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年 3 月（ 暫 定 ）起，

個人編號卡

數位社會的護照

2020年9月發行

洽詢方式
個人編號點數的相關事項

0570-0100-76（付費電話）
平日：9:30～20:00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9:30～17:30

個人編號卡可作為
健康保險證使用！

＊

＊必須事先申辦使用。

個人編號
門戶

（線上申辦）

健康保險證

線上合約便利商店
交付

串接API納稅申報

證件快照亭

準備物品

申辦書

證件照

電子郵件信箱

郵寄

（檔案）

（QR碼）

智慧型手機 電腦

（檔案）

（申辦書ID） （QR碼）

賦予率

25%

賦予率

25%5,000
將能獲得可在您喜歡的

非現金支付中使用的點數最多

日圓分！
使用個人編號卡進行個人編號點數的預約／申請，並以選擇的非現金支付服務儲值或購物，

即可獲得點數，這就是「個人編號點數」的機制！

利用個人編號點數
放心又安全！

● 個人編號點數的預約／申請將使用個人編號卡的「數位認證功能」，
因此較不易遭到冒用等惡意使用。

● 國家機構無法收集／保有購物紀錄。

與通知卡一併送抵的

以智慧型手機／電腦申辦的方法

按照畫面指示，
輸入必填事項後發送

連上寄發至登記的電子
郵件信箱中的申辦者專
用網站，並上傳證件照

讀取申辦書上記載的QR
碼，連上申辦用網站後
登記電子郵件信箱＊

1 2 3

申辦後 預約／申請個人編號點數時，必須備有領取
個人編號卡時設定的「4位數字密碼」。

2

持領取通知書上記載的必要文件，
前往市區町村機構的領取窗口領取個人編號卡！

1

市區町村機構將寄上
「領取通知書」。
（從申辦起約1個月後）

請多加小心假冒個人編號點數業務的可疑電話、電子郵件、信件、訪問等。
請於個人編號點數業務網站上刊登的「個人編號點數手續據點」接受個人編號點數預約／申請的支援服務。

最新資訊請見個人編號點數業務網站！

請認明Maina-chan
標記貼紙，以有支援的
證件快照亭辦理手續

已經開始了！

Open!

線上申辦十分便利

＊若使用電腦申辦，還必須連上申辦用網站，並輸入申辦書ID。

所有手續都靠這一張
生活更便利，　　

　　　　行政更順暢。

● 基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蔓延的觀點，領取個人編號卡時，請充分留意居住地區公共團體所發布的資訊，並避開人潮前往政府機關。

還可從個人編號卡綜
合網站下載手寫用申
辦書與信封

個人編號卡綜合網站
▼

收到申辦完畢的電子郵件，
即完成手續！

尚未持有

僅提供日文版

個人編號卡者



接下來就開始「申請」！

預約／申請

● 申請時所需的支付服務ID／安全碼是什麼？

＊此時，由於無法以同一非現金支付服務合計複數人員的個人編號點數，因此必須選擇法定代理人名義的其他非現金支付服務。

未滿15歲的未成年人得由法定代理人（父母等親權人等）
辦理個人編號點數的預約／申請手續。
此外，未成年人的個人編號點數得以法定代理人名義的非現金支付服務進行申請。

●我的孩子亦持有個人編號卡，是否可領取個人編號點數？

請於個人編號點數業務網站確認可選擇的支付服務。

●可以何種支付服務申請？

這是選擇領取點數的非現金支付服務時所需的資訊，
輸入的資訊因支付服務而異。

按照使用條款，個人編號點數必須由您本人以您本人名義的非現金支付服務進行申請。
僅可選擇1項支付服務，申請後不可變更支付服務。

▼ 若為預付卡／信用卡（範例）

卡片正面 卡片背面

支付
服務

ID

安全碼

▼ 若為應用程式（範例）

支付
服務

ID

支付畫面等 帳號畫面等

安全碼

▼ 於線上服務確認時（範例）

點數交換號碼符
合條件時（範例）

帳號ID／密碼／
出生日期符合條件時（範例）

支付
服務

ID

支付
服務

ID 安全碼1

安全碼2

● 如何知道申請是否完成？
可從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或個人編號點數預約／
申請網站進行申請狀況的完成確認。
＜若使用智慧型手機＞

啟動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後，點觸「確認預約／申請狀況」，
並使用個人編號卡與密碼（4位數字），即可登入並進行確認。

申請後 申請狀況若為「申請完畢」，
即完成申請。

●點數可於何時、如何取得？
點數可經2020年9月1日～2021年3月31日間的儲值或購物取得。

＊詳情請由個人編號點數業務網站中的「非現金支付服務搜尋網頁」確認各支付服務的資訊。

● 如何知道是否已經賦予點數？
可由申請的支付服務應用程式或網站的會員頁面等確認。
無法由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或個人編號點數預約／申請網站確認。

點數賦予說明

點數賦予時間與賦予點數的有效期限等因支付服務而異。

將賦予所選擇的支付服務的點數作為個人編號點數。
在申請個人編號點數時請選擇1項支付服務。

準備物品 ●申辦或領取個人編號卡時自行設定的4位數字密碼●個人編號卡

個人編號點數申請步驟（智慧型手機） ＊亦可透過電腦以相同步驟申請。

申請前請先「預約」！
輸入申辦或領取個人編號卡時自行設定的

「4位數字密碼」

OKキャンセル

パスワード入力

パスワード 輸入後，

點觸

2

將個人編號卡放置於智慧型手機下，並讀取卡片

完成讀取，並點觸請讀取個人編號卡。 卡片的讀取方式因機種而異。

3

下載「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1

啟動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

點觸

由此下載!

1 搜尋可選擇的支付服務 2 選擇您喜歡的1項支付服務，
並確認使用條款

3 輸入申請資訊

輸入「支付服務ID（必填）」、「安全碼（必填）」、
「電話號碼（末4碼，非必填）」。＊

＊於電話號碼欄中輸入您自身的電話號碼末4碼，將可經由洽詢客
服中心確認個人編號點數的申請狀況。

4 輸入密碼

申請的支付服務無法再變更，
因此請於詳加確認申請內容後進行申請。

5 確認申請資訊 個人編號點數申請完畢！

可由申請完成畫面一併辦理申請將個人編
號卡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

以智慧型手機讀取個人編號卡的訣竅

卡片的放置位置因機種
而異。 詳情請由左側的
QR碼確認。

● 讀取時，請緊密貼合個人編號卡。
● 請拆除智慧型手機的保護殼或保護套。
● 請勿於金屬製桌面進行讀取。
● 請開啟NFC功能（若為Android系統）。

● 賦予對象為2020年9月1日～2021年3月31日間的儲值或購物。　● 即使在2020年9月1日以後，亦不向尚未申請的儲值或購物賦予個人編號點數。
● 將透過預約個人編號點數設定個人密鑰ID（已經設定個人密鑰ID者即已完成預約個人編號點數）。　 ● 個人編號點數預約者到達預算上限時，個人編號點數的預約可能截止。

個人編號點數手續據點

亦有部分市區町村機構與商店不提供相關服務。

智慧型手機 電腦

搜尋
個人編號點數預約／

申請網站

下載
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 ■市區町村機構窗口 ■KDDI（au門市）

■NTT DOCOMO（docomo門市）

■永旺（AEON）集團
（（綜合超市（GMS）、部分食品超市（SM））

■SoftBank
（SoftBank門市／Y!mobile門市）

■Seven銀行（ＡＴＭ）

■BicCamera ■Mizuho（瑞穗）銀行
■Yamada（山田）電機  ■郵局
■羅森（多功能影印機）

尋找鄰近的手續據點！

讀卡機
+

● 請從右側的QR碼確認支
援個人編號點數應用程式
的智慧型手機機種。

● 請安裝「個人密鑰ID製作／註冊準備軟體」。
● 須有支援個人編號卡的讀卡機。

24小時皆可預約／申請！

2020年9月1日～
2021年3月31日

透過儲值或購物獲得
所選擇的支付服務的點數！

可使用於
平時購物。

常見問題
Maina-chan教教我！

請從右方頁面
確認步驟！

預約個人編號點數
（發行個人密鑰ID）

請注意，若密碼連續3次輸入錯誤，必須於
住民票所在的市區町村機構窗口辦理重新
設定的手續。

輸入密碼
請輸入公共性個人認證
服務使用者證明用密碼

（4位數字）。

前往下一步

發行

確認

 選擇

輸入4位數字密碼後讀取個人編號卡。
（與上述預約的   相同）32

已持有
個人編號卡者

僅提供日文版

僅提供日文版

僅提供日文版

Android iPhone

僅提供日文版 僅提供日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