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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编号卡

数字社会的护照

2020年9月发行

咨询方式
个人编号积分的相关事项

0570-0100-76（付费电话）
工作日：9点30分～20点
周末及节假日：9点30分～17点30分

可将个人编号卡作为
健康保险证使用！

＊

＊使用前需事先申请。

个人编号
门户

（在线申请）

健康保险证

在线签约便利店
交付

API联动纳税申报

证件照拍照机

需要准备的
材料

交付申请表

面部照片

电子邮箱

邮寄

（电子版）

（二维码）

智能手机 电脑

（电子版）

（申请表ID） （二维码）

赠送率

25%

赠送率

25%5,000
可获得可在您所喜欢的

无现金支付中使用的积分最多

相当于 日元！
“个人编号积分”为使用个人编号卡进行预约和申请，并
在通过所选的无现金支付服务充值或购物后获赠的积分！

使用个人编号积分
安全又安心！

● 预约、申请个人编号积分时需使用个人编号卡的“电子证明书”，
因此不易遭到冒用等恶意使用。

● 国家无法收集、持有购物记录。

和通知卡一同寄送来的

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申请的方法

按照画面上的指示
输入必要信息，
然后发送申请

访问发送到已注册的电
子邮箱中的申请者专用

网站，然后注册面部照片

读取交付申请表上的二维
码以访问申请专用网站，
然后注册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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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后 预约、申请个人编号积分时，需要用到领取个
人编号卡时设定的“4位数字密码”。2

持交付通知单中记载的必要材料，
前往市区町村政府的交付窗口领取个人编号卡！

1

您将收到市区町村政府寄送的
《交付通知单》。
（申请约1个月后）

请谨防冒充个人编号积分业务的可疑电话、电子邮件、信件和登门访问等。
请在个人编号积分业务网站中登载的“个人编号积分手续办理点”寻求预约、申请个人编号积分的协助。

最新信息请浏览个人编号积分业务网站！

请在贴有Maina-chan
贴 纸 的 证 件 照 拍 照 机
办理手续

现已开始！

Open!

在线申请更方便

＊使用电脑申请时，还需要访问申请专用网站并输入申请表ID。

一卡办理多种手续
生活更便利，　　

　　　　行政手续更顺畅。

● 领取个人编号卡时，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建议您密切留意您所在地区的公共团体发布的信息，前来市政机关时尽量避开人流高峰期。

从 个 人 编 号 卡 综 合 网
站 上 也 可 下载手 写 交
付申请表和信封

个人编号卡综合网站
▼

收到已完成申请的
邮件即表示手续

已办理完毕！

未持有
个人编号卡的人士

仅提供日文版



接下来就可以“申请”了！

预约、申请

● 申请时需要输入的支付服务ID和安全码是什么？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同一无现金支付服务不可累计多人的个人编号积分，因此需选择法定代理人名义的其他无现金支付服务。

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可通过法定代理人（父母等有抚养权的人士）
办理个人编号积分的预约、申请手续。
此外，未成年人的个人编号积分可通过法定代理人名义的无现金支付服务进行申请。

●我的孩子也持有个人编号卡，是否也能获取个人编号积分？

请通过个人编号积分业务网站确认可以使用的支付服务。

●可以通过哪些支付服务申请？

是选择获取积分的无现金支付服务时必要的信息，
输入的信息因支付服务而异。

此外，根据使用条款的规定，需由使用者本人以其本人名义的无现金支付服务申请个人编号积分。
仅可以选择一种支付服务，且申请后将无法更改。

▼ 选择预付卡或信用卡时（示例）

卡片正面 卡片背面

支付
服务

ID

安全码

▼ 选择APP时（示例）

支付
服务

ID

支付画面等 账户画面等

安全码

▼ 通过在线服务确认时（示例）

积分兑换号码为
支付服务ID时（示例）

账户 ID、密码或出生日期为
支付服务 ID 或安全码时（示例）

支付
服务

ID

支付
服务

ID 安全码１

安全码2

● 如何知道是否已完成申请？
可通过个人编号积分APP或个人编号积分的预约、
申请网站确认是否已完成申请。
＜使用智能手机时＞

打开个人编号积分APP，轻触“确认预约、申请情况”，
然后使用个人编号卡和密码（4位数字）登录即可进行确认。

申请后 如果申请情况为“已申请”，
即表示已完成申请。

●将在何时怎样获取积分？
从2020年9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可通过充值或购物获取积分。

＊请通过个人编号积分业务网站的“无现金支付服务搜索页面”确认各支付服务的详情。

● 如何知道是否已获赠积分？
可通过您申请的支付服务的APP或网站中的会员页面等进行确认。
无法通过个人编号积分APP或个人编号积分预约、申请网站确认。

关于积分赠送

赠送积分的时间和获赠积分的有效期等因支付服务而异。

将赠送所选支付服务的积分作为个人编号积分。
请在申请个人编号积分时选择一种支付服务。

需要准备的材料 ●申请或领取个人编号卡时您所设定的4位数字密码●个人编号卡

个人编号积分的申请步骤（智能手机） ＊也可以使用电脑并以相同的步骤进行申请。

申请前请先“预约”！
输入申请或领取个人编号卡时您所设定的

“4位数字密码”

OKキャンセル

パスワード入力

パスワード
输入后，

轻触

2

将个人编号卡放在智能手机下方，然后读卡

读取完毕后轻触请读取个人编号卡。 读卡方式因手机机型而异。

3

下载“个人编号积分APP”1

打开个人编号积分APP，

轻触

从此处下载!

1 搜索可以使用的支付服务 2 选择一个您希望使用的支付服务，
然后确认使用条款

3 输入申请信息

输入“支付服务ID（必填）”、“安全码（必填）”、
“电话号码（后4位，非必填）”。＊

＊在电话号码栏输入您的电话号码的后4位，即可通过咨询客服
中心来确认个人编号积分的申请情况。

4 输入密码

申请后的支付服务将无法更改，
请在申请前仔细确认申请内容。

5 确认申请信息 个人编号积分申请完毕！

还可以通过申请完毕的画面同时申请将个
人编号卡作为健康保险证使用。 

使用智能手机读取个人编号卡的窍门

卡片的放置位置因手机
机型而异。 详情请通过左
侧的二维码进行确认。

● 读卡过程中，请将手机紧贴个人编号卡。
● 请取下智能手机的外壳等。
● 请勿在金属制桌面上读卡。
● 请开启NFC功能（使用Android时）。

● 以2020年9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进行的充值或购物为赠分对象。　● 即使在2020年9月1日之后，申请前的充值或购物也不会获赠个人编号积分。
● 预约个人编号积分时将设定个人密钥ID（已设定个人密钥ID即表示已完成个人编号积分的预约）。 ● 个人编号积分的预约人数达到预算上限时，有可能会停止受理个人编号积分的预约。

个人编号积分手续办理点

部分市区町村政府或店铺不受理相应业务

智能手机 电脑

搜索
个人编号积分预约、

申请网站

下载
个人编号积分APP ■市区町村政府窗口 ■KDDI（au商店）

■NTT DOCOMO（docomo商店）

■永旺（AEON）集团
（综合超市（GMS）、部分食品超市（SM））

■SoftBank
（SoftBank商店/Y!mobile商店）

■Seven银行（ＡＴＭ）

■BicCamera ■Mizuho（瑞穗）银行
■Yamada（山田）电机  ■邮局
■罗森（多功能复印机）

搜索附近的手续办理点！

读卡器
+

● 请读取右侧的二维码，确
认可以使用个人编号积分
APP的智能手机机型。

● 请安装“生成个人密钥ID、进行注册前准
备的软件”。

● 需准备可以读取个人编号卡的读卡器。

24小时随时都可以预约、申请！

2020年9月1日～
2021年3月31日

可通过充值或购物获
取所选支付服务的积分！

可在平时购物
时随时利用。

常见问题
请教Maina-chan！

请在右侧的页面
中确认操作步骤！

预约个人编号积分
（发行个人密钥ID）

如果连续3次输错密码，则需在住民票所
在市区町村政府的窗口办理重新设定的手
续。敬请注意。

输入密码
请输入用于证明

公共性个人信息服务
利用者身份的密码（4位数字）。

下一步

发行

确认

选择

输入4位数字密码，
然后读取个人编号卡。

（与上述预约的 、 相同）32

已持有

仅提供日文版

仅提供日文版

仅提供日文版

Android iPhone

仅提供日文版 仅提供日文版

个人编号卡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