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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护理保险制度？ 

 护理保险制度是提供必要护理服务的机制，旨在让被保险人在需要护理的情况下也能在家中独立

生活。 

 该护理保险制度由年满 40 岁者缴纳保险费，由全社会共同资助。 

 

护理保险对象 

〇对象（被保险人）按年龄分为两种。 

年满 65岁者（第 1类被保险人） 

 当认定需要护理或援助时，即可使用护理服务。 

40至 64岁且投保医疗保险者（第 2类被保险人） 

 当认定因患有护理保险承保的特定疾病而需要护理或援助时，即可使用护理服务。 

 

·需要护理（需要援助）认定

·认定结果通知

江东区

（保险方）

·缴纳保险费

·认定申请

·合作协调　　

·咨询

·手续

·帮助制作需要护理认定申请书

·制定预防计划等

·支付使用费（费用的10%、20%或30%）

·护理服务、预防性护理服务

·护理费用的支付

（费用的90%、
80%、70%）

加入者（被保险人）
年满65岁人士

保险证将在65岁生日前一

个月发放。

40至64岁人士

保险证将发放给被认定需

要援助或护理的人士。

长寿援助中心

老年人所在辖区的综合咨

询窗口

护理（预防性）

服务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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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证内容                   护理保险证（黄绿色） 

保险证是护理保险被保险人的证明，记录了使用护理

（预防性）服务的重要事项。 

领取护理保险证时，请确认住址、姓名、出生日期等是

否正确。 

 

何时需要保险证 

·申请需要护理认定时 

·制定护理计划时 

·使用护理服务时 

*“护理保险被保险人证”与就诊时出示的医疗保险证不

同。 

 

〇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保险证记录了重要信息，使用时请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不能使用复印的保险证。 

·出借或借用保险证会受到法律制裁。 

·保险证可能被滥用，请注意不要遗失。 

·护理保险证无有效期。只要相关情况没有变更，保险证将一直有效，请务必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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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 

〇保险是重要的财政来源 

在护理保险制度中，年满 40岁者支付的保险费是重要的财政来源。请务必支付保险费，以便您在

需要护理时也能安心使用服务。 

 

 

〇年满 65岁者（第 1类被保险人）的保险费 

 为了使该制度正常运作，我们每 3年审查一次保险费。令和 3至 5年（2021至 2023年)的年满 65

岁者的保险费以 3 年所需的护理服务费用为标准金额，并根据是否缴纳居民税以及上一年的收入金

额决定。 

 关于保险费金额，我们将在每年 6月中旬、被保险人 65 岁生日的次月中旬或保险费变更日的次月

中旬发出决定通知书。 

 关于保险费请参见附表。 

 

  

年满65岁

人士的保

险费, 23%

40至64岁人

士的保险费, 

27%

国家、东

京都、各

区的公共

资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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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至 2023年度（第 8期）护理保险费 

阶层 保险对象 年度金额 

第 1阶层 

领取生活保障金、老年福利养老金且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

的人士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总收入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未

满每年 80万日元的人士 

20,880日元 

第 2阶层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总收入 

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未满每年 120万日元的人士 
27,840日元 

第 3阶层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总收入 

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超过每年 120万日元的人士 
45,240日元 

第 4阶层 
本人免缴居民税，但家庭成员中有居民税缴税对象， 

且总收入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未满每年 80万日元的人士 
59,160日元 

第 5阶层 
本人免缴居民税，但家庭成员中有居民税缴税对象， 

且不属于第 4阶层的人士 
69,600日元 

第 6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未满 125万日元的人士 80,040日元 

第 7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125万日元且未满 200万日元

的人士 
90,480日元 

第 8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200万日元且未满 300万日元

的人士 
114,840日元 

第 9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300万日元且未满 400万日元

的人士 
121,800日元 

第 10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400万日元且未满 500万日元

的人士 
142,680日元 

第 11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500万日元且未满 600万日元

的人士 
146,160日元 

第 12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600万日元且未满 800万日元

的人士 
174,000日元 

第 13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800万日元且未满 1,000万日

元的人士 
194,880日元 

第 14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1,000万日元且未满 1,200万

日元的人士 
201,840日元 

第 15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1,200万日元且未满 1,500万

日元的人士 
208,800日元 

第 16阶层 本人应缴纳居民税，总收入不低于 1,500万日元的人士 215,76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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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如何缴纳保险费 

根据养老金的数额，有两种保险费支付方式。 

每年的养老金 

不低于 18万日元 低于 18万日元 

特别支付 

定期支付养老金时（每年 6 次）预先扣除

护理保险费。 

普通支付 

通过银行转账或付款单收取护理保险费。 

*特别支付适用于高龄、退休、残疾及遗属养老金。 

*您不能选择支付方式。 

 

即使养老金金额不低于 18万日元，在变更为特别支付之前可能暂时通过付款单收取费用。 

·刚满 65岁者（第 1类被保险人） 

·从其他区市町村搬入时 

·在年中开始领取养老金时 

·暂停或停止养老金支付时等 

 

〇拖欠保险费 

如果您持续拖欠保险费，我们可能根据拖欠时间采取措施，包括暂停或限制保险费支付，暂时收

取全额服务费用等。如果您无法在期限内支付，请联系护理保险科资格保险费办事处（℡3647-9493）。 

 

〇关于护理保险费减免制度 

如果您满足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等全部 8个条件，即可享用保险费减免制度。请联系我们。 

 

〇40 至 64岁人士的保险费 

保险费金额根据您投保的医疗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工作场所健康保险）计算得出，并与医疗保

险的费用一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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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到使用的流程 

护理保险的使用流程如下。 

 

〇确认基本清单 

 仅希望使用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务（第 15页）的人士根据基本清单判断其是否符合标准。 

 

〇获得需要护理认定 

 希望使用上述以外服务的人士接受是否需要护理服务的认定以判定护理服务是否必要。 

①申请需要护理认定 

 本人或家属向长寿援助中心或区政府护理保险科申请。 

*如本人或家属无法申请，可以要求长寿援助中心等为您代办。 

②上门调查和审查 

 辖区为调查身心状况对本人、家属等进行面谈调查，并根据其结果和主治医师的意见书进行审查。 

③通知认定结果 

审查需要护理的程度（需要护理分类），并通知认定结果。 

原则上将在申请后 30天内寄出“认定结果通知书”和“新护理保险证”。 

 

  

窗口咨询
确认基本清单或获得需

要护理认定
制定护理计划
（第8页）

使用服务
（服务类型参见
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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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制定护理计划 

根据认定结果制定护理服务计划。 

 
居家护理援助事业单位 

由区市町村指定的事业单位，负责指派护理经理，并与服务提供者进行联络协调。 

护理经理（护理专业人员） 

 制定护理计划的专业人员，隶属于居家护理援助事业单位、长寿援助中心。 

 

何谓护理计划？ 

 为了让被保险人过上独立的日常生活，根据其身心状况而设立的护理目标，经过与本人、家属、

护理经理等讨论后制定完成。 

 

认定结果为“不适用”者 

请联系长寿援助中心。如果再次确认基本清单后认定其属于业务对象，则可以使用预防性护理及

生活援助服务。 

*业务对象：根据厚生劳动省规定的 25 个问题（基本清单）判断其属于“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

务的对象（相当于需要援助者）”。 

  

想使用上门服务 想使用设施内服务

向上门护理事业单位
提出请求

与护理保险机构直接签约

与护理经理一起制定
护理计划

与设施的护理经理一起制
定护理计划

使用上门服务 使用设施内服务

需要护理程度1至5的人士

需要援助程度1和2的人士 业务对象人士*

使用预防性护理服务等
使用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

务

请长寿援助中心制定预防性护理计划

与护士、社会工作者、高级护理援助专家等一起制定预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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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护理服务类型 

根据被保险人的情况，有各种类型的护理保险服务。 

 

上门（预防性护理）服务 

在家中使用服务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上门护理 〇 － 

预防性上门护理 ― 〇 

上门沐浴护理 〇 〇 

上门康复护理 〇 〇 

上门看护 〇 〇 

居家护理管理指导 〇 〇 

 

访问设施（或入住）使用服务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院内护理 〇 － 

预防性院内护理 ― 〇 

院内康复护理 〇 〇 

短期入住生活护理 〇 〇 

短期入住疗养护理 〇 〇 

 

在设施内使用服务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 〇 〇 

 

调整生活环境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福利设备租赁 〇 〇 

支付特定福利设备购买费用 〇 〇 

支付房屋装修费用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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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密集型（预防性护理）服务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社区密集型院内护理 〇 － 

痴呆症患者院内护理 〇 〇 

痴呆症患者社区生活护理 〇 △ 

小规模多功能居家护理 〇 〇 

夜间上门护理 〇 － 

社区密集型特定设施入住者生活护理 〇 － 

社区密集型老年人福利护理设施入住者生活护

理 

△ － 

定期巡查及随时应对型上门护理及看护 〇 － 

看护型小规模多功能居家护理 〇 － 

 

设施服务 

 

护理服务类型 需要护

理 

需要援

助 

老年人福利护理设施（特殊养老院） △ － 

老年人保健护理设施（老年人保健设施） 〇 － 

护理诊所 〇 － 

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护理疗养床位等） 〇 － 

 

需要护理：被认定为需要护理程度 1 至 5 的人士可以使用的服务以〇标注。如果标注了△记号，需

要护理程度 1和 2的人士原则上不能使用。（不包括 2015 年 3月之前入住和特例入住的情况） 

需要援助：被认证需要援助程度 1 和 2 的人士可以使用的服务以〇标注。如果标注了△记号，需要

援助程度 1的人士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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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费负担率证 

被保险人在使用护理服务时，根据收入情况

支付服务费用的 10%、20%或 30%。剩余费用

由保险方（江东区）支付给事业单位。 

 使用护理服务时，请向服务事业单位出示

“护理保险被保险人证”和“护理保险费负

担率证”。 

 

护理保险费负担率证发放对象 

 我们将它发放给被认定为需要护理或需

要援助的人士，以及有资格使用预防性护理

及生活援助服务的人士。 

发放时间 

 在根据上一年的收入确定费用负担率后于每年 7月中旬发放。 

适用期限 

 8月 1 日至次年 7月 31日的一年。 

*新获得认定者的适用期限从申请日起算。 

 

费用负担率的计算 

 

本人总收入不低于
220万日元

养老金收入+其他收入总额
　单户家庭不低于340万日元
　2人及以上家庭不低于463万日元

负担30%

养老金收入+其他收入总额
　单户家庭未满340万日元
　2人及以上家庭未满463万日元

本人总收入不低于
160万日元、未满
220万日元

养老金收入+其他收入总额
　单户家庭不低于280万日元
　2人及以上家庭不低于346万日元

本人总收入未满
160万日元

养老金收入+其他收入总额
　单户家庭未满280万日元
　2人及以上家庭未满346万日元

免缴居民税

生活保障对象

第2类被保险人
（40至64岁）

第
1
类
被
保
险
人（

满
6
5
岁）

负担20%

负担10%

（紫色）

您的地址、姓
名、出生日
期。

记有接受护理服务时的
经费负担比率（10%、
20%或30%）。

注明了适用期限。超过
期限则不能使用，请归
还给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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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费 
日常生活

费 

伙食费 
日常生活

费 住宿费 

住宿费 伙食费 
日常生活

费 

被保险人的服务费用负担 

             服务费用 

 

 

 

被保险人将负担 10%、20%或 30%*的服用费用。但是，如果使用了院内护理、短期入住服务、

设施服务，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和日常生活费将由被保险人全额负担。 

 

〇使用上门服务时 

在家中使用的服务 

服务费用的 

10%、20%或 30% 

 

 

 

访问设施时的服务 

服务费用的 

10%、20%或 30% 

 

       ＋          ＋ 

 

短期入住设施时的服务 

服务费用的 

10%、20%或 30% 

 

       ＋          ＋         ＋ 

 

*关于您本人的费用负担比例，请参阅“护理保险费负担率证”（第 11页）。 

 

〇使用设施内服务时 

除了费用的 10%、20%或 30%*之外，还将负担住宿费、伙食费和日常生活费 

被保险人负担 

 

       ＋          ＋         ＋ 

 

*使用设施内服务时的住宿费和伙食费的负担限额 

 关于使用护理设施时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如被保险人符合存款、收入低于一定数额等条件，可以

通过申请获得相关住宿费和伙食费的减免。 

  

护理保险方支付（90%、80%或 70%） 

被保险人负担 

（10%、20%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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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需要负担的费用很高怎么办？ 

 家庭内 1个月的费用负担超出下表所述上限金额的部分将作为高额护理服务费得到支付。 

保险对象 
被保险人负担上限（每月金额） 

家庭限额 个人限额 

第 1 阶层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并领

取老年福利养老金的人士 
15,000 日元 15,000 日元 

第 2 阶层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总收

入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未满

每年 80 万日元的人士 

24,600 日元 15,000 日元 

第 3 阶层 

所有家庭成员均免缴居民税，总收

入和应税养老金收入的总和超过

每年 80 万日元的人士 

24,600 日元 24,600 日元 

第 4 阶层 
不属于上述第 1 至第 3 阶层，税后

收入未满 380 万日元的人士 
44,400 日元 44,400 日元 

 

第 5 阶层 

税后收入不低于380万日元且未满

690 万日元的人士 
93,000 日元 93,000 日元 

税后收入不低于690万日元的人士 140,100 日元 140,100 日元 

护理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负担费用很高怎么办？ 

 在适用护理和医疗双重制度的上限金额后，家庭内 1 年的费用负担超出一定负担金额的部分将作

为高额医疗及护理合计服务费得到支付。* 

*如果您想获得高额护理服务费和高额医疗及护理合计服务费的支付，需要向所在辖区申请。届时将

向相关人士发送申请书。 

 

〇关于经费减负制度 

针对生活困难人士的经费减负制度 

 被保险人使用护理保险服务时，如满足存款、收入低于一定金额等条件，可以通过申请减轻经费

负担。 

 该制度仅限于事业单位实施了经费减负制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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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护理及日常生活援助综合业务 

“预防性护理及日常生活援助综合业务”（以下简称“综合业务”）是由辖区开展的社区援助业务之

一，旨在根据当事人的状况和需要提供各种服务。 

 综合业务包括①被认定为需要援助的人士或生活机能下降、被认为相当于需要援助的人士使用的

“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务”以及②年满 65 岁者可以使用的“一般预防性护理业务”，以此提供

预防性护理和独立日常生活方面的援助。 

 

〇综合业务使用流程 

 

  

需要援助程度1
和2的人士

能够独立生活
的人士

①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
服务业务的使用（第15页）

②一般预防性护理业务的使用（第15页）

预防性护理及日常生活援助综合业务

通过基本清单进行判定
（年满65岁）
根据厚生劳动省规定的25个问题判
断其是否属于生活机能低下

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想开始预防性护理的人士

首先请联系长寿援助中心或辖区咨询窗口。

需要护理认定

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务业
务对象

（业务对象）

长寿援助中心
为接受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
服务而制定预防计划

不适用者

长寿援助中心
为接受预防性护理或预防性护
理及生活援助服务而制定预防
计划

使用预防性护理
服务

（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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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预防性护理及生活援助服务业务 

保险对象 

·需要援助程度 1和 2的人士 

·年满 65岁且符合基本清单所述服务对象条件的人士 

 

主要服务内容 

〇预防性护理服务（预防性上门护理、预防性院内护理） 

 根据需要提供日常生活上的支援和身体机能训练。 

 

〇邻里服务（邻里迷你日） 

由市民团体提供每周一次、时长 3小时的轻度锻炼和膳食等服务，以此改善身心健康。 

 该服务可免费使用。（伙食费和活动费用自理。） 

 

〇提升活力服务（提升活力上门/提升活力训练） 

 在康复护理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旨在通过短期集中护理（原则上 3个月）改善生活机能。 

 

②一般预防性护理业务 

保险对象 

·年满 65岁者（需符合一些条件） 

 

主要服务内容 

〇入门锻炼课 

〇痴呆症预防项目 

〇男性团体训练（自主项目） 

〇音乐养生沙龙 

〇防灾健步课 

〇老年人体力测定 

〇江东 Masters Fitness（体验在体育俱乐部锻炼） 

〇身体棒极了！团体活动 

  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江东生气勃勃体操（肌肉力量训练部分），并免费派出运动指导员或康复护理

专家对 3名以上老年人团体进行锻炼指导和体力测定。 

 *详情请咨询社区护理推进科社区护理办事处 3647-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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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相关税收减免 

 

所得税和居民税可以适用以下减免。 

 

〇残疾人减免 

 如果年满 65岁且被认定为需要护理程度 1至 5，或者被认定为卧床不起、相当于残疾人状态，可

以从辖区领取“残疾人减免对象认定书”，获得“（特殊）残疾人减免”资格。此外，如果残疾人前一

年的总收入未满 125万日元，则免收居民税。 

 

关于“残疾人减免对象认定书”的咨询 

 护理保险科上门援助办事处 3647-4319 

 

〇社会保险费减免 

 护理保险费可适用“社会保险费减免”制度。 

 从养老金中扣除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减免仅适用于养老金领取者本人，不能适用于本人以外的其

他人士的社会保险费减免。 

 

〇医疗费用减免 

·使用护理保险服务时的一部分负担费用属于“医疗费用减免”的对象。 

·如果卧床 6 个月及以上且持有医生出具的“尿布使用证明书*”，尿布费可作为“医疗费用减免”

的对象。 

 *如果被认定需要护理且需要继续使用尿布费的医疗费用减免制度，从第二年开始可以用辖区发行

的“尿布使用确认书”进行申报，而无需医生出具的证明书（但是，如果不符合某些条件，则可

能无法发行确认书）。 

关于“尿布使用确认书”的咨询 

 护理保险科总务办事处 ℡3647-9481 

 

〇关于居民税的咨询 

  税务科 ℡3647-8001 分机 2 

      ℡3647-8004 

〇关于所得税的咨询 

  江东西税务署 ℡3633-6211 

  江东东税务署 ℡3685-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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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援助中心一览 

 长寿援助中心是基于护理保险法设立的“综合性社区援助中心”，与护士、社会工作者、高级护理

援助专家等专业人员合作，为老年人的社区生活提供援助。除一般咨询、护理、痴呆症、防止虐待

的维权咨询之外，还提供预防性护理及日常生活援助综合业务的管理，以及针对需要援助程度 1 和

2人士的保险费支付管理。 

 除了电话咨询，我们也可以上门提供咨询。咨询免费。 

 

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点至下午 6点 

周六：上午 9:00至下午 3:00 

（休息日：周日、节假日、年末年初） 

*丰洲长寿援助中心的咨询时间如下。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至下午 5点（周三至晚上 7点） 

周日每月开放一次：上午 9 点至下午 4点 

[休息日：周六、周日（每月一次的周日开放日除外）、节假日、年末年初] 

中心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负责区域 

白河长寿援助中心 白河 3-4-3-201 5646-1541 
常盘、新大桥、森下 1·2、三好 3·4、

白河、高桥 

海边长寿援助中心 海边 12-13 3645-6761 千石、石岛、千田、海边、扇桥 

住吉长寿援助中心 

预计 2022年 6 月迁址 

迁址前 住吉 1-17-11 

迁址后 住吉 1-9-5 

3635-0646 森下 3-5、猿江、住吉、毛利 

平野长寿援助中心 平野 1-2-3 5639-9121 
清澄、平野、三好 1·2、佐贺、福住、

深川、冬木、门前仲町、木场 3 

古石场长寿援助中心 古石场 2-14-1-101 3641-2801 
永代、富冈、牡丹、古石场、越中岛、

木场 2 

东阳长寿援助中心 东阳 6-2-17 5665-4547 木场 4·5、东阳 

盐滨长寿援助中心 盐滨 2-7-2 5617-6213 盐滨、潮见、木场 1·6 

丰洲长寿援助中心 丰洲 2-2-18 5859-0566 丰洲、东云、有明、青海、海之森 

枝川长寿援助中心 枝川 1-8-15-101 5634-0158 枝川、辰巳 

龟户长寿援助中心 龟户 1-30-8 5627-2525 龟户 1·2·6 

龟户北长寿援助中心 龟户 4-21-13 5626-0671 龟户 3-5 

龟户东长寿援助中心 龟户 9-13-1 5875-3451 龟户 7-9 

大岛长寿援助中心 大岛 6-14-4-103 5628-0541 大岛 3·5·6 

大岛西长寿援助中心 大岛 4·1·37 3636-9857 大岛 1·2·4 

大岛东长寿援助中心 大岛 9-6-16 5836-5301 大岛 7-9 

北砂西长寿援助中心 北砂 3-31-19 3615-4860 北砂 1-3·5 

北砂东长寿援助中心 北砂 6-20-30 5606-1744 北砂 6、东砂 1·2 

北砂南长寿援助中心 北砂 7-7-1-101 6660-2050 北砂 4·7、南砂 4·5 

东砂长寿援助中心 东砂 4-16-12 5857-8243 东砂 3-7 

南砂长寿援助中心 南砂 2-3-5-102 3640-9851 南砂 1·2 

新砂长寿援助中心 新砂 3-3-37 5653-1735 
东砂 8、南砂 3·6·7、新砂、新木

场、梦之岛、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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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保险咨询窗口 

区政府窗口可受理咨询。 

关于被保险人证及保险费 
资格保险费办事处 

（3647）9493 

关于需要护理认定 
认定办事处 

（3647）9496 

关于上门调查 
调查办事处 

（3647）9497 

关于保险费支付 
支付办事处 

（3647）9498 

关于针对老年人的上门服务 
上门援助办事处 

（3647）4319 

关于使用护理服务的咨询 
护理服务使用咨询 

（3647）9099 

长寿援助中心也能接受咨询。请参阅第 17页。 

 

年满 65岁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申报 

具体情况 向护理保险科申报的资料 

从其他区市町村搬入时 
未获得需要护理的认定 无需向护理保险科申报 

已获得需要护理的认定 需要护理认定申请书 

失去护理保险资格时 
搬到其他区市町村时 归还护理保险证 

死亡时 归还护理保险证 

其他 

在江东区内变更地址时 无需向护理保险科申报 

改名姓名时 无需向护理保险科申报 

护理保险证遗失或因弄脏而

无法使用时 

被保险人证等补发申请书 

护理保险证（弄脏时） 

身份证明 

 

2022年 5月发行 

135-8383 江东区东阳 4-11-28 

江东区福祉部护理保险科 

℡3647-9111（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