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薪族利用国税厅网站 

制作确定申报书的方法 

【中文简体】

可可在在自自家家进进行行确确定定申申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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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         ＆ 

以邮寄等方式 

＆ ＆ 提交

确定申报书的制作方法 
1 请阅读本说明书，在网站（https://www.keisan.nta.go.jp/kyoutu/ky/sm/top#bsctrl）
上制作确定申报书。 

2 请在“居住方式等的确认书”中填写住址、姓名及其他必要事项。 

3 请在“附件表单”上填写住址、姓名，并附加必要文件。 

4 请从 https://www.nta.go.jp/taxes/shiraberu/shinkoku/yoshiki/01/shinkokusho/pdf/r03/19.pdf 
下载打印“居住方式等的确认书”。 

居留卡（或外国人登记证明） 

的副本 

说明书    居住方式等的确认书   附件表单 

【注意】 

本说明书旨在帮助忘记在年末调整时添加抚养家属、希望享受医疗费扣除的人员等制作确定申报书。 

添加住址、姓名等
必要事项 

阅读说明书， 
制作打印确认申报书 

等 

医疗费扣除明细单 

 https://www.nta.go.j
p/taxes/shiraberu/sh
inkoku/syotoku/r03.h
tm 

19 

  https://www.nta.go.jp/
taxes/shiraberu/shink
oku/yoshiki/01/shinko
kusho/pdf/r03/19.pdf 

https://www.nta.go.j
p/taxes/shiraberu/sh
inkoku/syotoku/r03.h
tm 

添加 

https://www.keisan.nta.go.jp/kyoutu/ky/sm/top#bs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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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本册子以在日本公司就职的外国人为对象介绍确定申

报书的制作方法。 

因此，只有从公司领取薪水的人才能使用该方法制作

确定申报书。 

计算税金时可从所得金额中扣减的扣除项目（所得扣除）很多，

在此说明的仅为以下事项。 

1 有抚养家属 

2 缴纳国民健康保险费

3 缴纳国民年金 

4 支付捐款 

5  支付医疗费 
 

因此，自营店铺者、有薪资外收入的工薪族、新建房屋等且想享

受住宅借款等特别扣除者不能使用本册子的方法制作确定申报书，

敬请注意。 

自营店铺者 希望享受住宅借款等特别扣除的人员 

请务必阅读。 

抚养非 1５页㊷号中记载的人员或抚养同居的 70 岁以上的家人的情况除外。 

支付特定一般用药品等的购买费且适用于医疗费扣除特例的除外。 

税务人员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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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确定申报书请准备下述文件。 

1 源泉征收票 

2 居留卡（或外国人登记证明）复印件（正反两面） 

3 能够确认个人编号的文件（个人编号卡或通知卡等） 

4 享受抚养扣除等时 

（1）抚养亲属居住在日本的情况下
所抚养的抚养亲属的居留卡（或外国人登记证明）的复印件

（2）抚养亲属不居住在日本的情况下
① 出生证、结婚证
② 能证明汇款给抚养亲属的文件
（注）
A ①必须是原件。②不限于原件，也可以提交副本。

B 关于②，如果有多位抚养亲属，请添加每个人的文件。 

C 如①、②的文件是用外语制作的，请添加其译文。 

D 同一个人不得同时被两个人作为抚养对象。 

5 银行存折的封面和封底的复印件 

6  关于社会保险费的扣除 

参加国民健康保险者和缴纳了国民年金者请准备付款证明。 

7 关于捐款扣除 

支付捐款者请准备捐款扣除证明。 

8 关于医疗费扣除 

医疗费支出超过 10万日元者请准备医疗费收据等，制作“医疗费扣除明细单”。 

另外，因收入金额不同，有时 10 万日元以下也能享受医疗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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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① 

打开国税厅网站(https://www.nta.go.jp)

点击“申报手续”中的“确定申报书制作专区” 

 申报手续的确定申报书等制作专区。  

② 

点击  “开始制作”。 

③

点击

  

“打印提交”。 

https://www.nta.go.jp)%E3%80%81
https://www.nta.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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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④

确认推荐环境， 

点击 “同意使用规章，进入下一步”。

⑤

点击 

“所得税 

● 制作所得税的确定申报书

（医疗费扣除、捐款扣除、 

住宅贷款扣除等）。” 

⑥

点击   “下一步”。  

⑦

选择点击最下方的“公历”。 

申报者的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所输入的出生年月日将用于

在申报书等上显示和计算扣

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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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⑧

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⑨

※ 以下是源泉征收票为 1 张且尚未完成年末调整时的输入例说

明。

申报告内容相关提问 

①“有无薪资外申报收入？”

点击“无”。

②“所持有的源泉征收票为 1张吗？”

点击“是”。

③“在工作单位已经完成年末调整了吗？”

点击“否”。

④“是否从税务局收到预缴税额通知？”

点击“否”。

⑩ 

点击   “下一步”。  

⑪

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   点击 

  “输入”。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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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⑫ 

点击    “输入”。 

⑬ 

⑭ 

（还有其他需要输入的源泉征收票时， 

 点击“继续输入另一份”， 

按照相同方法输入数字等。） 

※确认源泉征收票的年份是否相同。

  输入源泉征收票后， 

点击“确认输入内容”。 

⑮ 

确认所输入的金额。 

点击“下一步”。 

根据源泉征收票，输入①支付金额、

②源泉征收税额、③社会保险费等的

金额数字。

※ 输入数字时，不要输入小数点、
逗号、点。

× 2.115.560 
○ 2115560

※ 不输入非居住者期间的源泉征收
票。

根据源泉征收票，输入④工资支付者

的住址(居所)或所在地或法人编号。 

根据源泉征收票，输入工资支付者的

姓名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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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⑯ 

收入金额输入完毕后 

点击 “输入完成（下一步）”。 

⑰ 

医疗费扣除 

支付医疗费的情况下， 

医疗费扣除 点击 

  “输入” 

⑱ 

选择所适用的医疗费扣除 

点击“适用医疗费扣除”。 

⑲ 

选择医疗费扣除的输入方法 

在此根据医疗费收据输入，制作明细单。 

◉   

在点击“根据医疗费收据输入，制作明细单”后， 

点击“下一步”。 

没有支付时，不点击，进入第１０页的㉕号。

根据医疗费的收据输入，制作明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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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⑳  点击  “输入”。 

㉑ 

输入“接受医疗者的姓名”。 

※全角 10个字符以内

输入“医院和药房等收款方的名称”。 

※全角 10个字符以内

从“医疗费类别（可多选）”）中选择相符的类别。 

诊疗和治疗   买药 

护理保险服务    其他医疗费（门诊费等） 

输入“A 支付的医疗费金额”。 

  存在“A中由生命保险、社会保险等补贴的金额” 

时，应输入。 

㉒ 

（还有其他需要输入的医疗费时， 

点击继续输入另一件，按照相同方法

输入数字等。） 

点击“确认输入内容”。 

2021 年内支付的医疗费属于医疗费扣除对象。 

可以不按“每张收据”，而按“医院、药房等收款方的

名称”合计金额进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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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㉓ 

（还有其他需要输入的医疗费时， 

点击输入其他医疗费，按照相同方

法输入数字等。） 

全部医疗费都输入完毕后， 

  点击“下一步”。 

㉔ 

显示确认计算结果（医疗费扣除）的画

面，确认计算结果，

点击“下一步”。 

㉕ 

社会保险费扣除 

缴纳国民健康保险费、国民年金等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下， 

社会保险费扣除 点击 

  “输入” 

㉖ 

关于源泉征收票中记载的事项，请从薪资所得或公共年金等 

杂项所得画面输入。 

点击    “输入” 

没有缴纳时，不点击，进入第 1２页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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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㉗ 

选择“社会保险费的种类”。 

在“缴纳保险费”栏中按种类输入１年支付的金额。 

  健康保险（含自愿续保） 

  国民健康保险 

  厚生年金 

  厚生年金基金 

  国民年金 

  国民年金基金 

  护理保险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医疗保险 

  其他 

㉘ 

 如果缴纳国民健康保险费，则选择上数第 3 项，在空栏中输入 1

年中（1月至 12月）缴纳的国民健康保险费的金额。 

㉙ 

 如果缴纳国民年金，则选择上数第 6项，在空栏中输入 1年中（1

月至 12月）缴纳的国民年金的金额。 

没有缴纳时，不输入。

没有缴纳时，不输入。

点击“确认输入内

容”。 

输入后, 

点击“确认输入内容”。 

输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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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㉚ 

（存在其他需要输入的社会保险费时， 

点击输入其他社会保险费，按照相

同方法输入数字等。） 

全部社会保险费输入完毕后， 

点击“下一步”。 

㉛ 

捐款扣除 

支付了捐款（故乡纳税等）时 

捐款扣除    点击   “输入” 

㉜

点击“输入”。 

㉝

输入“捐款年月日”。 

选择“捐款种类”。 

按证明书输入“支付的捐款金额”。 

输入“受捐方所在地”。 

※全角 28个字符以内

输入“受捐方名称”。 

※全角 28个字符以内

没有缴纳时，不点击，进入第 14 页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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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㉞

对国家的捐款 

对都道府县、市区町村的捐款（故乡纳税等） 

对日本红十字社支部的捐款 

对公益金会的捐款 

对政党和政治资金团体的捐款 

对认定 NPO法人等的捐款 

对公益社团法人或公益财团法人等的捐款 

因不接受退票款等而对主办方等支付的捐款 

与上述以外的捐款扣除相符合的捐款 

㉟

 缴纳故乡纳税时，输入捐款扣除证明书中记载的“支付年月日”，

从捐款的种类中选择第二项“对都道府县、市区町村的捐款（故乡

纳税等）”。 

故乡纳税的情况下，勾选“对市区町村的捐款”，从列表框中选

择所捐款的自治体。 

输入所支出的捐款金额。 

输入后, 

点击“确认输入内容”。 

没有缴纳时，

不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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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㊱ 

（还有其他需要输入的捐款时， 

点击输入其他捐款，按照相同方法输

入数字等。） 

全部捐款输入完毕后， 

点击“下一步”。 

㊲ 

配偶扣除和配偶特别扣除 

抚养妻子或丈夫的情况下， 

 点击 “输入” 

※丈夫、妻子有收入的情况下，根据其金额，有时无法享受扣除。

㊳ 

输入所抚养的妻子或丈夫的姓名、出生年月日。 

※ 出生年月日的输入方法与最初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相同。

㊴ 

所抚养的妻子或丈夫为非居住者时，勾选。 

输入后，  

点击“下一步”。 

配偶扣除 

配偶特别扣除 

不抚养的情况下，不点击，进入第 15 页

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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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㊵ 

抚养扣除 

抚养妻子、丈夫以外的家人的情况下， 

抚养扣除 点击  “输入” 

㊶ 

点击 “输入”。

㊷ 

输入每位所抚养者的出生年月日。 

※妻子或丈夫已经输入完毕，此处不再输入。
出生年月日的输入方法与最初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相同。

㊸ 

所抚养者为非居住者的情况下，勾选。 

有 2名以上被抚养人的情况下， 

点击“继续输入另一人”， 

与第一个人同样输入。 

输入后，  

点击“确认输入内容”。 

子女 
父 
母 
祖父外祖父 
祖母外祖母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非亲属 
其他亲属 

没有抚养的情况下，不点击，进入第1６

页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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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㊹ 

点击“下一步”。 

㊺ 

在输入了未满 16岁的抚养亲属的情况下， 

会显示左述信息， 

点击“是”。 

㊻ 

输入后，  

点击“输入完成（下一步）”。 

㊼ 

点击“输入完成（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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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㊽ 

  显示所退还的金额。 

点击“下一步”。 

㊾   点击“输入完成（下一步）”。 

㊿ 

再次显示退还金额。 

根据所选择的领取方法，点击以下项目。 

（1）“存入邮政银行以外的银行等”的情况下 

点击“ゆうちょ銀行以外の銀行等への振込み” 

（2）“存入邮政银行”的情况下 

点击“ゆうちょ銀行への振込み”  

（3）不点击“ゆうちょ銀行の各店舗又は郵便窓口での受取り” 

51

输入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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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52

输入姓名等 

姓名（注音假名）※全角，最多 11个字符 

姓名（汉字或字母）※全角，最多 10个字符 

电话号码 

  户主 

从户主角度来看的亲缘关系 

职业 

商号、店名 

临时保存输入数据 

点击“下一步”。 

53

输入个人编码（12位）。

当所输入的数字有误时， 
会显示信息，点击 OK ， 
输入正确数字。 

点击“下一步”。 

54

没有或不知道个人编码时，跳过，点击“下一步”。 

显示左述信息后，点击

“否”。 

55 

选择要打印的表单 

在全部勾选的状态下， 

点击“显示和打印表单”。 

没有或不知道个人编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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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56

在画面下方显示 

点击“打开文件”。 

※需事先安装 Acrobat Reader。

57

显示要打印的确定申报书。 

点击 ，进行打印。 

58

当点击 时，打印确定申报书。 

提交用如 21～24 页所述，填写住址、姓名等，与附件一起提

交给税务局。 

邮寄说明记载于第 26页。 

自己留底用中的左上角印有 

（留底）。

留底不提交给税务局。 

59 

点击“下一步”。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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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画面 操作方法 

60

关于打印完申报书后的操作 

想保存所输入的数据时 

点击“保存输入数据”。

61

62

点击“完成”。 

63 

点击“是”，完成。 

申报书的提交期限为 

2022年 2 月 16 日（周三） 

～2022 年 3月 15日（周二） 

※ 其中退还申报可从 2022年１月起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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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申告书中记载事项

住址 

或

姓名



22 

确认申告书中记载事项 

住址或所在地

姓名或名称 

住址 

姓名 

所抚养的丈夫或妻子的姓名 

有抚养家属的情况下 

住址
商号
注音
假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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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申报书中记载的事项 

住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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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申报书中记载的事项 

姓名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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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申报书留底

这四张为留底，请勿提交。

这些不是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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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申报书和附件的收件人 

＆      & 

装入信封

确定申报书和附件请提交给主管税务局。 

主管税务局的地址参见国税厅网站。 

（https://www.nta.go.jp/about/organization/access/map.htm#map） 

1 

２２ 

申报书 居住方式等的确认书 附件 

确定申报书和附件的收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