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特别定额给付金的常见问题 

 

Ⅰ 支付对象 

问题 1 这个给付金的对象是谁？ 

● 原则来讲，是在基准日（2020年 4月 27日）之前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记录的人，对于这

些人一人支付 10万日元。 

●2020年 4月 27日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记录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留学生也是支付对

象。 

（外国人中，短期滞在者以及不法滞在者由于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没有记录，在支付对象以

外。） 

●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不能回国为由，在 4月 27 日时成为短期滞在签证的人中，在 4月 27

日之前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记录，在 4月 27日之后再次在住民基本台账上有记录的人是支

付对象。 

※需要将在留资格从短期滞在变更为中长期滞在。 

（为这次疫情期间特设新规定） 

 在留资格的变更，请咨询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外国人在留综合咨询中心。可以多语种咨询。 

电话：0570-013904（IP、PHS、国外电话请打 03-5796-7112） 

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15（周六、日、节日休息） 

 

问题 2 
由于特殊情况，4月 27日，在任何市区镇村都没有做住民基本台账登录的人，是支

付对象吗？ 

● 基准日（4 月 27日）以前，即使在任何市区镇村都没有做住民基本台账登录的人，在这

个基准日，仍然在日本国内生活的人，基准日的第二天（4月 28日）以后，由初次登录的

住民基本台账的行政单位支付。 

 

 

问题 3 

有收入条件吗？ 

住民税非课税家庭、靠养老金生活的家庭、领取失业保险的家庭、领取生活保护的

家庭（*领低保的家庭）是支付对象吗？ 

● 没有收入条件 

● 住民税非课税家庭、靠养老金生活的家庭、领取失业保险的家庭、领取生活保护的家庭

（*领低保的家庭）都是支付对象。 

● 另外，在生活保障制度的被保护人的收入审查中，该给付金不算做收入。 

 

 

问题 4 现在在大阪居住，但是没有将住民票转移到大阪。这种情况大阪市进行支付吗？ 

 如没有特殊情况，将由住民票所在的行政单位进行支付。但是因配偶、家人的施暴而来到

大阪市避难的情况下，则由大阪市进行支付。 

领取需要做提交申请书等手续。详情请看“致因受配偶或亲属暴力原因而避难的外国人”。 

https://www.ih-osaka.or.jp/chinese/2020/04/27/teigakukyufukin/


 

 

 

Ⅱ 关于申请手续 

问题 1 给付金的领取需要做什么手续？在哪里可以申请。 

●用邮寄方式申请，或者使用电脑等在线申请。区役所不设申请窗口。 

●大阪市会将记载有支付对象的姓名、生日的申请书寄到家里。请填写好申请书后，使用一

并收到的回信用信封寄还给大阪市。 

→ 请看申请书的填写方式 

●申请书从 5月 22日开始邮寄。由于是按顺序邮寄给众多的全体市民，不会立刻寄到。 

●如果有个人番号卡的人可以进行在线申请，但如果填错信息，收到钱的时间会比较长。如

果还没有进行在线申请，推荐利用邮寄申请。 

 

问题 2 谁可以领取给付金？ 

● 领取人是他（她）所在的世带的世带主。 

●“世带主”是指家庭中的代表人，是在家庭中提供主要收入来源的人。 

 

问题 3 邮寄申请时，除申请书之外需要其他材料吗？ 

①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护照、个人番号卡、驾照、健康保险证、养老金手册、驾驶

经历证明书（2012年 4月 1日之后发行的）、有照片的住民基本台账卡、后期高龄者医

疗保险证、介护保险被保险者证、身体残障人手册等政府机关发行的有照片的证明书、生

活保护决定通知书（自申请特别定额给付金起 3个月之内发行的）、节日・夜间等诊疗委

托证等文件的复印件，以上材料之一。 

※告知个人番号的通知卡（没有照片的），以及住民票的复印件不能成为确认本人的材

料。 

② 汇款银行账号材料 

可以识别“金融机关名称・账号・账户名义人”的账户、现金卡、网络银行画面的复印

件，以上材料之一。 

→ 请看申请书的填写方式 

 

问题 4 关于代理人的申请 

●如果监护人或世带主在住院中，不能由本人填写申请表时，经世带主同意可由代理人申请。 

请准备世带主本人的材料加上代理人本人的材料，以及世带主与代理人的关系证明。 

 

（备注）可证明关系的材料 

  可以作为代理人的人 世带主和代理人关系证明材料 

https://www.ih-osaka.or.jp/chinese/2020/05/01/tokubetsuteigaku-kyufukin/
https://www.ih-osaka.or.jp/chinese/2020/05/01/tokubetsuteigaku-kyufukin/


 

 

问题 5 世带主于 4月 28 日之后死亡。申请书应该如何填写。 

● 申请书是基于 4 月 27 日时的住民票数据记录，5 月 22 日起开始依次邮寄，申请书中会记

载包括已过世的人的世带，如果此世带有其他成员，成为新的世带主的成员可以申请、领取已

过世的世带主的份额。 

这种情况，世带主名栏中，用红色笔填入新的世代主的姓名，生日，署名以及盖章栏中请填写

新世带主的名字。同样在给付对象者栏中，用红笔填写过世人的死亡日期以及新世带主的名字。 

请指定新世带主的汇款账号，确认本人的材料请用新世带主的材料。 

原则上 (1)在 2020 年 4月 27日

时，是申请、领取对象者

所属世带的世带成员。 

・需要填写申请书中的委托拦 

・由于可以从住民基本台账中查到是否是同一世带，不

需要准备证明两者关系的材料。 

  (2)法定代理人 

 ①成年人的监护人 

 ②保佐人・辅助人（只

限于被赋予可以代理接受

行政性支付领取的人） 

 ③上述外法定代理人

（没有被赋予上述代理权

的保佐人・辅助人、非同

一世带的亲权人、未成年

的监护人等） 

【委托书（填写申请书中委托栏）】 

・「①成年人的监护人」 「②被赋予可以接受行政性

支付领取的保佐人・辅助人」，不需要在委托拦中填写 

・「③上述外法定代理人」は、需要在申请书委托拦中

填写 

 

【代理人关系证明材料】 

・「①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交登记事项证明书的复印

件 

・「②被赋予可以接受行政性支付领取的保佐人・辅助

人」，需提交登记事项证明书的复印件以及、可以证明

被赋予可以代理接受行政性支付领取代理权目录复印件 

・「③上述外法定代理人」，请提交本人与代理人的关

系证明材料 

（上述以外） （可以代理申请的事例） （需要的材料等） 

植物人、认知

障碍 

同一世带以外的亲人 ・需要在申请书中的委托拦中填写 

・本人与代理人的关系证明材料（户籍謄本等） 

养子（在收养

家庭的地址中

作为单独世带

登录的人） 

养父母 ・需要在申请书中的委托拦中填写 

・可以证明是养父母的材料（措施决定通知书的复印件

等）  

在拘留设施・

刑事设施中被

拘留・管教的

尚未判决的拘

留人员  

律师 ・需要在申请书中的委托拦中填写 

・可以证明本人与代理人关系的材料的复印件等 



●单身的世带主于 4月 27 日以后过世，如果未提交申请，视为权力消失。如果已经提交申请，

则成为（财产）继承范围。 

 

问题 6 住民票和现在的住处不一样，到现在申请书都没有寄到。 

● 因为搬家等，转送的业务没能来得及，申请书没有寄到的情况下，6月中旬以后，请向咨询

热线咨询，关于申请书的再发行手续将会有指南。同时，我们将在网页上登载再发行手续。 

咨 询 热 线：   0570-000238 

也可以利用传真：0570-550362 

 

问题 7 如果账号的信息写错了，需要订正印吗？ 

● 发送前，如果察觉的话，请用双重线画掉，然后填写正确的，按订正章。如果已经将错误

的发送的话，同一个信封里装有确认账号资料的复印件，将以复印件的内容优先处理，所

以，请千万不要忘记在同一个信封里放入确认资料。 

 

 

问题 8 邮寄过来的申请书里，本来用于回信的信封没有装一起。 

●请与专线中心联系。将给您邮寄用于回信的信封。如果您着急的话，请使用市面上销售的信

封寄到以下地址。不过，邮资由本人负担。 

 

〒530-8790 

大阪北郵便局留 

大阪市特別定額給付金事務局 行 

 

问题 9 
确认本人的材料等，本应一起邮寄的复印材料没有装入就寄出了。只寄复印材料可

以吗？ 

●申请书，如果发现有不全的情况，需要订正的内容，和申请材料一套会被寄还，请订正后，

再次寄送。 

※如果只寄复印材料，由于大阪市无法确认，也会采取相同的对应，请理解。 

 

问题 10 支付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网上申请的，将与 5 月 28 日按照顺序开始支付。不接受个别咨询。6 月中旬以后，专线中

心预计能够知道进度。 

●邮寄申请的，将从 6月中旬开始支付。 

●申请中手续不全时，支付会花费时间。邮寄申请书之前，请务必确认邮寄材料是否齐全。 

 

问题 11 申请书什么时候能寄到？ 

●5月 22日（周五）开始按照顺序邮寄，因为邮寄给所有的家庭需要时间，在收到申请书之前

请耐心等待。 



6 月中旬以后仍未收到的话，请向专线中心咨询。 

 

 

Ⅲ 领取方式 

问题 1 给付金如何领取？ 

● 原则上，给世代主（户主）本人名义的银行账户上汇款。 

●“世带主”是指家庭中的代表人，是在家庭中提供主要收入来源的人。 

 

问题 2 如果没有账户，如何领取？ 

● 为了没有账户的人，计划提供现金支付。不过，出于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角度，目前，

尚未计划在窗口支付。 

●请在申请书中的「没有金融机构的账户的人」处划勾进行申请。 

之后就领取方法，大阪市役所会有联系。 

 

问题 3 特别定额给付金（10万日元现金补助）是纳税对象吗？ 

● 根据法律属于非纳税，因此不用交税。 

 

 

Ⅳ 关于申请・领取时期 

问题 1 大阪市，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什么时候可以领取？ 

●5月 22日（周五）开始，对每个家庭，都会邮寄一份预先记载有支付对象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等的申请书，按照顺序寄出。6月 2日（周二）计划在全地区寄送完毕。（用于回信的信封

也在装一起。） 

●按照到达顺序，准备付款。早的话计划在 6月上旬支付。如果发生书写错误或材料不全的情

况，将需要一些时间。 

 

问题 2 申请什么时候截止？ 

● 邮寄申请截止到令和 2 年 8月 25日（周二），以邮戳为准。 

 

Ⅴ 咨询处、其他 

问题 1 在区役所，设有申请书的提交或领取现金的窗口吗？ 

● 在大阪市，出于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角度，为避免大家蜂拥而至，没有在区役所设置

窗口的计划。 

 

 

问题 2 特别定额给付金（10万日元现金补助）的咨询处在哪里？大阪市设有专线吗？ 

●就大阪市的特别定额给付金（10万日元现金补助），请利用专线中心。 

7月末为止  周一～周五 9点～20点（节假日除外） 



8月以后   周一～周五 9点～17点 30分（节假日除外） 

（8月末为止 周六・周日・节假日 9点～17点 30分） 

（备注）以上内容可能随时更改。 

电话：0570-000238   （备注）一部分 050IP电话可能无法拨打。 

也可以利用传真。 

传真：0570-550362（传真不接受申请书。） 

●想使用外语进行咨询的人士，请向公益财团法人 大阪国际交流中心咨询。 

可以用英语、中文、韩语・朝鲜语、越南语、菲律宾语对应。 

大阪国际交流中心的 HP 指南 

 

 

https://www.ih-osaka.or.jp/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