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慢性特定疾病治疗研究事业的新申请说明
小儿慢性特定疾病患者治疗研究事业是指
小儿慢性疾病里的特定疾病，因治疗期长，医疗费用高，如长期放置，会对儿童健康发育造
成阻碍和危害。
为此，展开有关特定疾病治疗研究事业，并为治疗研究， 以提供有关患儿治疗的保存资料来
代替一部分医疗保险的负担金额，或全部作为公费负担的制度。
１

申请时间

随时（新规申请的对象为满 18 岁或未满 18 岁）

２

申请时所必需的资料
在多个医疗机关接受治疗的情况下，要分别提交每个医疗机关的申

①小儿慢性特定疾病医疗
补助申请书

请。
有关医疗意见书，只需提交主要接受治疗机关的申请一份即可。（对
于多种疾病患者申请，需要分别提交）

②重病患者认定申请书
③小儿慢性特定疾病患者
医疗意见书
④所得税证明书
申请月
请提出

与担当医生咨询后，提交该重病患者认定基准表（别表 1）
向医疗机关提交申请，让担当医生书写文书。
并让医事课（事务）盖章。
生长激素治疗患者，请书写生长激素治疗用的意见书（初次）
※ 收入者
请提交证明所得税额的「源泉徴収票」
※ 确定申请人（自营业 医疗费控除 住宅控除）
提交由税务署发行的「納税証明書（その１）」（记有源泉征

1 月～6 月的患者为前两年
7 月～12 月的患者为前一
年的生计中心者最终所得
税金额的相关证明书

收税额证明的资料）和「確定申告書の複写」
※

除上记以外 若源泉征收税额或者纳税税额为 0 时，请提交市町
村住民税担当课发行的「市町村民税・县民税证明」

※

接受生活福利的患者只需提交「生活保護受給証明書」即可。

※

根据所得收入不同收取个人负担金额。
血友病（第Ⅰ、Ⅱ、Ⅴ、Ⅶ～ⅩⅢ因子缺乏症，血管性血友病，
血液凝固因子制剂起因的艾滋病）的患者不需要提交所得税证
明书。

⑤其他

请带好记载各种保险证（别表 2）的资料
请带好印章，健康保险证。

・已申请者，在同一医疗机关追加申请新疾病的情况下，请携带好诊疗券。
・提交申请后，将在小儿慢性特定疾病患者对策协议会作审查。
被认定情况符合的时候，交付医疗券。通常在申请后的第二个月末交付。

（别表 1）
重病患者认定基准（小儿慢性特定疾病医疗支付）
①对所有患者，以下所列出的症状中，被认定为长期患病（大约 6 个月以上）的情况
対象部位
眼

症状
眼机能有显著障害（两眼视力和为 0.04 以下）

听觉器官

听觉机能有显著障害（两耳的听力水平在 100 分贝以上）
两臂机能有显著障害（两臂机能完全障害）

上

肢

两臂手指的机能有明显障害（两臂所有手指缺陷，或手指机能有完全障害）
单臂机能有显著障害（单臂上腕的一半以上欠缺，或机能完全障害）
两腿技能有显著障害（两腿机能完全障害）

下

肢
脚踝以下欠缺（脚踝以下欠缺）

脊椎

1 岁以上，体干机能欠缺，不能完成坐起立动作等障害程度的儿童（1 岁以上，
无法完成倚坐，直坐，盘坐，侧坐等动作的儿童，又或卧躺，或不能独自起
立，需借助他人，柱，杖，等其他医疗护理工具，完成初次起立动作等程度
的障害）

肢体机能

身体机能障害或需要长期静养的病状，认定为和上记所述同等程度的状态
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程度（上肢单臂和下肢单肢机能完全损害，四肢机能有相
当程度的障害）

②若各种疾病群与①情况不符，但符合以下项目的情况
疾

患

群

该当项目

恶性肿瘤

转移或者再生，并进行深切治疗

慢性肾脏病

进行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CAPD，包含持续携带腹膜透视）

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

进行气管切开管理又或插管

慢性心脏疾病

进行人工呼吸管理又或酸素疗法

先天性代谢异常

知能指数在 20 以下，又或 1 岁以上，卧床不起的儿童

神经肌肉疾病

发达・知能指数在 20 以下，又或 1 岁以上，卧床不起的儿童

慢性胃肠道疾病

进行气管切开管理又或插管

別表２

提交资料
健康保险的种类等

必需资料
(1) 患者「健康保险证」复印件
(2) 同意书①

市町村国民健康保险
(3)「限度额适用认定证」或者「限度额适用・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复印件

国民健康保险组合

(只限于持有８月以后有效证件的患者）
(1) 患者「健康保险」复印件
(2) 同意书①
(3) 下面ア、イ的选项中、持有ア的患者为ア、没有ア的患者为イ
ア 「限度额适用认定证」或者「限度额适用・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复印件（有效期限为8月以后）
イ 组合员以及组合员家属中的被保险者，全体成员的住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
(1) 患者和被保险者的「健康保险证」复印件
(2) 同意书①
(3) 以下ア和イ的选项中、持有ア的患者为ア、没有ア的患者为イ

其他健康保险
（雇用保险）

ア 「限度额适用认定证」或者「限度额适用・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複写（有效期限为8月以后）
イ 被保险者的住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书
＊如住民税为課税，纳税通知书为特别征收税额通知书时，请提交。

＊ 如果是国民健康保险组合的情况，对于婴儿等无收入者，或根据组合员的纳税通知书複写等在扣除对象配偶者有无，抚养亲族栏里确认到组合员和认可抚养
关系证明，无需提交个别证明资料 。

（别表３）
征收基准金额表（小儿慢性特定疾病医疗补助）
月收费标准
层次区分

区分
记号

Ａ阶层

生活保护法的被保护家庭，以及根据促进中国残留遗孤

入 院

住 院

Ａ１

0 日元

0 日元

Ｂ阶层 Ａ阶层以外，并且市町村民税为非扣税的对象

Ｂ１

0 日元

0 日元

Ｃ阶层 Ａ、Ｂ阶层以外、并且所得税为非扣税的对象

Ｃ１

2,200 日元

1,100 日元

5,000 日元以下

Ｄ１

3,400 日元

1,700 日元

5,001 日元～ 15,000 日元

Ｄ２

4,200 日元

2,100 日元

15,001 日元～ 40,000 日元

Ｄ３

5,500 日元

2,750 日元

40,001 日元～ 70,000 日元

Ｄ４

9,300 日元

4,650 日元

70,001 日元以上

Ｄ５

11,500 日元

5,750 日元

Ｆ１

0円

0円

Ｆ２

0円

0円

归国和归国后自立支援等相关法律所支援的家庭

Ａ、Ｂ阶层以外、
并且所得税为扣税的对象
Ｄ阶层

所得税的年度金额

被认定为重病患者的对象
Ｆ阶层 血友病患者（包括先天性血液凝固因子障害等治疗研究
对象的疾病患者。
）
本人应负担的费用金额（收费金额）的计算方法
１

Ａ阶层，Ｂ阶层以及Ｆ阶层的所属患者收费金额为 0 日元。

２

Ｃ阶层以及Ｄ阶层的所属患者、根据入住院的个别对应情况、以下例内容为基准结算金额。
但是，从医疗费总额中扣除根据医疗保险各法以及感染症预防，或对感染症患者医疗等相关
法律所定的负担金额后，所剩残额若低于以下结算金额，则以所剩残额为收取金额。

(1)入院时，不分住院日时多少，均为入院的基准月额标准收费。
(2)住院时，不分住院日时多少，均为住院的基准月额标准收费。
(3)一个月之内，如若入院或住院，以入院的基本月额标准收费。
(4)对于根据医疗保险各法所规定的，在药局所开的保险调剂以及指定访问看护，不发生个人部
分负担金额。
３

两名以上同家庭成员的患者在申请患者医疗补助时，根据层次区分，由 2 确定的金额中获得
最高金额以外的患者，收取该当结算金额的 10%。

４「市町村民税为非扣税对象」、是指该当年度（7月1日开始到第2年的6月30日）市町村民税为
无扣税的对象。

５

「所得税年额」是指，根据所得税法（昭和40年法律第33号），租税特别措置法（昭和32年
法律第26号）以及对灾害中受灾者租税的延缓，减免等有关法律(昭和22年法律第175号)的规定，
结算出的所得税的金额。
但是,计算所得税金额时,不适用于以下规定。
(1)

所得税法第92条第1项，第95条第1项，第2项及第3项

(2)

租税特别措置法第41条第1项，第2项及第3项，第41条的2，第41条的91的2第一项以及第

41条的19的3第一项
（3）改正部分租税特别措置法的法律（平成10年法律第23号）附则第12条
６医疗费总额是指、根据「诊疗报酬的结算方法」、「餐饮疗养所需的入院时餐饮疗养费以及生活
疗养所需的住院时生活疗养费的计算的相关基准」、「制定访问看护所需要的访问看护疗养费用
金额的结算方法」还包括「疗养所需保险外併用疗养费用金额的结算方法」而结算的金额。
７关于层次区分的市町村民税以及所得税、若 1 月开始到 6 月之间申请、两年前的收入为税额对
象、若 7 月到 12 月申请、一年前的收入为税额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