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抚养津贴说明
2022 年 4 月版

目的
儿童抚养津贴是为了父母双方中有一方不与儿童一同营生的家庭之生活安定及促进其自立为目的而设的津
贴制度。

发放要件
正在监护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条件的年龄在 18 周岁生日后第一个 3 月 31 日为止（患有法令规定程度残障时为 20
周岁）的儿童的母亲、监护并一同营生的父亲或代替父母养育此儿童者为对象。

①父母离异儿童
②父母双方中一方过世的儿童
③父母双方中一方有一定程度的残障儿童
④父母双方中一方生死不明的儿童（由于海难事故等）
⑤被父母双方中任何一方遗弃一年以上的儿童
⑥父母双方有一方接受裁判所的家庭暴力（DV）保护命令的儿童
⑦父母双方有一方被连续拘禁 1 年以上的儿童
⑧未婚母亲怀胎所产儿童
⑨父母双方都行踪不明的儿童（孤儿等）
※此处所指“婚姻”包含“事实婚姻”
。

但是，以下情况不为发放对象。
①
②
③
④

儿童或作为领取者的母亲、父亲或养育者在日本国内没有住民登录
根据儿童福祉法的规定委托养父母所抚养儿童时
儿童进入儿童福祉设施等时（走读除外；包含少年院、鉴别所）
儿童与父亲（母亲或者养育者作为领取人时）或母亲（父亲作为领取人时）一同营生时（属“发放条件③”时
除外）
⑤ 儿童由作为领取者的母亲或父亲的配偶（包含事实婚姻）所养育时（属“发放条件③”时除外）

申请手续
希望领取津贴时请携以下材料办理认定手续。
① 申请者与儿童的户籍全部事项证明书（外籍人士提供可明确表明具有领取资格的材料及翻译件）
② 关于如何维持生计的调查书
③ 公共年金调查书
④ 关于赡养费等的申报书
⑤ 存折
⑥ 个人编号卡（或个人编号通知卡及可确认本人身份材料）
※证明材料发行日起 1 个月之内有效。
※根据领取资格等的情况有须要您提供其他材料的可能。
届时将根据情况向您告知须要材料，请先至儿童课咨询商量。
※为了正确发放津贴，商量时有可能会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敬请理解与协助。

津贴的发放
得到认定后，从您提交认定申请月的翌月份起发放津贴。于每年 1 月、3 月、5 月、7 月、9 月、11 月的 11 日
（11 日为周六周日、节假日时为之前最近的金融机构营业日）向领取者的金融机构账户汇款发放到前一个月份为止
的津贴。
（例如：1 月期发放前年 11 月、12 月份的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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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月额（2022 年 4 月 1 日当时）
根据所得金额，分为全额发放、部分发放及停止发放。根据区分及儿童人数的该当津贴月额如下。
发放区分
儿童人数
全额发放

部分发放

1人

43,070 日元

43,060 日元～10,160 日元

第 2 个孩子的加算额

10,170 日元

10,160 日元～5,090 日元

第 3 个孩子起的加算额

6,100 日元

6,090 日元～3,050 日元

发放区分与所得限度额
自 11 月起至翌年 10 月为止的津贴在领取资格者本人（孤儿等的养育者除外）前一年的所得（＊）未满全部发放
限度额时为全额发放，未满部分发放限度额时为部分发放，达到部分发放限度额时为全额发放停止。
此外，抚养义务者的所得达到发放限度额时，无论领取资格者的所得，为全部发放停止。
＊ 于 1 月至 9 月间办理认定申请时为前年（两年前）的所得。
此处所述所得是指在法令所规定的所得金额上加上拿到的养育费的 80%后，再计算该当扣减及加算后（参照下方
扣减种类）减去社会保险费相当金额 8 万日元后的金额。
领取资格者本人

抚养
亲属
等人
数

全额发放条件限度

孤儿等的养育者或抚养义务者
部分发放条件限度

发放条件限度

收入金额

所得金额

收入金额

所得金额

收入金额

所得金额

０人

1,220,000 日元

490,000 日元

3,114,000 日元

1,920,000 日元

3,725,000 日元

2,360,000 日元

１人

1,600,000 日元

870,000 日元

3,650,000 日元

2,300,000 日元

4,200,000 日元

2,740,000 日元

２人

2,157,000 日元

1,250,000 日元

4,125,000 日元

2,680,000 日元

4,675,000 日元

3,120,000 日元

※上述收入金额是以在仅有工资所得作为所得时为例，以未减去工资所得扣减金额及社会保险相当金额的 8 万日元
前的金额作为参考基准。
※有 3 人以上抚养亲属等时，在上述发放条件限度上每位加算 38 万日元作为限度额。
※抚养义务者的地址一致时，即使在住民登录上为分户状态也将成为所得限度对象。
（关于抚养义务者范围请参照另
表）

扣减种类
从所得金额中扣除社会保险相当金额 8 万日元及以下扣减项目中的该当金额。
（但是，＊２及＊３将被加算入所得限度额，仅限领取资格者本人适用。）
扣减种类

金额

扣减种类

金额

扣减种类

金额

残障者（本人）

27 万日元

残障者抚养

27 万日元

杂损

相当金额

特别残障者（本人）

40 万日元

特别残障者抚养

40 万日元

医疗费用

相当金额

27 万日元

老人抚养

＊２

10 万日元

小规模企业共济
保险费

相当金额

特别寡妇＊１

35 万日元

特定抚养

＊３

15 万日元

配偶者特别

相当金额

勤劳学生

27 万日元

10 万日元

公共用地取得

相当金额

寡妇（夫）

＊１

工资、公共养老金
等的合计所得扣减

此外，可作为扣减的原则上为在地方税法上接受了扣减的内容。
＊１ 寡妇（夫）及特别寡妇控除（此时父亲不属对象）不适用于父母亲为领取资格者时。
＊３ 特定抚养扣减是指特定抚养亲属（19 周岁至 23 周岁未满）及扣减对象抚养亲属（16 周岁至 19 周岁未满）
相关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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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赡养费
赡养费是指领取资格者本人或对象儿童在前一年（＊）的 1 月至 12 月为止从前夫或前妻（对象儿童的父亲或母
亲）所接受的金钱或其他有价证券等。
接受了赡养费时，须在认定申请或现状申报等时提交“关于赡养费等的申报书”
，接受的赡养费金额之 80%将被
加算于所得。
＊于

1 月至 9 月间办理认定请求时为前年（两年前）
。

与公共养老金等的并领
领取资格者或儿童可领取公共养老金等（遗属抚恤金、残障养老金、老龄养老金、遗属补偿、劳灾补偿等）时（包
含儿童为加算对象时），对于津贴与公共养老金等领取重叠期间，将从津贴金额中减去公共养老金等的领取金额发放。
在领取公共养老金或有可能领取时，请告知。此外，可领取公共养老金等时，在公共养老金领取金额确定前，原则上
您的津贴将暂停发放。
已在领取津贴者，追溯领取公共养老金等时，须要退还津贴，故请尽快咨询商量及申请公共养老金。

领取津贴时的申报义务
（１） 于 7 月至 9 月为止提交认定申请时，请在当年的 10 月 31 日前提交所得情况申报。
如不提交此申报，即使符合津贴发放条件，也无法领取 11 月份开始的津贴。
（２） 领取资格者必须在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间向儿童课提交现况申报。
如不提交此申报，即使符合津贴发放条件也无法领取 11 月份开始的津贴。
此外，连续 2 年不提交此申报者将失去领取资格。
（３） 发放对象儿童人数有所减少时，请提交津贴金额改定申报（减额）。
（４） 发放对象儿童人数有所增加时，请提交津贴金额改定请求书（增额）
。
（５） 领取资格者死亡时，请提交领取者死亡申报。
（６） 搬迁至其他市区町村市请提交迁出申报。
（７） 姓名、地址及汇款金融机构、账户有所变更时，请提交姓名、地址及发放金融机构变更申报。
（８） 领取资格者、配偶者、抚养义务者的所得有所更正时，与高所得抚养义务者同居等时请提交发放停止相关申
报。
（９） 领取资格者或发放对象儿童可领取公共养老金等时，或领取年金金额有变时，对象儿童成为公共养老金加算
对象时请提交公共养老金领取申报。
（10） 丧失领取资格后请提交资格丧失申报。
以下情况将失去领取资格。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作为领取资格者的父亲或母亲结婚（包含没有登记的事实婚姻＊）
儿童不与父亲或母亲一同营生时
领取资格者或对象儿童在日本失去住民登录时
遗弃儿童的父亲或母亲有联络时
被拘禁的父亲或母亲释放出狱时
儿童进入儿童福祉设施等（走读除外；包含少年院、鉴别所）时
作为领取资格者的父亲或母亲不再监护对象儿童时
作为领取资格者的养育者与对象儿童分居不再养育时
对象儿童死亡
①至⑨项以外，不再符合发放认定条件时

※根据情况，有需要您提交上述以外申报或附加材料的可能。
※如若不提交必要申报等，您的津贴有被停止发放的可能。
（儿童抚养津贴法第 15 条）

＊ 【注意】 关于事实婚姻
从儿童津贴发放角度来看，与异性同居（原则上包含住民票为同一地址的情况）之外，频繁的访问、有生活费
的补贴等情况也将被视为事实婚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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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退还等
发生发放停止事由或资格丧失事由该当情况，失去领取资格后误领津贴时，将须要将失去领取资格之日的翌月份
起的津贴全额退还。
（儿童抚养津贴法第 23 条第 1 项）
※为了确保儿童抚养津贴发放的公正，根据情况有向您了解情况、做出调查或须要您提交材料的可能，敬请谅解与
协助。（儿童抚养津贴法第 29 条第 1 项）

处罚条例
使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津贴者，将被处予 3 年以下徒刑或 30 万日元以下罚款。但是，如若情况违反到刑法时将以
刑法规定处置。
（儿童抚养津贴法第 35 条）

领取津贴超过 5 年等的情况
作为领取资格者的父亲或母亲在津贴发放开始月起经过 5 年或者满足发放条件后经过 7 年时（提交津贴认定申请
时对象儿童未满 3 周岁时，从儿童满 3 周岁之月的翌月起经过 5 年后）
，发放金额将被减半（部分发放停止适用）
。
但是，以下事由中任何一项该当时，在规定日期为止提交“部分发放停止使用外事由申报书”及必要材料后，将
从减额对象中除外。对象者将事先收到通知，请办理手续。
此外， 5 年等经过后，每年的现状申报时也须要办理相同手续。
① 就业中或正在求职活动中等力图自立的活动中
② 处于一定的残障状态
③ 由于本人或监护中的儿童、亲属的疾病、负伤等而无法进行就业等力图自立活动

【另表】 被认为是所得限度对象的抚养义务者范围
根据民法第 877 条第 1 项所规定的抚养义务者（直系血亲及兄弟姐妹）中，与领取资格者一同维持生计人员将被
视为所得限度对象。
※粗线框内为抚养义务者范围
祖父母

祖父母
伯父伯母

父母

兄弟姐妹

配偶

侄子侄女
外甥外甥女

父母

叔父叔母

领取者

子女

子女

孙

孙

配偶

兄弟姐妹

配偶

侄子侄女
外甥外甥女

配偶

配偶

※ 有 2 名以上抚养义务者时，将去除各项扣减后所得最高者作为对象判定是否到达所得限度额。
※ 办理养子手续后将根据民法 727 条规定被视为血亲。
※ 离婚或解除养子关系后亲属关系也被解除。

【咨询】
太田市役所 儿童课（三楼）
邮编：373-8718
太田市浜町 2 番 35 号
电话：0276-47-1942（直线）

◎受理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8：30～12：00、13：00～17：15
※希望于 12：00～13：00 办理手续时请事先联系。
※手续办理须要较长时间。
请在受理时间结束 1 小时前为止前来。

太田市役所こども課 「児童扶養手当のご案内（令和 4 年 4 月版）」 中国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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