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市县民税的申报表制作辅助系统

（１）概要

如果使用「市県民税申告書作成支援システム」（市县民税申报表制作辅助系统），能够直

接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制作市民税・县民税或国民健康保险税的纳税申报表。

（２）费用

免费利用

（３）注意事项

〇此系统不能用于以下申报。

(1)所得税的确定申告

(2)与 2021年之前收入相关的市民税・县民税申报

(3)工资、年金、经营所得、杂项所得以外的申报

例如不能申报综合或分项的转让所得（包含土地·建筑物、股票等）。

〇使用该系统创建的内容（数据）不会自动发送至市政府。请将报表邮寄或直接送至市政府。

信息输入页面相关说明

需要输入信息的页面一共有５页。

输入的顺序

(1)［１本人情報］（个人信息）项目栏必须输入。

输入方法

页面名称 需要输入信息内容

１本人情報（个人信息） 【必须输入项目】输入申报者个人信息。

２給与所得・公的年金等

（工资所得・公共年金等）

［仅输入适用项目］

输入工资所得・公共年金等相关信息。

３事業所得・その他

（经营所得・其他）

［仅输入适用项目］

输入经营所得、利息收入、股利收入等相关信息。

４所得控除・税額控除

（所得扣除・税额扣除）

［仅输入适用项目］

输入医疗费扣除、社会保险费扣除、生命保险费扣除等与所得扣

除・税额扣除相关的信息。

５扶養控除・専従者

（扶养人扣除・专职人员）

［仅输入适用项目］

输入与配偶、扶养家属以及个体企业专职人员相关的扣除信息。

https://www.city.miyazaki.miyazaki.jp/fs/7/4/3/9/0/8/_/743908.pdf


(2)［２～５］项为仅需输入适用项目。

输入方法请参照以下页面。

［２給与所得・公的年金等］（工资所得・公共年金等）・・・输入方法

［３事業所得・その他］（经营所得・其他）・・・输入方法

［４所得控除・税額控除］（所得扣除・税额扣除）・・・输入方法

［５扶養控除・専従者］（扶养人扣除・专职人员）・・・输入方法

(3) 当您完成所有项目的输入后，请点击右下角的「入力内容の確認を行う」（浏览输入内容）

进行确认。

(4)请查看以下您所输入的内容进行确认。

［输入内容确认画面］

〇输入内容无误⇒点击「申告書作成」（申报表制作）。

〇输入内容有误⇒点击「キャンセル」（重新输入）进行修改。

（修改方法）

・从左上角的选项中选择您需要修改的页面进行修改。

・修改后请进行与(3)相同的步骤，点击右下角的「入力内容の確認を行う」（浏览输入内

容）。

https://www.city.miyazaki.miyazaki.jp/fs/7/4/3/9/0/9/_/743909.pdf
https://www.city.miyazaki.miyazaki.jp/fs/7/4/3/9/1/0/_/743910.pdf
https://www.city.miyazaki.miyazaki.jp/fs/7/4/3/9/1/1/_/743911.pdf
https://www.city.miyazaki.miyazaki.jp/fs/7/4/3/9/1/2/_/743912.pdf


(5)点击「申告書作成」（申报表制作），就会出现填写好了数据的申报表，请将之打印出来。

※系统不会保存您输入的信息，请您自己保管好。

(6)将打印好的申报表与其他需要提交的文件一起邮寄或直接送至市政府。

［邮寄地址］

〒８８０－８５０５

宮崎市橘通西１丁目１番１号

宮崎市役所 税務部市民税課

〇咨询窗口

对申报内容或如何输入信息有疑问时，请联系市民税课。

E-Mail: 05sizei@city.miyazaki.miyazaki.jp

*邮件的回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预留充足的时间进行咨询。



１ 本人情報 （个人信息）

① カタカナ姓／（片假名姓氏）※必填项目

请用片假名或英文字母输入申报人的姓氏。

② カタカナ名／（片假名名字）※必填项目

请用片假名或英文字母输入申报人的名字。

③ 生年月日／（出生年月日）※必填项目

请输入申报人的出生年月日。

④ 令和 4年 1月 1日時点の住所／（2022年 1月 1日时的地址）※必填项目

请输入申报人 2022年 1月 1日时的地址。

⑤ 現住所／（现地址）※必填项目

请输入申报人现在的地址。

现地址与④相同时请点击「同上」（同上）

⑥ 電話番号／（电话号码）※必填项目

请输入申报人的电话号码。（例：000-0000-0000）

⑦ 職業／（职业）

请输入申报人的职业。

从事个体经营者，请输入经营的具体内容。

（例：果蔬零售商、汽车钣金涂装业等）

从事多项经营项目时需要列出所有经营项目的具体内容。

⑧ 世帯主の氏名、世帯主との関係／（户主姓名、与户主的关系）

请输入户主姓名，以及从户主角度出发的户主与申报人之间的关系。

输入完成后请点击「次へ」（下一页）。

※如果未填【必填项目】，将无法进入到下一页。



２給与所得・公的年金等 （工资所得・公共年金）

① 給与所得（源泉徴収票あり）／（工资所得（有源泉征收票））

【需附材料：工资的源泉征收票】

输入发行了源泉征收票的工资相关信息。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点击「源泉徴収票１枚目」（源泉征收票第 1张）。

(c)请根据源泉征收票上各栏的所记金额来填写。

点击页面上的各个项目栏将显示出它在源泉征收票上的相应位置。

源泉征收票上没有写金额的栏目，请在页面上填「０」。

(d)如果您的源泉征收票有两张以上，请点击「＋」，再重复(c)的操作。

［入力画面］



② 給与所得（源泉徴収票なし）／（工资所得（没有源泉征收票））

【需附材料：记有收入金额等的明细表】

输入未发行源泉征收票的工资相关信息。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输入１年（１月～１２月）的工资支付额（总金额）。

③ 雑所得（公的年金等）／（杂项所得（公共年金等））【需附材料：年金的源泉征收票】

仅年满６０周岁以上（截止到１月１日）人员可以填写。

※不需要输入残疾人年金或遗属年金的领取金额。

※不要加上您配偶或家人的金额，只需输入您自己的金额。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点击「源泉徴収票１枚目」（源泉征收票第 1张）。

(c)请根据源泉征收票上各栏的所记金额来填写。

点击页面上的各个项目栏将显示出它在源泉征收票上的相应位置。

源泉征收票上没有写金额的栏目，请在页面上填「０」。



(d) 如果您的源泉征收票有两张以上，请点击「＋」，再重复(c)的操作。

输入完成后请点击「次へ」（下一页）。



３事業所得・その他 （经营所得・其他）

① 営業所得／（营业所得）【需附材料：收支明细表】

从事批发业・零售业・餐饮业等经营者请在此处输入您的营业

所得，医生・律师・木匠等自由职业者以及渔业生产者也请在此处

输入您的所得。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对照收入明细表来输入「収入」（收入）及「所得」（所得）

两处。

② 農業所得（农业所得）【需附材料：收支明细表】

输入您从事农作物种植、果树栽培、家禽饲养等的相关所得。

（说明）

输入方法与「①営業所得（营业所得）」相同。

③ 不動産所得（房地产所得）【需附材料：收支明细表】

输入您的地租、房租等相关所得。

（说明）

输入方法与「①営業所得（营业所得）」相同。

※①〜③中，如果您有与新冠相关的补助金或协助金等收入（例如经营相关的停业支援金等），

请务必将其写入「收支明细表」中。

［输入画面］



④ 利子所得（利息所得）【需附材料：记有收入金额的明细表】

请输入您获得的与债券、储蓄利息以及债券投资信托红利相关的所得。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在「收入」（收入）处输入。

⑤ 配当所得（股利所得）【需附材料：记载了收入金额的明细表】

如果您有尚未纳税的股利，或作为大股东等收到上市股票的股利等时请填写相关所得。

※如果您想要选择特定股利免申报制度，详情请咨询市民税课。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在「収入」（收入）与「所得」（所得）处输入。

⑥ 雑所得（業務・その他）（杂项所得（业务・其他））【需附材料：记载了收入金额的明细

表】

如果您有稿费、授课费等副业收入时，请将相关所得输入进「業務に係る雑所得」（业务相

关杂项所得）中。

如果您有个人年金、互助年金、加密资产交易等收入时，请输入进「その他の雑所得」（其



他杂项所得）中。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点击「業務に係る雑所得」（业务相关杂项所得）。

(c)点击「業務１枚目」（业务第 1页）。

(d)在「収入」（收入）与「必要経費」（必要经费）处输入。

（e）如果您的业务相关杂项所得有两项以上，请点击「＋」，再重复(d)的操作。

(f) 如果您有「その他の雑所得」（其他杂项所得），请用相同方法输入。



⑦ 給与・公的年金等に係る所得以外の納付方法（非工资・公共年金等所得的纳税方法）

对于工资・公共年金之外的所得，您还可以选择普通征收（自行缴付）或特别征收（从工资

中扣除）。

请选择您的纳税方法。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请选择：「給与から差引」（特別徴収）（「从工资中扣除」（特别征收））或者

「自分で納付」（普通徴収）（「自行缴付」（普通征收））。

输入完成后请点击「次へ」（下一页）。



４所得控除・税額控除 （所得扣除・税额扣除）

① 医療費控除（医疗费扣除）

【需附材料：医疗费扣除相关明细表等】

在过去的 1月～12月中，如果您为自己或同一生计人的配偶及家

属支付了医疗费用，请将其金额输入本栏。

并请另行准备一张「医疗费扣除相关明细表」与纳税申报表一起

提交。※无需附上发票。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请输入以下项目。

② 社会保険料控除（社会保险费扣除）

【需附材料：能证明支付金额的文件，例如支付金额联系单】

此处请输入未记载在源泉征收票上的社会保险费。

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如果您为自己或同一生计人的配偶及家属支付了社会保险费，请将

其金额输入本栏。※工资薪金・公共年金等特别征收的项目除外。

「小型企业共济等掛金（例如ｉＤｅＣｏ等）」的扣除仅限于本人签约、本人付款的金额。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输入画面］

输入１～１２月支付的医疗费金额

输入生命保险、社会保险等的保险赔付金额

输入特定一般用医疗产品等的购买金额



(b) 请输入以下项目。

③ 生命保険料控除（生命保险费扣除）

【需附材料：能够证明保险种类・签约人（投保人）・支付金额的文件】

此处请输入未记载在源泉征收票上的保险费。

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如果您为自己或同一生计人的配偶及家属支付了生命保险费（扣除

了利息或返还金后的金额），请将其金额输入本栏。

（说明）

(a)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点击「生命保険料１枚目」（生命保险费第 1张）。

输入国民健康保险税的支付金额。

输入国民年金的支付金额。

输入后期老年医疗保险费的支付金额。

输入介护保险费的支付金额。

如果您支付过下述掛金，请在此处输入相关金额：基于【小型企业
共济法】所规定的共济契约（旧第二类共济契约除外）的掛金、【确
定处出年金法】相关的企业年金加入者掛金或个人年金加入者掛
金（iDeCo）、身心残疾人扶养共济制度相关掛金。

如果您支付过健康保险费（任意继续）、雇用保险费、国民年
金基金等，请输入已支付的保险费金额。



(c)选择生命保险的种类。

(d)输入保险费的支付金额。

(e)如果您签约的生命保险有两份以上，请点击「＋」，再重复(c)～(d)的操作。

④ 地震保険料控除（地震保险费扣除）

【需附材料：能够证明保险种类・签约人（投保人）・支付金额的文件】

此处请输入未记载在源泉征收票上的保险费。

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如果您为自己或同一生计人的配偶及家属拥有的常住房屋或者生活

用动产（商业用途的动产除外）支付了保险费，请将其金额输入本栏。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请输入以下项目。

〇新生命保険料（新生命保险费）

2012年 1月 1日之后新签・续约的保险费

〇旧生命保険料（旧生命保险费）

2011年 12月 31日之前签订・续约的保险费

〇介護医療保険料（介护医疗保险费）

〇新個人年金保険料（新个人年金保险费）

2012年 1月 1日之后新签・续约的保险费

〇旧個人年金保険料（旧个人年金保险费）

2011年 12月 31日之前签订・续约的保险费

请输入地震保险费的支付金额

请输入旧长期损害保险费的支付金额



(c) 如果您签约的地震保险有两份以上，请点击「＋」，再重复(b)的操作。

⑤ 寡婦、ひとり親、勤労学生控除（寡妇、单亲、兼职学生扣除）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如果您属于以下任一种情况，请输入本栏。

〇单亲扣除

配偶离世（或生死未卜）、离婚后未再婚、未婚（未进行婚姻登记的配偶除外）

婚姻状况满足上述条件且收入同时符合下述条件的人员可以享受单亲扣除。

（１）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500万日元。

（２）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生计一体的子女的总所得金额不超过 48万日元。

〇寡妇扣除

不属于「单亲扣除」，且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500万日元的人员，

如果满足下述任一条件，可享受本项扣除。

（１）与丈夫分别后，需要扶养的生计一体的亲属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总所得金额不超过

48万日元。

（２）丈夫去世（或生死未卜）且没有需要扶养的家属。

〇兼职学生扣除【需附材料：学生证】

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因兼职取得的工资薪金等的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75万日元，

且工资薪金等之外的收入在 10万日元以下的兼职学生可享受本项扣除。

（工资薪金包含：经营所得、工资所得、退休金和杂项所得。）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如果适用于单亲扣除，请选择您的适用项目。

〇選択なし（不选）

〇ひとり親（父）（单亲（父亲））

〇ひとり親（母）（单亲（母亲））

〇寡婦（寡妇）

婚后成为了单亲的女性。



(c)如果您适用于寡妇扣除，请选择您是寡妇的理由。

(d)如果您适用于兼职学生扣除，请选择「該当」（适用）。

(e)如果您在(d)项中选择了「該当」（适用），请输入您在读的学校校名。

⑥ 本人障がい控除（个人残疾扣除）【需附材料：残疾人手册、疗育手册等】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如果您属于以下任一种情况，请输入本栏。

〇特殊残疾人

身体残疾 1･2级、精神残疾人保健福祉手册 1级、疗育手册 A认定的人群。

〇普通残疾人：不属于特殊残疾人的残疾人。

〇死別：配偶去世了

〇生死不明：配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〇離別：解除了与配偶的婚姻关系

〇未帰還：※具体请咨询市民税课。

〇選択なし（不选）

〇身障１級／身体障碍者１級（身障１级／身体残疾１级）

〇身障２級／身体障碍者２級（身障 2级／身体残疾 2级）

〇精神１級／精神障碍者１級（精神１级／精神残疾１级）

〇療育 A判定（疗育 A认定）

〇その他（其他）



⑦ 寄附金控除（捐赠扣除）【需附材料：捐赠签收单或记载了捐赠金额的发票】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如果您向下述对象捐赠过，请将捐赠金额输入此栏。

[捐赠对象]

・特例扣除对象（家乡纳税）：总务大臣指定的团体组织、赈灾救援金

・非特例扣除对象：东京都、洲本市［兵库县］、奈半利町［高知县］、都农町［宫崎县］

・宫崎县共同募金会、日本红十字会宫崎县分会

・相关条例指定部门（宫崎县）：宫崎县根据相关条例指定的团体

・相关条例指定部门（宫崎市）：宫崎市根据相关条例指定的团体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请选择捐赠金的类别。输入捐赠对象、捐赠金额。

(c)输入捐赠对象。

(d)输入捐赠金额。

〇特例控除対象（ふるさと納税）

（特例扣除对象（家乡纳税））

〇特例控除対象以外（非特例扣除对象）

〇宮崎県共同募金会、日本赤十字社宮崎県支部

（宫崎县共同募金会、日本红十字会宫崎县分会）

〇条例指定分（宮崎県）

（相关条例指定部门（宫崎县））

〇条例指定分（宮崎市）

（相关条例指定部门（宫崎市））

〇その他（其他）



(e) 如果您的捐赠对象有两处以上，请点击「＋」，再重复(b)～(d)的操作。

输入完成后请点击「次へ」（下一页）。



５扶養控除・専従者 （抚养人扣除・专职人员）

① 配偶者情報（配偶信息）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您与配偶的关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请输入。

（１）您与配偶非内缘关系（也即您与配偶在法律上是夫妻关系）。

（２）您（纳税申报人）在过去的１月～１２月中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1,000万日元，与您同一生计的配偶的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133万日元。

（３）您配偶不是个体企业专职人员。

（４）您配偶的抚养人除了您以外别无他人。

※如果申报人的全部所得金额超过 1,000万日元且配偶的的全部所得金

额不超过 48 万日元，则仅适用于残疾人扣除。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请输入以下项目。

［输入画面］

请输入您配偶的姓名。

请输入您配偶的出生年月日。

请选择您与配偶是否住在一起。

「同居」：住在一起

「別居」：未住在一起

请输入您配偶１～１２月の收入总额。

如果您配偶是残疾人，请输入您配偶的残疾人等级。

〇選択なし（不选）

〇身障１級／身体障がい者１級（身障１级／身体残疾１级）

〇身障２級／身体障がい者２級（身障 2级／身体残疾 2级）

〇精神１級／精神障がい者１級（精神１级／精神残疾１级）

〇療育 A判定（疗育 A认定）

〇その他（其他）



② 扶養親族情報（扶养家属信息）

截至 12月 31日，与您（纳税申报人）同一生计的家属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请输入。

(1) 1月～12月的全部所得金额不超过 48万日元。

(2) 不是您的配偶，也不属于个体企业专职人员，除您之外不被他人抚养。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点击「扶養親族１人目」（第 1位扶养家属）。

(c) 请输入以下项目。

请输入您的扶养家属的姓名。

请输入您的扶养家属的出生年月日。

请选择您与扶养家属是否住在一起。

「同居」：住在一起

「別居」：未住在一起

请从您本人角度出发，选择该扶养家属与您的关系。

〇子（子女）

〇父（父亲）

〇母（母亲）

〇祖父（祖父）

〇祖母（祖母）

〇その他（其他）

如果您的扶养家属中有残疾人，请输入他们的残疾人等级。

〇選択なし（不选）

〇身障１級／身体障がい者１級（身障１级／身体残疾１级）

〇身障２級／身体障がい者２級（身障 2级／身体残疾 2级）

〇精神１級／精神障がい者１級（精神１级／精神残疾１级）

〇療育 A判定（疗育 A认定）

〇その他（其他）



(d)如果您的扶养家属有两位以上，请点击「＋」，再重复(b)～(c)的操作。

③ 事業専従者情報（个体企业专职人员信息）

与您（纳税申报人）同一生计的家属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请输入。

（１）截至 12月 31日，年龄为 15岁以上。

（２）一年中有半年以上时间专门从事您所经营的业务。

※个体企业专职人员有三位以上时，需另行制作申报表。

（说明）

(a) 在「有」（有）前面正方形里打钩。

(b) 点击「事業専従者１人目」（第 1位个体企业专职人员）。

(c) 请输入以下项目。

请输入个体企业专职人员的姓名。

请输入个体企业专职人员的出生年月日。

请输入个体企业专职人员的从业年数。

请从您本人角度出发，选择该个体企业专职人员与您的关系。

〇選択なし（不选）

〇配偶者（配偶）

〇その他（其他）



(d) 如果您的个体企业专职人员有两位以上，请点击「＋」，再重复(b)～（c)的操作。

输入完成后请点击「入力内容の確認を行う」（浏览输入内容）。

输入个体企业专职人员的专职人员工资（扣除）额。

［专职人员工资（扣除）额］

具体扣除金额，应在以下两项中选择金额较小的一项。

・经营所得÷（从业专职人员人数＋１）

・配偶 86万日元、其他家属 50万日元

※专职人员扣除额必须低于申报人员的所得。


