不选择可能会丧失日本国 

 籍。 

☎ 咨询窗口和问讯 -在埼玉地方法务局申请入籍或变化国籍，可根据居住地区选择不

同的分局，但从2016年1月4日开始，仅有埼玉地方法务局户籍课为专门办事窗口。 

咨询需要预约，请事先打电话预约。 

埼玉地方法务局户籍课 

电话号码  048-851-1000（总机）拨号号码《5》 

地    址  埼玉市中央区下落合5丁目12番1号埼玉第二法务综合办公楼 

接待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30—17：15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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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籍方面的具体手续，请参阅以下网站（法务局网页，日语） 

http://houmukyoku.moj.go.jp/homu/static/goannai_index_kosekikokuseki.

html 

 

 

(3)户籍制度 

在日本，有登记个人的出生、死亡、婚姻状况等个人身份，作为官方的证明材料的户籍

制度。外国人和日本人结婚等情况下也需要申报。申报的内容将被记录和保存，作为证明

本人身份的证明材料。 

 

申报的种类 办理手续的地方  

出生申报 市（区）町村的户籍承

办处 

 

申报的期限、所需的材料等，请向居住地的市

（区）町村问询。 死亡申报 

结婚登记 

离婚登记 

 

在办理这类申报或申请时，也需要在出入国管理厅或出身国的大使馆（领使馆）办理

手续。详细情况，请向出入国在管理厅或本国的大使馆（领使馆）问询。 

 

(4) 印章注册（印鑑登录） 

日本国内一般都用印章来代替签字署名。在市（埼玉市为区役所）町村登录过的印章称

为“实印”。证明这一印章是实印的证明书称为“印登录证明书”。在日本签订重要的合

同等时，需要实印和印鉴登录证明书。 

 

①印章登录的申请 

办完外国人登录的15岁以上的人（没有意思表达能力者除外）可以申请。把印章的尺寸

定在的能按入8ｍｍ以上25ｍｍ以内的正方形的市，町，村居多，但各市，町，村又有所不

同，所以申请前需确认。姓名须与住民票中登记的姓名一致（如果住民票上有俗称，则写

上姓名与俗称）。每人限一枚印章。申请时需要在留卡等和要登录的印章。只表示名字或

俗称一部分或是容易变质的橡皮等材料的印章不可登录。 

因为印章登录是登录在居住地的市町村，所以要是迁居到别的市町村时，需要重新登录。 

http://houmukyoku.moj.go.jp/homu/static/goannai_index.html
http://houmukyoku.moj.go.jp/homu/static/goannai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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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印章登录证 

申请印章登录后，就会发给印章登录证。申请“印章登录证明书”时，需要提示此印

章登录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